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早见到老岳母是1968年。那
时，我们刚结婚。他们家住在台西一
个大杂院里。房子排成一排排的，排
距约3米，家家一门一窗，两排之间门
窗相对，家中人员活动一目了然。于
是门帘和窗帘应运而生，当然，稍富
人家是珠帘子，其次是竹帘子，最不
济也是扯一块白布一横，遮人耳目；
房子是平房，坐东朝西，没有后窗，到
了夏天特别炎热。多数人家门前搭建
一个小厨房，更加拥挤。老岳母的房
子在南头，屋山对着大门，门前难得
一块空地，显得开阔一些。
那些年，老岳母像诸葛亮一样整

天摇着一把芭蕉大扇，可以说，话不
离口，扇不离手。诸葛亮的羽毛扇是智
慧的化身，而老岳母的芭蕉扇似乎是一
个工具兼道具。说工具，是有扇风之功
能；说道具，就是一个摆设。曾有人打油
曰：“小扇有风，在我手中，有人来借，不
中不中，势必要借，等到秋冬。”此话似
有自私的心理，也说明盛夏炙热。老岳
母似乎没有那种自私的心态，礼让扇子
还是不吝啬的。不过，她白天除了干家
务活，坐下来就是摇芭蕉扇。到了夜晚，
从家里拿出两条长条凳放在门前，再搬
出几页床板担上，铺上褥子、床单，就
是临时床铺，岳母盘腿一坐，一把芭
蕉扇不停地扇动、扇动，偶尔蒲扇一
举，迅速落在腿上，只听“啪”的一声，
那是驱赶蚊子的声音。
“树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老
岳母这么安营扎寨，邻居的小姑娘、
大娘、婶子们纷纷走出低矮的家门，
有的拖张草席子，有的拿着马扎子、
板凳之类坐具，凑过来在岳母门前乘
凉。岳母趁机进屋拿出茶壶、茶碗，放
地上一张地桌，泡上一壶茉莉花茶，
让大家边喝茶边聊天。她们东家长西
家短，山南海北，海侃神聊，既无目
的，也没有针对性。偶尔，墙头传来阵
阵吆喝声，那是年轻人在路灯底下打
够级呢！也有老头儿坐在自己门前，
一张方凳，凳上坐落一个搪瓷茶缸，
老茶泡得没有颜色，还在自斟自饮。
不经意间，从耳朵上取下半截香烟，
用火柴点燃，吸一口喷出白烟，火苗
闪动像萤火虫，点缀黑暗中的夏夜。
也有不愿意出门的，在水缸里泡个西
瓜，拿出来放菜板上，一刀劈下血红
的西瓜瓤，鲜红欲滴，一片片西瓜像
月牙，咬一口甜倒牙。
屋内晃动的人影，透过珠帘、窗

帘投出去，在院子里看朦朦胧胧的，
有一种画面感和神秘感。月亮偏西
了，几个胆大的女孩子，陪岳母在院
子里睡觉。夏夜的大杂院就是一幅民
俗风景画。偶或，几块乌云遮住月亮，
一阵凉风吹过，门前唯一的无花果树
摇曳，发出“唰唰”的声音，天上洒下
雨点。岳母敏感地喊：“起来，起来，下
雨了！”大家七手八脚拆掉临时床铺，
慌乱中跑回家，淋一身细雨，但感到
特别凉快。天降凉爽，天降甘霖，吸一
口，就吸进诗意的夏夜。
上个世纪70年代，岳母弄了一个船

上退役的小电扇，像个黑匣子，轮子转
速很快，岳母如获至宝，来人马上按下
电键，风呼呼吹，可惜只吹一面，不能照
顾周边客人，老岳母歉意地笑笑，企求
客人的谅解。到了夜晚，电扇不能搬到
门外，门前乘凉仍然离不开她那把芭蕉
扇。黑匣子电扇成了“鸡肋”。
后来，有了立式电扇、摇头电扇，

乃至空调，老岳母不知为了省电，还是
别的原因，不常开这些电玩意，仍然摇
动她那把芭蕉扇。是把玩，不像；是道
具，也不完全像。有时扇起芭蕉扇来有
意无意的，让人琢磨不透。毕竟芭蕉扇
扇走了炎热，扇走了烦燥，扇走了一个
个炎热的夏天，迎来凉爽的秋风。老岳
母活了一百多岁，芭蕉扇换了无数把，
像接力棒一样陪伴她度过坎坷的一生。

老岳母的芭蕉扇
□侯修圃

在人生的旅途上，时常存在意想不
到的变量和因素，有的来自主观，有的
来自客观，这些变量和因素相互交织，
使许多不可能变为可能。
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囚犯被判了死

