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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摘苍耳

大荒女人

去江南几座古镇，看到旧的商贾遗迹

还在，便感慨南人的精细，也想起当年在辽

南老城的生活片段，差异还是大的。辽南

与江浙的风俗不一，但古镇的模样有相似

的地方。布局规范、古朴，有点旧画里的样

子，只是留存的典故不多。南人常视北地

乃荒蛮之所，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城里的

风景也有值得一记的，那便是密布的小店

铺，每个店铺，都藏着不少的故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房子逐渐残破

了，已经与旧时的风气有别。辽南的店铺

都很小，即便像老城，一般的商店都沿袭了

旧风气。史书上说老城历史已经有千余

年，自然也保留了旧岁的某些风气。商业

区主要位于城的南街，豆腐坊、回民馆子、

水果店、理发馆、照相馆、印染店一字排

开。同学的外号，有许多与小铺子的历史

有关，因为他们的前辈多是其中的店员。

比如刘包子，是包子铺的后人；宋馒头，乃

馒头铺的儿孙等；赵两角，大约是鞋铺人的

另一种称呼。人名与店铺关系如此之深，

想起来都有趣得很。

因为商人在城里的比例高，大人孩子

都显得精明。曾富过的和未曾富过的人，

彼此都客气。革命胜利后，居民们没有多

少差异，日子过得都差不多。偶有人重温

着旧梦，也是在私下的交谈中的感叹，往者

难追，时代毕竟不同了。

虽然经历了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而

店铺的格局基本未变，只是多了一些新的

单位，比如新华书店、百货商店就是。老城

离海近，海产品种类繁多。卖鲅鱼、海带与

虾皮子的，多为海边来的人，所以许多铺子

都带一丝海带的味道。这些鳞次栉比的小

铺子，是孩子们愿意去的地方，许多空地聚

集着玩耍的学龄前儿童。奇怪的是，镇子

里好像没有幼儿园，只有几个托儿所，大多

数的孩子是散落在街面上，跑来跑去的。

稍大一点的孩子们有了压岁钱，便到

小铺子去买糖果。一个叫“小板房”的地

方，糖果品种多。铺子是木板做的，只有一

个窗口，隔着玻璃看见各种糖块，我们兴冲

冲地跑到那里，站在一块石头上踮着脚，把

钱送进窗口，再从中接过几块带花纸的糖

块，真是开心极了。有时候也跑到水果店

去买一点苹果或者枣之类，感到很大的满

足。辽南的枣不好吃，甜味少，可能与水土

有关，那时有了许多伊拉克枣，黑色的，小

而甜，孩子们是喜欢的。

还有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在印染店旁，

常摆着一个小人书摊，每看一本三分钱。

我是那里的常客，最入迷的当然是《三国演

义》与《西游记》，还有现代故事《铁道游击

队》《林海雪原》等等。我对于古人的认识，

就是从这些连环画中开始的。书摊上还有

幻灯片，在一个类似望远镜的装置里，转动

几下可以看到一些风景图，比如西湖和颐

和园之类的风光。看一次要五分钱，算是

贵的。记得摆摊的是同学的母亲，他们家

境不好，父亲常年卧床，仅仅靠母亲在摊位

上挣点生活费用。摊主对我不错，有时候

并不收钱，说道：看吧，长大了再还我。

老城人大多不喝茶，所以没有茶馆。

行人渴了，就到小铺子旁的百姓家寻点水

喝。住户对于来寻水的人都能理解，这大

概是一种风气。记得艾氏父子家门口就有

一口缸，旁边挂着水瓢，也是为路人准备

的，这也吸引了许多人。艾家窗户上总贴

着小艾新完成的素描作品，灵动而可爱。

小艾是我的同学，父亲是修理手表的，手巧

得很。这也传染给了小艾。小艾的绘画水

平很高，可谓无师自通。画马克思、高尔

基、鲁迅，无一不像。所以，他们家的门前，

便成了逛街的人要驻足的地方。

街市流水般的人影，有的一晃消失了，

