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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出内心开出内心沉默的花沉默的花
□ 映 铮

一洼积水
□ 李 逊

远行归来，宝塔被炊烟环绕，嫣红
的落日与傲立的红莲依水缠绵。心，
突然就安稳了。

行过大漠深处，也潜过波涛腹中，
仍于这小小盆地，坠入纯净之境，心生
辽阔之意。素衣素位，青菜青春。一
草一木不知世故，却香透心尖，一村一
镇平静简单，少痴念纷纭。

因为轮作之故，今年的荷塘面积
瘦窄了许多，看惯了万亩之姿，突生顾
惜之心。倒是那白鹭怡然，水鸭不惊，
新竹倚墙婉约缠绵，清荷浮水柔美寂
然。心底的亲切，清晰如昨。意象里
的红、粉、黄、蓝，呼啦啦地由近及远，
待一阵暖风，幽幽澹澹的香气就粘上
了衣裳，浸进了心里。

今年“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
泉”，《素问》中说：岁木太过，风气流
行；岁木不及，燥乃大行。玉米杆高过
往年一大截，稻禾满行只在月余，豆荚
鼓着圆溜溜的腰身，很是诱人。眼见
着土地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山河绿得
过分耀眼。应是丰年吧，老人却摇
头，说这看得见的草肥木壮，看不到的
瞬时灾变，谁晓得谷子和拦腰风哪个
先来，玉米和洪峰哪个先入仓。让人
不免又生虞心。岁月变迁是规律，山
河染恙也难免，可谁不盼个风调雨顺，
海晏河清。连续高温十天以上的，记
忆里少见。那太阳宿命般红亮，又狠
着劲灼人，浮尘飞扬里，青云简净得
很，把芙柳深处的故事，晒出袅袅青

烟。人与小虫都想成隐者，寻一阴凉
角落，不抵抗，也不顺从。静静地，熬
过这又闷又热的一夏。

凡人度夏犹如渡劫，盆地的黏湿
如影随行。少年时的竹扇已经赶不走
这闷热，空调房里又如樊笼般烦闷，只
得趁太阳歇工的早晚去荷塘转转，得
返自然怀抱，轻埋是非与浮沉。友人
提及《浮生六记》里置茶于荷蕊，待荷
香润茶的描述。好奇如我曾学着试
做，但夜收的莲朵没能如愿释放大量
的香，晨放之后又没能兜住我的梦
想。想必，只学会了置形而筑，还欠缺
惠心而濡。看着这片荷，想起那件事，
不由感叹，如此风雅事，哪能一蹴而
就。人生诸般，易见不易求，易了悟不

易证得。
友人问，荷花开出了青春的火焰，

荷叶能遮挡这欲燃似火的酷热吗？我
便想起南朝吴均的“鸢飞戾天者，望峰
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所谓
心静自然凉，收了刺枪，解了马缰，去
见“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才有“不知
所由，不明所往”，与万事言和，把愁怨
释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可我觉得
草木也是有情物，它甚至能唤醒人的
细胞，带来最初的悸动和鲜活的共鸣。

爱荷之人，当是明白生命的缝隙
处，这朵花开出了内心的沉默。犹似
百战归来，冷暖阅透，如眼前这朵荷，
不着水不染尘，究竟涅磐。岁月的治
愈和滋养一如当初，又悄然潜行……

单位办公楼共有五部电梯，一号
电梯供领导乘坐，其他四部电梯供员
工乘坐。自打张三加入这家单位，电
梯就是这样乘坐，问入职早的同事，也
说来单位就这样。只有老王说法不
同，老王是单位的元老，过两年就要退
休了。老王说，大楼建成后领导和员
工都是一起乘坐电梯的，后来是行政
部的人每天在电梯口引导，让领导坐
一号电梯，久而久之，一号电梯就成了
领导们的专梯。老王说，我都送走了
五任单位一把手，这个规则就没有变
过。

其实，一号电梯从来就不是领导
们的专梯，也从来没有哪个文件规定
过。单位里有十几位领导，平日很难
得一起乘坐电梯。每天早晨上班或
午餐后，乘坐电梯的人特别多，领导
们进了电梯都还有空位，就有领导会
向挤在其他电梯口的员工招呼，这里
还有空，进来几个人吧。靠近一号电
梯的人便都有些悚然，身子不由自主
往二号电梯那边倾，手摆得像风中的
杨柳：不急不急，领导先上，领导先

上。有时也有扭捏着走进去的，旁边
没进去的就偷偷笑了，一副如释重负
的样子。

这天是星期天，张三来单位加班，
偌大的电梯间一个人也没有，张三的
心激动起来，直接走进一号电梯，进了
电梯，张三发现一号电梯与其他几号
电梯没啥不同，要说不同，无非是轿箱
更干净些，地塑更鲜艳软和些。所以，
加完班，张三想也没想就按了一号电
梯，电梯下到一楼刚打开，张三被电梯
班长叫住了，张三知道他是电梯班长，
姓王，平时大家都叫他王师傅，单位里
几百人，王师傅估计不认识自己。果
然不认识，王师傅没有称呼他，直接
问，你怎么坐一号电梯？张三心里顿
感不爽，反问王师傅：我为什么不能坐
一号电梯？王师傅盯着他说，万一正
好领导来加班呢，难道还要领导等你
下来？张三一时语塞，转而灵光一现：
领导为什么要等，其他电梯不都空着
吗，领导也可坐其他电梯呀。这回轮
到王师傅语塞了，仿佛突然遇到一个
无法破解的难题。张三不等他开口就

