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而后知不足
! 黄学根

阅读见疑查词典，动笔
推敲查词典，打字，拼音不
畅词典帮忙。久而久之，我
亲近了词典。亏它量出了我
的不足，助我纠正谬误。

“鹄”？不认识。我试探：“是鹄（告）吗？”
没这个读法。我真不知“鹄”可读“鼓”的音，
是射箭的目标，作箭靶子———“中鹄”。还可
与“胡”同音。

“汩汩（古的音）”？我：“什么，你是？不
认识。”你猜猜。“哦，汨汨（米的音）流淌
吧？”不，是汩汩（古的音）流淌，而不是汨汨
（米的音）。哎呀！“汩”与汨罗江的“汨”长得
好像啊，似曾相识，实在是似是而非，鱼目
混珠了！

相识不相知，一知半解的，比比皆是。
如“悝”，我试读“里”的音，一查核，还有一
音，与“亏”同，战国时的政治家李悝，我哪
知道（可记成心里有愧）？！说点常用字。如

“血”，儿时知读“雪”的音，今才知，还有一

音“写”；再如“发”，儿时知
恭喜“发”财，“发”热，今才
知，还有头“发”，理“发”，音
同“罚”。乡音干扰，模糊了
细微差别，不经意，合二为

一了。时隔70年，经查，才确认另一半，姗
姗来迟，相知恨晚，要当心了。

还有会说不会写的字，比如“掯（方
言）”，“按，摁”的意思。例：金龟子要跑了，
掯住它！再如，西瓜“窳”了；搓了八“庹”绳
等。像是小时候薅草捡到野鸡蛋，开心！

遇字读半边，碰运气，时有风险。“豁”
有三个音，不从左也不从右。而“嘏”既可从
左，也可从右。经验主义怎可靠，习以为常
出荒唐。比如，常用词，“保持”，说惯了，“有
恃无恐”的“恃”，也顺口溜成“持”；同理，把
“稹”溜成“慎”就大不美了。

我明白读词典是绠短汲深，但亲近总
比不碰强，而且准备反复读，学而时习之，
娴熟于心，用时顺手，不亦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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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婚姻嫁娶
! 姜善海

旧时乡村人家最隆重、
最热闹的事，当数“娶新娘
子”“办喜事”，即乡人所谓

“娶亲”。
旧时乡村人家婚姻嫁

娶，大体有这么五种情形：
一是三媒六证、明媒正娶，男娶女嫁。
那时婚嫁，全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父母

包办，身不由己。抗婚不从、自由恋爱、裸婚私
奔，实在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至若未婚先孕、
带肚子到婆家，更被视为伤风败俗，人所不耻。

明媒正娶有两个程序，一曰把定，或曰把
小定、下定。把定，女方要交生辰八字，男方要
下聘礼。现在人们说“定婚不受法律约束”，那
时人们却是十分信守“定者，定也”之规的，认
为定了婚，就算是两亲家了，小两口就是等圆
房的夫妻了，就不可以也不应该悔婚、退婚了。
二曰迎娶。迎娶之时，男家大宴三日，头日晚暖
房，一队人挑来嫁妆；第二天正日，新人进门，
晚上拜堂圆房；第三日打散，小夫妻回门。三天
里宾客盈门，张灯结彩，鞭炮声响，唢呐声扬，
花烛高烧，热闹异常。其中多少礼节、仪规、忌
讳———比如，若逢雨天，切不可带伞往贺（忌讳

“散”）；酒席桌上猜拳行令，万不可失手打坏杯
碗（忌讳“破”）———实在难以一一絮繁道来。

二是有女无男、招婿养子，女娶男嫁。
生男生女，自然使然，非人力所能强求。我们

庄上有户人家，一口气生了九朵金花，无奈之下，
不再生养了。那时的人，“积谷防饥，养儿防老”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接续香火，传承血脉”的
旧观念很重，怎么办呢？独女或女多无男留有一
女之家，在男孩多的人家，选择一婿，央人说合，
女娶男嫁，招赘进门，谓之“倒插门”“招婿养子”。
子女随女方姓。旧时乡村人家，招婿者不少。