有的影影绰绰地晃在记忆里。来的人与去

的人，有的有缘，有的虽陌生，但彼此都知

道逛街的相似的惬意。外来的人与本地人

有点差异，铺子里的人对此分辨很清，一听

人的口音，便知道来自哪里。而在一些人

的穿着打扮里，也能够辨出社会的身份。

有一家铺子叫“老头店”，因为工作人

员年龄大，故得此名。这“老头店”卖的东

西很杂，日常用品，各种各样。“老头店”的

书记是个退伍老军人，眼睛与手有伤，乃

塔山阻击战留下的，是战斗英雄。我的同

学的爷爷也在店里，大家叫他“老会计”，

珠算水平是一流的。还有一个老人，人称

“老字典”，对于各家门牌号记得清清楚

楚，一些人家的前世今生，颇能道出一

二。店里的老人，商业脑子也好，进货呢，

都是民众急需的，所以，每天都有不少客

人光顾。

记得有一年镇子里出现了件盗窃案，

久而不能侦破。派出所的所长一脑子雾

水，他后来找到“老头店”的书记，看看能否

帮上忙。支书与“老字典”讲了此事，两人

现场走了一圈，又去几个家庭作了调查，回

来后让“老算盘”打了几下算盘，便和所长

嘀咕了一会儿。第二天，案子就破了。“老

头店”的人，阅人无数，但却极为和气，一般

骗吃骗喝的人，深知他们的厉害，是不太敢

在门前耍横的。

“老头店”旁有几家饭店生意一直很

好。城里的菜最有名的是过油肉、水滑肉、

酥白肉、应季小海鲜、海肠炖长豆、羊肉

汤。其中千层饼的味道是一绝，那饼的做

法有点复杂，以至许多外地的馆子都做不

出那种味道。母亲的同事闻老师刚大学毕

业，独居在学校的宿舍，多次领我去各种小

铺子。闻老师学的是中文，诗文的修养好，

只是不太爱说话。跟着他，我品尝了不少

有特色的辽南风味儿。那时候细粮少，吃

的是二米饭，这是大米与高粱米混做的一

种粮食，这已经很奢侈了。印象深的是一

家回民馆子，菜做得尤其好。但有时候缺

货，能否遇到上等的牛羊肉，要碰碰运气。

赶上城里大集的日子，小铺子前要排长长

的队。别的馆子都有些凌乱，这家馆子却

干干净净，坐在里面很是舒服。

老城的夜晚很美，半明半暗中，向西看

到骆驼山，南面是永丰塔，破损的庙宇半隐

在老树间，像一幅水墨画。太阳落下了，街

市仿佛变成另一个世界。孩子们吵吵闹闹

地跑到大街小巷玩起来，声音传得很远。

但有几个地方却安静得很，一是横山书院

一带，晚上没有什么人，但院子里有时会传

来笛声，由低而高，好像一支神曲，听着有

点感伤。这吹笛的是一位老人，叫什么名

字，已经忘记了。他夏天常常坐在树底下

自我陶醉，以至成为一道风景。还有一个

地方，是清真寺一带，人少而清寂。清真寺

位于城西的城墙边，建筑风格特殊，不同于

街市的老屋。我有时走到旁边，好奇地要

往里望一望，对于其中的回廊与庭院，有种

神秘的感觉。

多年后我到土耳其的布尔萨古城，也

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小店铺，感到格外亲

切。但离街铺不远的地方，却静得出奇。

有一次走在布尔萨的街角，忽听到清真寺

传来的晚祷声，还有街头虔诚的人们的表

情，一时被震撼了。中外的古建筑虽然形

态存在差异，却在什么地方还能嗅出相近

的气味。才知道天底下的古城，有同有异，

实里含虚，热闹的后面，仿佛都有另一种东

西。那是什么呢？好像说不清楚。但这些

说不清的存在，现在想来，才更有意思。

黄昏时分，我骑行回家。车子在

街市的海洋里穿梭鱼游，不期然，闻到

一缕特别的味道。好熟悉啊，似香非

香，带着浓稠馥郁的山野清气，好似一

个外来者闯入，是那样的突兀。

循着味道找去，只见一个骑摩托

车的背影，驮一大捆青草，匆匆驶过。

那草足有一米多高，叶子苍绿，草尖微

黄。车子转弯时，那背影回头，露出一

张女人的脸。我不由恍惚，这脸，太像

一个人了。然而我知道，一定不是

她。愣怔片刻，那女人驶得远了，只

留下丝丝缕缕的青草味，在空气中飘

散着。

那张脸太像大姑姑了。一样的苍

老，一样的古铜色，腮上有被太阳晒

出的斑，不同的是这张脸微圆，看上

去很健壮。我那苦命的大姑姑年轻

时也曾这般健壮，只是我这辈子再也