急匆匆地走了。
不知为什么，打那以后，张三再也

没乘坐过一号电梯，不管是正常上班，
还是加班。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慢慢就
是一年，日子一年年过，很快张三就变
老了。张三感到自己的精力越来越
差，有时坐在办公桌前时间一长头脑
就发晕。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张三和
同事们站在一起等电梯，一号电梯开
了后，有领导直接叫张三名字：张三，
快进来呀。张三仿佛听到一声霹雳，
霎时全身僵住了，电梯门一直开着，张
三这才反应过来，脑袋腾地一下热胀
起来，鸭子划水似的进了电梯，电梯门
关后，领导还在说：都老同志了，还扭
扭捏捏的。

进了电梯，领导一直跟别人说着
话，仿佛身边没有张三这个人似的，张
三站着，感到浑身发痒，又不敢去挠，
电梯到了他办公的十九楼，张三逃了
似的走了出去。可刚一出去张三就后
悔了：我怎么连招呼也不跟领导打一
个呢？张三为自己的不懂礼貌而懊悔

不已，他思想着再见领导时，得向领导
道个歉，可是怎么说呢？领导会记得
吗？张三被这个念头折磨了很久，一
直到张三快要退休。

应该是张三退休前两年的某个
日子，单位又换了一把手，一把手到
任后，立即意识到乘坐电梯是个问
题：领导干部不能特殊化，要与群众
打成一片，他要求领导不再专乘一号
电梯，而是分乘各个电梯。员工们却
一时难以适应，总还是有意无意走向
二至五号电梯，很多时候，一号电梯
就稀稀拉拉站着几个人，其他电梯却
人满为患。行政部看到这种情况，便
在上班及午餐后派出专人守候在电
梯口，疏导人员均衡乘坐。久而久
之，电梯的秩序得以恢复，尤其是新
来的大学生，一边说笑着，一边涌向
一号电梯。

虽然有好多次张三打算乘坐一号
电梯上去，但每次走到电梯口总感到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拉拽着自己，便不
由自主地走向其他电梯。一直到退
休，张三再也没有乘坐过一号电梯。

一号电一号电梯梯（小小说）

□ 刘武和

说起太平崂上的美食，神仙豆腐
堪称一绝。尤其在炎炎夏日，一想起
清凉爽口的神仙豆腐，就忍不住偷偷
咽口水。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太平崂上有
个年轻人，父母双亡，家贫如洗，靠砍
柴为生。一天，他在山上砍柴时，又累
又饿，晕倒在地。神仙见他可怜，用一
种翠绿爽口的豆腐救醒他，还把这种
豆腐的做法传授给他。从此，年轻人
一边砍柴、卖豆腐，一边发奋学习，后
来高中状元。太平崂上的人们就把这
种豆腐叫做神仙豆腐。

神仙豆腐名字听起来神秘，做法
却特别简单，而且原料也是百分百的
纯天然普通食材，是名副其实的绿色
食品。山上有一种野生灌木叫“神仙
树”，学名“双翅六道木”。它的叶子叫

“神仙叶”，呈椭圆形，像桑叶。把神仙
叶洗净后泡水，揉碎，用毛巾过滤，按
比例加草木灰水（起到凝固剂的作
用），静置十多分钟后即可。

做好的神仙豆腐，像翡翠、像果
冻，绿得纯粹。用刀切块，舀到碗里，
洒点砂糖，尝一口，爽滑Q弹，很有嚼
劲，清凉一夏。喜欢酸的，直接加酸
水，酸爽可口，真是人间难得的美味。
它不仅好吃，据说还有清热、解毒、活
血、抗癌的功效。

小时候，每逢暑假，我们十多个
小伙伴几乎天天上山放牛。到晌午，
就轮流派人下山挨家挨户带饭。大
家找个草坪席地而坐，分享各家各户
的菜，其乐融融。吃完午饭后，就开
始做神仙豆腐。有的负责看牛，有的
负责洗碗筷，有的负责摘神仙叶，有

的负责烧草木灰。有时草木灰水放
少了，无法凝固，于是重做。要是草
木灰水放多了，做出来的豆腐颜色发
灰，不好吃，又重做。直到后来经验
丰富，用清澈的山泉水做出上等的神
仙豆腐，盛在颜色、大小不一的各种
饭碗里，放溪水中“冰镇”几分钟，再
端回手里，人人馋得流口水，又个个
舍不得动筷子。

有一次，几个小伙伴在邻居屋后
挖水井。那井水清凉沁骨，喝一口，凉
甜凉甜的。突然有人欢呼：“你们看，
那里有神仙叶！”果然，就在几米外的
土坡上，长着一大片神仙叶。我们马
上动手，直接用新挖的井水做神仙豆
腐，太好吃了。那种大自然的美味，加
上劳动的喜悦，还有亲密无间的浓浓
情谊，至今让我怀念。