罪，在临刑前，他要求面见国王，并许诺
一年内把国王失明的眼睛看好，如果看
不好自愿凌迟而死。国王看他决心很
大，就信了他，给了他自由。他的一个朋
友私下里问他：“国王的眼睛请了全国
的名医都没有看好，你为什么要去承诺
不可能的事呢？”这个人悄悄地说：“越
是不可能的事越有可能，你想想这一年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也许一年以后，国
王的眼睛真的好了呢？也许国王突然死
了呢？与其失去一切，不如相信奇迹。”
也许是巧合，半年后，这个国家发生了
政变，国王被推翻了，他的罪也就不了
了之了。他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世间的每一个角落，每时每刻，都
在演绎着故事，大至茫茫宇宙，小至生
活琐事，许许多多的不可能变成了可
能。在非洲中部干旱的大草原上，有一
种体型肥胖臃肿并且翅膀非常短小的
“非洲蜂”。这种蜂就其飞行条件来说甚
至连鸡鸭都不如。从流体力学上来分

析，它们的身体和翅膀的比例是严重失
调的，翅膀几乎不可能产生承载身体的
浮力，起飞是相当困难的。但事实却是，
非洲蜂不仅能飞，而且是飞得最远的物
种之一，能够连续飞行250公里，飞行高
度也是一般蜂类所不能比的。为什么
“非洲蜂”天资低劣，却能够飞行呢？那
是环境所逼，如果它们不能飞，就不能
生存，可见，在执着顽强的生命面前，没
有什么不可能。
人是习惯性动物，我们的很多行为

往往是先入为主，脑海里保存了无数的
规则，许多约定俗成的观念、偏见、惯
例、传统桎梏着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
行，这个也不敢想，那个也不敢做，唯恐
实现不了。林语堂先生说过：为什么世
界上95%的人不成功，只有5%的人会成
功，因为95%的人脑海里一直被三个字
“不可能”所困忧。心有多大，舞台就有
多大。凡事敢想就成功了一半。当有人
告诉你“不行”的时候，一定要反问一句
“为什么不行呢？”
不可能变成可能，办法只有一种，

那就是尝试。这世上有许多事值得去尝
试，要敢于尝试人生的许多可能。也许
尝试会犯错误、会栽跟头，但没有尝试，

就什么也干不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不能因为会犯错误或失败，就患得患失
而束缚了手脚。意大利有条谚语说：“别告
诉我什么人生经验，让我自己去犯错误。”
害怕犯错误恰恰是一个人最大的错误，关
键是要汲取教训。我们不可能一辈子永远
在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要勇敢地在犯错误
中去尝试那些你不擅长的。只要你敢于付
出超出常人的决心和汗水，尝试，尝试，再
尝试，最终你会发现有许多事情可能都超
出我们的想象。

应当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天赋并
不出众，生活中的很多时候，我们别无
选择，我们无法控制生命中太多的“事
与愿违”，甚至连抗争都显得那样的无
力。但是只要我们渴望改变，善于发现
机会，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每一个普
通人都可以摆脱现在不满意的状态。当
我们从“无可选择”努力到“拼尽所能”
的时候，也许生活的魔方会翻转到另一
面，谁敢说不会看到另外一种可能呢？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春。生命本身就是神奇的，每个人身上
都蕴藏着无数的奇迹。一切皆有变数，
时来运转土成金。只要你愿意开始，只
要你足够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王玉河

“池塘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叫
着夏天……”歌曲《童年》是电视剧《走
过夏季》的片尾曲，是罗大佑作词作曲，
张艾嘉演唱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流行佳
作。这首歌诞生于1982年，对80后一代
影响至深，众多乐评人将其定义为“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流行作品，足可见其影响
深远。那些称之为经典的作品，之所以能
够在我们的回忆中占据一席之地，不仅仅
在于其歌词意境丰厚、歌曲婉转动人，还
在于它准确地为我们所经历的生活做好
了注脚，让我们通过艺术的方式，记住了
彼此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
我们热爱音乐，就如同我们热爱生

活和生命。当生活本身的面貌逐渐在我
们的眼中变得清晰，我们也便已经渐渐
脱离了稚嫩，走向成熟，走向不可预知
的坎坷与磨难。生活所给予我们的成
长，亦如音乐所带给我们的感动。电影
《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是乔羽作
词、刘炽谱曲、郭兰英演唱，一经播出铸

就了一段经典的旋律。歌曲不仅将祖国
的大好风光进行了凝练展现，还将志愿
军将士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惦念之情
和英雄气概气势磅礴地迸发了出来，令
人难以忘怀。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
所，只要《我的祖国》歌声或旋律响起，
我们的眼前便能浮现出革命先辈们英
勇无畏的高大形象，也会从心底油然升
起对强大祖国的崇敬与感慨，这便是歌
曲带给我们的力量。
贝多芬曾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

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李斯特也说，音
乐是不假任何外力，直接沁人心脾的最
纯的感情的火焰；它是从口吸入的空
气，它是生命的血管中流通着的血液。
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形成了不同的语言
和文字，不同国家的人们需要通过第三方
媒介才能得以互相交流。但音乐无国界，
是世界通用语言，通过曲调和节奏的高低
起伏快慢的变化，人们可以轻易地从中感
受到喜悦和悲伤，高亢和低沉，肃穆与诙