没有机会看到她了，她已与大荒的故

土融为一体。

大姑姑是个受苦人。每次我走过

村东那道壕，总会望一眼壕坡下的白

杨林。大姑姑就埋在那里。壕这边，

是她生前的房屋。她临走前留下话，

埋得近些，不要离家太远。大姑姑53

岁时，因喉癌去世。走之前她受了一

年多的病痛折磨，嗓子哑得发不出声，

人瘦得好似皮包骨。

大荒的女人就是这样，一辈子也

离不开土地。她们就像脚下这片大地

里生长出来的一株植物，在泥土里扎

下根，终其一生都在土里刨食，从土地

里寻取一生所需。直到有一天离开这

个世界，把骨头肉又都还给这片土。

1998年冬天，我中专毕业回乡，在

等待工作的空档，时常牵着奶奶的手

散步，去大姑姑家串门。奶奶晚年特

别慈祥，满头银发，用几根发卡别在

脑后，拄着拐棍站在阳光下，笑眯眯

的，宛如油画。据说奶奶当年美貌能

干，被爷爷看中，单枪匹马上门提亲，

很霸气地娶了回来。但爷爷后来当

了干部，干工作顾不上家，奶奶带着

孩子们吃了很多苦。家里没吃的，揭

不开锅，奶奶生下小姑姑第三天，不

得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去田里挖

苣荬菜，落下一身病。小姑姑长到几

十岁了，还一脸菜色。

奶奶家院子里有一棵多年的老杏

树，每年结很多黄杏，星星似的挂在繁

密的枝丫间。杏子修长，像眼睛一样

好看，味道清甜可口。我上小学时，一

到秋天，奶奶就挎着小柳筐到学校门

口卖杏子，一分钱两颗杏，赚几盒洋火

钱。我放学时总是绕行，唯恐见到奶

奶，她给我杏子，而少卖了钱。

在爷爷去世三年后，奶奶也病

了。她的眼睛像是起了雾，渐渐看不

清了。寻医问药不见起色，奶奶便坦

然接受了现实。但她卖不了东西了。

奶奶像有预见性一样，挨个上门探望

几个子女，甚至在城里三姑姑和小姑

姑家分别住了几天，才坐火车回来。

我去领着奶奶出来，她要到村里转转，

尽管她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就那么笑

眯眯地慢慢走。

她来到大姑姑家，大姑姑挽留她

吃饭，问想吃什么？奶奶说，吃豆包

吧。时值严冬，家家户户都蒸几大锅

粘豆包，冻到缸里放进仓房，这是东大

荒乡间多年来的习俗，小孩子拿着冻

得像石头一样硬的豆包当零食，啃掉

外皮，吃里面的红豆馅。再穷苦的人

家也不差这点黄米和红小豆。奶奶

的意思我懂，她不是多么想吃豆包，

而是认为这东西家家都有，大姑姑不

必为她做饭劳神破费。然而，偏偏大

姑姑家真的没有豆包。她空荡荡的

家里，只有几扇漏风的窗户，在北风

里呼呼作响。

大姑姑非常窘迫。年迈的瞎眼老

母亲来家里，说要吃豆包，她却没有，

这怎么行？她红了眼圈，站在屋里愣

了片刻，转身走出去，红着脸来到邻居

家。她拿出家里仅有的两颗鸡蛋，打

算换几个豆包。邻居佯作不知她的窘

态，连声说，今年的豆包蒸得不太好，

若不嫌弃，就帮忙吃些。言罢，不由分

说地装了满满一盆豆包，给大姑姑端

了过去。这个乡下女人用她的善良，

维护了另一个贫苦女人的自尊。

后来，在大姑姑家吃完豆包，我领

着奶奶回到我家，给奶奶打热水洗脚，

修剪趾甲。奶奶笑眯眯地用她看不见

的眼睛望着我，说，没想到得我小孙女

的济了。

不久后，奶奶去世。走之前两三

天便不肯进食，我去看她时，她已进

入弥留之际。我呼唤她，她在昏迷中

竟还回应，是小娜娜吗？随后没多久

便走了，特别安详。大姑姑悲痛欲

绝，哭得声嘶力竭，嗓子就此哑了。

她一直不肯抓药，结果不知怎地竟转

成了喉癌。

都说女人柔韧，大荒的女人犹是

如此。身体的疼痛一概不说，唯有一

个忍字。那一副副不言不语的皮囊

底下，包裹起了多少痛楚和风雨，谁

又在意呢？

大姑姑勤劳了一辈子，却也穷苦

了一辈子。直接的根源是她嫁了一个

不成器的丈夫。那男人嗜酒如命，动

辄烂醉如泥。唯一的好处是脾气好，

这对于赚钱养家并无用处，反倒因此

羁绊了大姑姑一生无法离开。在农

村，活计重，顶门立户过日子多半靠男

人，男人不行，日子先倒了一半。