十多年前我刚来珠海时，曾想开
个餐饮店，甚至设计了两个与神仙豆
腐相关的压轴菜。一个叫“渔女献
珠”，用渔女造型的菜盘，装上宝珠状
的神仙豆腐；另一个叫“碧波垂钓”，一
盘碧绿的神仙豆腐，配上悠然垂钓的
智者食雕。可惜找遍珠海也没找到神
仙叶，无米之炊，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了。

不久前，我上网一查，才发现网上
既有教你做神仙豆腐的视频，又可以
下单订购神仙叶或现成的神仙豆腐，
甚至一些地方还申请了非遗保护。只
是细看就发现，网上售卖的神仙叶，并
不是老家太平崂上的那种神仙叶，而
且颜色也不对。

什么时候，我能再回家乡，吃一碗
亲手制作的神仙豆腐呢？

神仙神仙豆腐豆腐
□ 龙志球

云抚山色 王近松 摄

它是这个村子的星座
神一般的存在
它在自己的母语中诞生
再返回
那些被它浸泡过的脚面

嗅着水烟
与这个世界保持最隐秘的联系
它庆幸自己从秦汉开始
便不曾干涸
浅浅的一洼水
没有鱼
只有骤然降临的迷醉

村里的每一个人
都曾在此驰骋
老人或者是孩子
他们从这水洼出发
像驼鸟从沙尘暴出发

蛇从沼泽地出发
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

他们终生被困于此
水里全是虚空
和梦的影子

他们像水中孑孓
等待一场浩荡的北方雨雪
等待雷劈之后的孵化
以及那不甚明亮的阳光
在梅雨的季节
村里的人们形神兼备

现在我们来复习“洼”这个汉字
它是一个形声字
有水有土
隶属乡村

一个人的海
□ 陈小林

最近下午有空，我便一个人去看
海，以前总有朋友一起，现在大家各自
忙碌。我丝毫不改兴致，一个人兴冲冲
地准备好雨伞。出发，十分钟的车程，
我已经到了如诗如画的海边。

因为时常下雨，公园里的草地湿漉
漉的，雨珠在绿叶上打滚，白色的蝴蝶
草一丛丛，开得正好，紫色的蝴蝶草像
毛绒绒的绣球一般，玲珑剔透。

尤其是一棵大树前，铺满了紫色
的喇叭花，一蓬蓬，一朵朵，参差不齐
的簇拥着，巨大的树干斜卧着，不用匠
心设计，就是一幅画。远处的海水，绿
得像翡翠一般，又像一面巨大的镜
子。远方的日月贝心甘情愿地当此大
片的背景。

一条栈道蜿蜒而上，古色古香的仿
古木，脚下的海水拍岸，礁石嶙峋，形状
各异，几个人在海里摸生蚝，几个顽皮
的少年在岸边玩水，栈道弯曲而上的尽
头，一丛艳丽的红花像天边飘落的一道
云霞，绚烂而耀人的眼睛。那天，少有
的蔚蓝的天，热情如火的花，湛蓝的大
海，一丛丛，绿油油的叶子，簇拥着几朵
艳丽的红花，听说那就是有名的吊灯扶
桑，娇艳明媚，相得益彰。

旁边一家咖啡馆就在绿叶红花
的掩映下面，面朝大海，听海风拍岸
的声音，坐在椅上，仿佛可以抚摸细
微处拂过的风，蓝色的天际，蓝得让
人心醉。太阳热烈地照着，花朵芬芳
地开着。

此时此刻，我感受到天地合一的宁

静，大海的壮美，远处的渔船，周围成双
结对的恋人，一家三口的笑声。舟行碧
波上，人在画中游。只有这句诗才能恰
到好处地表达眼前的此情此景。

我在海边想的这些，梭罗在瓦尔登
湖边早已体验了这一切，瓦尔登湖宁静
幽远，一英里之外没有人家。

梭罗说，我去森林里是想过有目的
的生活，是去面对生命中最本质的事
物，并且要搞明白我是否能学会它教导
我的一切，而不是相反，到死的时候，才
发现自己未曾生活过。

我不想过一种不是生活的生活，生
活太昂贵了，我也不想听天由命的生
活。除非这完全是必要的，我想要潜水
到生活的底部，汲取生命全部的意义，
坚定地生活……

梭罗告诉我们，世上只有一种成
功，那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

袁宏道说，山水可以当药，青山可
以健脾，不知省下多少参苓丸子！大地
草木哪一样不是药，治愈一个人的，是
山水。

看着身边经过的人们，我靠在栈道
的栏杆上，极目远眺，哪一处不是诗情
画意的风景？哪一处不是心旷神怡的
存在？

一个人看海，一个人的大海，眼前
这偌大的一片海，此刻只属于我一个
人，因为我看它的次数最多，因为我最
熟悉它的美！

梭罗，有他的瓦尔登湖。我，有眼
前的这一片海！

世纪风景（水彩） 李冬梅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