谐……进而联结起相同的情绪与情感。
记得小时候放暑假回爷爷奶奶家，

爷爷是退休教师，耳朵背得厉害，说话
得靠趴在他耳朵边大声喊才行，也因此，
他跟别人说话的声音也挺大。爷爷爱好书
法和文学，喜欢给我讲刘禹锡的《陋室
铭》，给我展示他发表的书法作品。他在音
乐上没什么造诣，但却喜欢哼唱小曲。他
教我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次
唱到“他改善了人民生活”的时候，我发现
他的眼睛里都闪动着泪花。后来，我才知
道，爷爷一生坎坷。所以，他对好日子的感
喟，比同村的其他老人都要深。爷爷去世
多年，我对他的印象渐渐模糊，但只要想
起这首歌，我便情不自禁想起他。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单一方向的有限

奔赴，我们或许无法改变生命的长度，但却
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而在我们所能付出
的努力中，或许可以将一首首歌曲作为曾
经努力的见证，起码，当我们想起一首歌时，
或许会记得，我们曾经那样用力地活过。

当我们想起一首歌 □王国梁

炎热的伏季，暑热难耐，许多人整
天食欲不振，昏昏欲睡，俗话称之为“苦
夏”，一个夏季下来，瘦下了好几斤的，
不乏其人。尤其是沿海的渔民们，在炎
热的夏天，顶着烈日撒网捕鱼，体力水
分消耗厉害，疲倦口渴难耐。为了补充
体力，他们想方设法探索既能引起食
欲，还能补充体力，更要取材方便、做法
简单的饮食。经过世代的尝试实践总
结，探索出了不少消暑美食。经过长期
的筛选，海鲜粥，以其取料方便、做起来
简单、吃起来鲜爽、回味醇香而被保留
下来。由于海鲜粥具有充饥解渴、消暑
纳凉、补充营养的功效，慢慢地也由船
上传到了岸上，海边的居民到了夏天，
也用海鲜粥作为消暑饭食，并且传承了
下来。
海鲜粥的用料和做法大同小异，主

要用面粉、蔬菜和小海鲜。民间经常吃
的有海沙子南瓜粥、蛤蜊土豆疙瘩汤和
浆糊三种。海沙子南瓜粥做法如下：把
海沙子煮熟，用汤淘洗出肉，根据喝汤
的人数，留取适量沉淀清净的汤汁；把
南瓜用擦丝器擦成粗丝，加少许盐进行

揉搓，挤出南瓜自身的酱汁；取适量的
面粉，加水搅拌成疙瘩状；先在锅里加
少许食用油，有时用猪大油，加葱姜爆锅，
将南瓜丝放油锅里翻炒几遍，然后加水和
海沙子的肉，开锅后，将面疙瘩放入，沿顺
时针搅匀后，加锅盖煮熟即可。
蛤蜊土豆疙瘩汤，与做南瓜粥大同

小异，也是先将蛤蜊煮熟后取肉洗净，
土豆切成条用盐揉搓后放锅里炒一下，
加水和少许的盐，水开后加海鲜，然后
将花生米大小的面团，均匀地撒进锅
里，用筷子按顺时针搅拌，水沸三次就
可以出锅了。
浆糊。打浆糊用的海鲜和蔬菜是不

固定的，沿海居民有句俗语：浆糊海，置
半碗。其意思是说，下海只捉到了少量
的海货，不值得深加工或者出卖，就把
这些海货打成浆糊吃，多是蛤蜊、牡蛎、
八带、小鱼虾等小海货的大杂烩。蔬菜
也是取现成的，有什么用什么。面粉是
玉米面，做熟的浆糊呈金黄色，所以浆
糊又叫“黄金粥”。蔬菜，最好是青菜，切
细，疙瘩汤做熟后添加，主要是取其青
绿的染色，增加色香味的感觉。

海鲜粥主料必须是海鲜、蔬菜和面
粉，佐料是葱姜盐；做法也都是爆锅加
水煮熟，这样的混合粥，吃喝时口感好，
有海鲜，有菜色，有盐味，稀稠适宜，喝
上一口，如同梁实秋《雅舍谈吃》中喝西
施舌时“含在口中有滑嫩柔软的感觉，
尝试之下果然名不虚传”一样的感觉，
可以引起食欲，一喝难忘。另外，海鲜粥
的营养俱全，海鲜的蛋白质，蔬菜的维
生素，面粉的糖分都有，所以不仅美味
充饥，还有消暑的功用，夏天出汗，海鲜
粥里的蔬菜、盐分、面粉，满足了身体需
要补充的水分、盐分和糖分，很养生。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在衣食
无忧的时代，在举国上下重视文化的今
天，海鲜粥不再只是防暑食品，也不只
出现在三伏季，又被赋予了留住浓厚乡
愁和传承海洋饮食文化的新使命，一些
传承多代富有特色的海鲜粥经营者，开
始了给海鲜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工作。好多重视养生、追求美味的城
里人，更是不分季节，争相到沿海地区，
来饕餮一顿海鲜粥，满足味蕾和精神的
双重需求。

消暑美食海鲜粥 □胡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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