那年家里盖新房，大姑父也来帮

忙。晚上收工，他与一群泥瓦匠喝得

酒酣耳热，大谈中日美苏国际形势。

我往来端菜添汤之际，听他高谈阔论，

那张脸愈加酱红，牙黄森然，不由心生

恼怒与怜悯，替大姑姑不值。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寒

冷，滴水成冰。春节前三天，大姑姑去

世，还差两天她就过生日了。大姑姑

出生在腊月二十九，她吃素，每年她过

生日这天，按本乡习俗也是吃素人过

年的日子。她再也等不到生日的那碗

素饺子了，她终于没能跨过年关去。

多年后一个秋日的黄昏，我回大

荒老家，在那道壕上走过。村东头第

一家，曾是大姑姑的家。大姑姑去

后，大姑父也随着结婚的儿女远走他

乡，这间房屋后来被夷为平地，耕种

上了玉米。房子不见了，呼呼作响的

窗户和破洞的草编炕席，还有那常年

醉醺醺的人，都统统不见了，只剩下寂

静的秋风沙沙地吹过，白杨林的叶子

哗哗抖动。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

家。大姑姑若想家了，该看向哪里

呢？我抬头，西天的晚霞映照着长空，

烧出火一样橙红的光来，诗一样美丽。

那时我在田林读书。田林在上海

西南角。当这里被新辟为住宅区后，

原先农田的痕迹被速速抹去，但在一

个崭新的街角和一个街角的当中，总

还留着些石墙围起来的，尚未建设的

野地。春风秋雨一吹，只要一点点泥

土，里头立刻抖出过人高的杂树野花，

直直透到围墙外。就和田林新村里，

兵营般被规划整齐的绿化带里的植

物，形成鲜明对比。

城市有城市的生气，野草有野草

的蓬勃。那个时候，同学中开始流传，

说学校所在那条小路的尽头，在那片

野地里，有苍耳。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以物易物，然

后在交换的过程中逐渐分离出一套只

有自己人才认可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

东西。这些东西在别人的眼里或许一

文不值，比如一块香味橡皮、几根铅

芯，或一副军棋。有一次我在小区的

长椅上，看到一群男孩在互换奥特曼

的彩色卡片，那专注的神情，让我顿时

回忆起学生时代，有一阵，我们之间通

用的货币，就是苍耳。

你不能在校园和小区花园里摘到

它，也不能在商店街上买到它。它只

在野地里才有。而野地是大人禁止我

们去的。所以只有那些敢于去野地的

孩子，才有机会摘到。某种程度上，这

些人是我们中间的荒野大镖客，他们

去西部世界淘金而返，那带着尖锐小

钩的橄榄状果实，是我们的金。

野地里有什么呀？你问。

危机四伏。去过的人拍着胸脯夸

张地说。

野地好玩吗？你问。

你不进去，说给你听也没用。

那你怎么进去的呀？

秘密。

田林十三村靠近田林东路门口，

那一片野地，在我们中间拥有了无上

吸引力。每天我们上学放学时经过，

很难不去留意它。蓝色石棉瓦板，密

密围了一圈。有时一只野猫在板前面

蹲伏，回头看到动静，就忽然一跃，消

失在野地。人跟着跑上去，却怎么也

没找到入口。

但对正在接受规训的孩子来说，

这不被允许去的地方是已知生活里的

一块法外之地，暗和着魔兽蛰伏的平

原，是亚马逊森林般的未知，里头有西

游有三国有大观园有封神演义，总之

能调动孩子所有的想象力，只要被禁

止进入。

同样不被家长允许靠近的，还有

学校对面在建工地门口空隙两边的一

些摊位集市。

在我们入校前，这工地就在建，几

乎永远也造不完的样子。大家都熟悉

了这里的工人，也有了这些供工人吃

宵夜的档口出现，一个卖炒饭的，一个

做油墩子的，一个卖羊肉串的，一个卖

白馒头的。我去买了油墩子吃，回家

立刻腹泻，但还是挡不住第二天再

去。它是刻板生活里的一点变数，一

些与父母老师无关的外人，更别说那

里还有一个用蛇皮袋面密密遮起来的

棚，不知道卖什么，终日发出吱吱呀呀

的声音。

有一次我们看到有个阿姨撩起棚