男嫁女娶，一如男娶女嫁，所不同者，娶之
操办尽在女家。再有，大约只是婿不坐花轿进
门而已。

三是“小带”“童养媳”，待时大婚。
那时，常有贫寒、子女多之家，自小将女孩

许给男家作童养媳。小姑娘进门之时，男家请
来亲友高邻吃酒作证，谓之“小带”，待到两小
成年，姑娘放回娘家几日，再行大婚之礼。旧时

乡村人家小带者不少，我家
就有一位姑奶奶，被许给永
安朱八房一户人家作童养
媳，听奶奶说过，姑奶奶来
家，老淌眼泪。

四是家寒无奈、两家换亲，亦称“还门亲”。
男家有女，女家有男，且都在适婚之年，或

年龄相差并不悬殊。贫寒与无奈，两家父母作
主，约请媒人商定换亲。长相，身高，生理、肢体
乃至智能的些微缺陷，一一退出计较之列，聘
礼、嫁妆、仪式、宴客等等皆可从简，有的竟或
可免。两家嫁娶，大多同日操办，同步进行。同
辈人中，我就遇到过好几对换亲之婚，所遇者
婚姻、生活、子孙等等，还都可以。

五是抢亲。
所谓抢，并不是胡乱去抢人家一个姑娘回

来成亲，那是犯法的，最终也是成不了亲的。这
里所说的抢亲，是下定之后、议娶之时，男家应
对女家变卦、悔婚的无奈之举。抢亲也极少见。

我们庄上有个“四五子”（其祖父 45岁得
此长头孙子，因以“四五”名之），两男一女，排
行老大，家寒，人老实，又矮些。到了谈婚论嫁
之龄，父母央媒人在江都张四娘圩里说定了一
位姑娘，商谈择日迎娶时，女家变卦悔婚，于是
出此不顾后果的下策：抢亲。

此期间，男家访实了姑娘某日来八桥赶
集，约了几个壮实男子，暗暗尾随其后，趁其
不备，有二人猛上前一把剪断姑娘的裤腰带，
姑娘两手紧勒裤腰，这就没了挥臂伸手挣扎
反抗脱身之能。说时迟，那时快，二人将姑娘
抱进停在不远街角的一乘小轿，上了锁，一路
飞奔抬进庄来，锁入房中。一阵鞭炮声响，三
两桌酒席一开，算是完了大婚。隔县、隔河千
里远，虽说违理，那时却还算不得违法，且娘
家自觉理亏在前，生米已成熟饭，莫可
奈何。

一年以后，新娘子生产一女。一日，
母女得回娘家，从此不肯归来，也未再
嫁。姑娘长大到十几岁了，四五子还去
看望母女，无奈新娘子决意与女儿相依
为命，始终不肯回头。四五子也无力再
娶，晚年“五保”，孤孑一生而终。

因风飞过蔷薇
! 刘艳萍

在不懂审美的童年，我
就被蔷薇迷过。龙河河堤上，
住着一户上了年纪的人家。
一条大河，两岸树木，广阔的
田野，让那远离了村庄的篱
笆墙小院，有世外桃源的意境。

那时候，环境都还天然，乡下顶多就是些
野花。暮春，这花那花都开得差不多了，就轮到
蔷薇上场了。那户人家的蔷薇，爬满了墙，风剥
雨蚀的篱笆，全被新绿包严实了。绿墙上再开
满粉的紫的蔷薇，怎么看，都是一幅仙境了。

到了后来读书做题，遇见古诗排序：①水
精帘动微风起②绿树阴浓夏日长③满架蔷薇
一院香④楼台倒影入池塘。我无需动用什么方
法口诀，仅根据快闪在脑海的画面，就排好了
顺序并另仿了一首：绿树浓阴夏日长，小院依
偎河堤旁。篱笆墙上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任何葵花宝典，都抵不过灵动的鲜活的生活。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黄
四娘家千朵万朵的花里，我总以为少不了的必
有蔷薇。这判断，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龙河河
堤的记忆。

对黄四娘的身份，大家学者争议颇多，没
有定论。她是花禅、艺伎、尼姑还是普通妇女，
都不是问题。以合唱形式盛开的蔷薇，“千朵万
朵压枝低”，蔷薇将自己的热烈和美丽做这对
芳邻闲适达观的铺陈。柔风夹着花香，细暖裹
着闲情。饱经离乱的杜甫在草堂得到了暂时的
安宁。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苦难，我们不可能全
部想见。能够得到的判断是，特殊的社会环境
和个人离乱，即便都落在了一个人的命运里，
那也只能接受。得有带泥啃萝卜吃一截洗一截
的耐心和钝感，还得有看远看高看将来的信心

和敏感。高呼“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
是诗人，对一朵花犹豫“可爱
深红爱浅红”的也是诗人。让
一个诗人在我们心目中活着

的，可以是大节，也可以是细节。花开了，对一
朵花微笑。蔷薇开满墙，那就对满墙的花微笑。
粉的温润、紫的娇羞、黄的热烈、白的纯净，时
时飞舞的戏蝶、客来啼鸣的娇莺，构成了生动
的春日画卷，是杜甫抵御苦难的力量。

我就读的大学在相山角下。一路上坡，从
食堂或者图书馆出来，迎面就是错落的山墙。
四五月间，蔷薇盛大而浩荡，延绵出整个校园
的优雅和浪漫。光阴的墙、尽染的绿、娇媚舒展
的蔷薇花，记取了一届届年华正美的故事。毕
业二十多年了，花墙想必早已不在。但蔷薇，是
永远随时令开放的。一丛丛的碧叶，一簇簇的
花儿，在季节里安门落户，从不缺席。一阵风拂
过，蔷薇的香气扑面而来，几分陶然，绵醉到心
里。

蔷薇，花开时合唱不喧闹，花落时独奏不
凄惶。繁华富贵、简静平实，都是世间风景，有
什么值得慌乱呢。蔷薇花热烈又安静的气质，
实在是让我喜欢。田园风里可以有蔷薇，宫廷
风也不拒绝蔷薇。蔷薇百搭却也有原则。

想那梨香院中学戏的日子琐碎而又漫长，
人立深院，苦痛熬炼似被温柔富贵乡里的花柳
繁华隐没。龄官不愿串角的胆色和傲骨，让贾
蔷赌咒发誓、拆笼放雀的真性情，比荣、宁两府
里那些银样镴枪头的少爷公子们凛然刚烈多
了。蔷薇架下龄官画蔷，让只出现了短短五回
的龄官，具有了和黛玉葬花、湘云醉卧一样的
美学意义，光风霁月、古典幽深还有那么点苍
然无望。

疯狂的油菜花
! 王晓

只有一种花配得上“疯狂”二
字，那就是家乡的油菜花。

就是这个季节。四月中旬左
右。地处苏北的大平原，春天来得
要比长江以南略迟一些，也就迟个
十天半月的。整个大地像碰翻了染缸，泼洒开的金
黄炫人眼目，不是一垄，不是一畦，是一眼望不到
边的肆意。

也许是年龄小、个子矮，也许是土地肥、品种
好，反正小时候的油菜花高过头顶。基部叶茎繁
复，越往上叶越稀，分叉越多，花大多集中在末梢，
攒在一起，一株油菜有百十个头，开着四瓣的小
花，也是后来才知道这是十字花科芸苔属植物的
属性。

聚在一起的开得厚重，稀稀拉拉的开得明亮，
成百上千成千上万成万上亿的油菜花，淹没了田
埂、河流、村庄，还有大地上的一切人和事情。

上学的路上，走在前面的那群小伙伴，只闻其
声，不见其人，我们都被油菜花淹没了。走进校园，
才发现满头满脸满身都是黄花粉，蜂子追着我们
嗡嗡闹，让人有点烦躁。不过根本不用管它们，这
种痴蜂一心酿蜜，伤不了人。顶着满身花粉的我
们，被它们当油菜了。

里下河大平原真大啊，看不到边，走不到头。
乡民种油菜不为观赏，为榨油。边角地见缝插针
长，整块田成规模长，一到季节，就满眼金黄地炸
人。

看见人家在菜地拍照，为了周全地照到菜花，
半蹲深蹲，那样子总让我发笑，也让我恍惚。印象
里，那些油菜花都在我的头顶点燃，让我喘不过气
来。我不曾俯视过油菜花，更没见过现在航拍的菜
花地毯、菜花艺术字，我见的是另一种菜花。

从家到我的中学要经过一条被油菜花淹没的
路。水乡人含蓄内敛，遍地菜花不像遍地高粱滋生
那么多故事。我见过躲在油菜花下看书的孩子，见
过藏在油菜地里的猪草篮子，那些男男女女耳热
心跳的场面从未见过，这跟性情有关，跟乡风有

关。现在想想，那一望无际的油菜
花下，什么故事不能发生呢？

我的邻居跟我同级同班，但她
从不跟我同行，她的身边总是围了
好些人，她们的眼神拧成一股绳，

把我隔在外面。她们一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还
喜欢摘菜薹吃。掐一枝肥壮的菜薹，带花，撕了皮
咬着芯，一口一大截，吃得欢畅。看见金黄的菜花
在她们嘴边颤动，恨自己无法接受那种青滂味。我
多么希望和她们在一起啊，但是嗅觉不答应，她们
撇单我的得意也不答应。

三年初中生活，好像之前之后还有这种那种
类似的情状，是不是我天生就是“孤家寡人”？少年
佯装无所谓落单，其实心里要发疯。多余的热情只
好给书本喽。

当我的孩子如我当年一般大，我再次见到了
在外打工返乡的邻居，还有当年那些从未在一起
玩耍过的小伙伴们。她们见老了，站在对面沧桑一
地，再也不是四月油菜花地里的傲娇的表情。她们
对我生出羡慕的敬重，让我不适，犹记得当年和油
菜花一样金灿灿的笑声，那笑声时常在午夜惊扰
我的梦境。

家乡不长果树，不长闲花，春天的色彩似乎单
调，开花的好像只有油菜花。其实哪能呢，大地上还
有许许多多的野花，只是它们没有油菜花那么广种
厚收，气势上就输了。我有时候也傻傻地想，在泛滥
的油菜花面前，这些个野花是不是也不合群？

不合群重要吗？脆弱的时候很重要。一旦强
大，就不重要。那些婆婆纳蒲公英二月兰还有许许
多多叫得出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不都和油菜花一样
长得好好的吗？同样完成生命的旅程。

阅历让我释然，油菜花的那股疯劲不是个个
具备，强求合群多憨。打翻染缸的金黄，经过岁月
的荡涤，留下的只是“微云平淡，重山清远”，就连
小伙伴们水灵灵的欢语声都变嘎了。那一片疯掉
的油菜花海，像透明的水果糖，雪藏在心里，越中
年越清凉。

汪豆腐
! 谢文龙

汪豆腐，自然是用汤制作
而成的，而且又以荤汤为佳。待
锅中的汤水煮沸后，倒入已经
劈好的豆腐和猪血（约占总量
的三分之一左右），加上虾米、
榨菜末、生姜末、盐等主副材料
大火烧煮。煮熟后，立即用淀粉勾芡，边倒
淀粉水边搅拌，待浓稠后倒入几滴麻油起
锅，洒上葱花，放上熬好的猪油，就可以端
上桌了。

做好汪豆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起
码有两个方面是必须要下功夫的。一是豆腐
的选择。一定要选盐水点卤的，石膏点卤出来
的味道要差很多。另外，豆腐不能太老，也不
能太嫩，要硬度适中。太老了吃起来口感很
硬，太嫩的一煮就化了，过与不及皆不可取。
二是劈豆腐的技术。劈出来的豆腐粒不能太
大，也不能太小，一定要均匀，否则卖相不好。
劈好以后还要放在热水里“养”一会儿，去去
豆腥味。劈猪血的方法也跟劈豆腐一样。

汪豆腐刚端上桌的时候是不冒热气
的，很多外地人第一次吃这道菜的时候就
被这个假象迷惑了。当他们舀上一勺送到
嘴中时，立刻就会被烫得哇哇直叫，终于体
会到了什么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家乡
作家汪曾祺在《豆腐》这篇文章里也写到了
汪豆腐很烫，吃急了会烫坏舌头。汪好的豆

腐居然是滚烫的，可是为什么
看上去一点热气也没有呢？奥
秘就在豆腐中间的熟猪油上！
熟猪油在化成液体的过程中是
要吸收热量的，刚出锅的汪豆
腐热气就是被它给吸收了，所

以看上去一点也不烫。本地人在吃汪豆腐
时，通常是先用调羹底将猪油均匀地摊在
面上，这样就会融化得快一些，热量也会被
吸收得快一些，过一会儿舀上一勺送到嘴
边，先用嘴唇试探一下温度，然后再慢慢地
吃起来。本地人之所以能够从容不迫地去
吃汪豆腐，那也是因为曾经被烫过而积累
的经验吧。

我很小的时候，只能在酒席上才能吃
到汪豆腐。虽然汪豆腐的食材简单，但是真
正要把材料备齐，再用荤汤汪起来，还是要
一定投入的。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在家
做汪豆腐是十分奢侈的。

尽管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但是妈妈做
出来的汪豆腐是我最爱吃的。现在每次回
老家，这道菜成了保留项目。当我们落座
后，妈妈就会端上一大碗刚做好的汪豆腐，
香气扑鼻，不一会儿我们就吃个精光。

我在自己的家里也做过汪豆腐，可是
怎么也做不出妈妈的味道来。家乡对于我
来说，已经渐行渐远了！

读书日谈读书
! 陈顺芳

其实我过得挺懵懂的。知道有
个世界读书日，却不确切是哪一
天。

我的懵懂还体现在读书上。我
读过很多书，书橱里陈列着一本又
一本。但总体来说，皆是走马观花粗略而过。我的
记忆力也很差，若要我为书中的某个经典作较为
完整的复述或者背诵，那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天
知道，我是有多羡慕那些出口成章甚至倒背如流
的人。

我小时候读书，大多是冲着情节去的。情节打
动人，再加之文字的力量，所以爱读书。后来，渐渐
知道，读书不仅是领略故事的跌宕起伏，还在于涤
荡心灵、平和心态。因为，当你沉浸到一本书中时，
你就会代入故事，就会安静下来，就会忘了周遭所
在。情绪，大多安放在书里了，待回头转身，看看自
己身上的这点喜怒哀乐，就不足为道了，于是，拍
拍身上的灰尘，重新整装出发。

今日读书日，看到群里有人发
了一幅图片。最惹眼的，却是图中
的那段文字：不要把你们获得的得
天独厚的环境与能力，用于贬低那
些没有你们那么幸运的人，而是要

用来帮助他们；请不要做精致利己者，请不要把你
们的努力，只用于自己的输赢。

我突然间就思考起这样一个问题———读书的
意义。我们读书，虽一定程度地增长了见识丰富了
内心，不仅修身且能够养性，但却从未意识到，该
把我们从书中所看到的、学到的、领悟到的东西，
尽可能地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从书中汲取了智
慧、思想、精神，乃至力量，却从不懂得，要努力传
播给更多的人，而给他们以帮助！

这个问题，有点高深。我还是停留在享受一杯
茶、一本书的惬意里———这种隶属于我们小人物
的小情趣，与己有关，与他人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