帘钻进去，便仗着人多，也呼啦啦跟着

尾随钻入。一股干燥的热浪扑面而

来，吱呀的声音顿时停下。弥漫整个

帐篷里的飞絮，雪一样纷纷扬扬落在

我们肩头。

小帐篷里，高处如攀藤一样挂满

各种大红湖绿、碎花、格纹的被面子。

满地横陈雪白、灰白、黄白的棉花。大

家明白过来，这是一家弹棉花的铺

子。周边的居民拿了陈旧打结发硬的

棉花被进来，让摊主拆开弹松。半裸

着上身的男人，浑身是汗，正骑在一根

竹竿上，用自身的力气以脚蹬地，不断

弹压着堆成小山一样的棉花。他看到

我们一群穿着校服的小孩钻进来，立

刻呵斥“出去出去”。他乡音浓重，我

们没怎么听清，彼此哄笑着散开，但不

肯离去，一定要看他弹棉花。他叹了

一口气，坐在那根竹竿上不动。

进来的阿姨催促着要他快点弹。

他看看我们，犹豫着，终又重新开始工

作。吱吱呀呀的声音响彻整个帐篷，

盖住了我们喧闹的话语。他的女人

坐在地上，不停抽着棉絮上的线，转

过身来打量我们，她面无表情，衣襟

敞开，怀里还有个在吃奶的小孩，那

婴孩的头发和眉毛上也蒙着一层白，

昏黄的光线里，像一个被怀抱着的袖

珍的老人。

摊主再次停下来，用他可能用的

最接近普通话的语音对我们说“去好

好读书呀”。但我们还是站了一会

儿，直到我们觉得那重复单调的工作

的确无趣，直到我们明白老师说我们

“弹琴像弹棉花一样”究竟是什么声

音，直到有新的客人钻进帐篷站不下

了，我们才离开。

一个秋天的下午，学校开运动

会。有比赛的人在场上忙，没比赛的

人聚在一起，还没到放学时间，也不需

要回课堂。当发现门卫也在观赛时，

同学扯我袖子说，去野地，就现在。

忘了我们是怀着怎样激动的心集

中到野地门口。一个进去过的同学熟

门熟路将一块石棉瓦板移开。原来它

早就被卸了下来，形同虚设地虚掩

着。我跟着同学走进去，心跳如鼓

擂。知道万一被发现，老师和家长一

定会骂。但越是怕，越是恨不得立刻

进去。

秋天的野地，野草都比人高。我

们走进去就看不见彼此了。只听见草

丛里有虫鸣的声音，风吹过，野花金灿

灿，似麦浪起伏。同学们打打闹闹的

声音传过来。忽然谁“哎呦”了一声，

高声说手被扎了，是苍耳。大家在呼

唤声中环顾四周，这漫天漫地的苍耳

啊。几乎一刹那，也没有谁宣战，大家

都就地摘下苍耳，拨开野草找到同学，

互相扔向对方。

城市里的孩子，被约束习惯了，哪

里见过这种阵仗，我们是在学校的操

场上，都要按照地上一个个彩点隔着

固定距离排队站好的人，我们是按照

学号或者按照成绩永远在固定序列

里的人。而现在我们满脚是泥，衣服

上都是草子，苍耳的小钩子，钩在我

们的头发上、衣服上。大家疯玩着，

直到有大人的声音出现，直到我们蓬

头垢面地被老师提溜出野地的围

栏。直到我们发现老师背后，站着神

情严肃的门卫，门卫的后面，跟着那

个衣衫不整的，满头白絮的弹棉花的

男人。

后来才知道，是这个弹棉花的人

发现我们朝这里走了，是他去叫来了

学校的门卫。在野地的当中有一个深

水洼，平素工地里的人会溜进去洗漱

和钓龙虾。他怕我们学生娃不知道草

的深浅。

野地的吸引力，很快在老师和家

长的轮番呵斥后降温。或许也不是因

为被禁止，而是因为我们去过了。解

密本身让野地祛魅。这里面并没有海

市蜃楼，也没猛兽妖怪，就是一片简单

的无聊的荒地。我们进去过，触摸过，

也就走出来了。当我们重新换了干净

校服，隔天端端正正坐在课堂里的时

候，彼此之间流行的新货币，转瞬已换

成新出的干脆面里的小浣熊卡片。

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全班去

佘山的青少年野营基地。那是大家第

一次离开父母外出住宿。人生中的第

一次，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差不多一

周后回来时，大家都觉得自己与离去

时的自己有些不一样了。校车驶入田

林东路，转弯，快要到学校了。忽然车

上，有同学叫起来，“看那里”。

是野地的位置。

我们从车窗一侧望出去，石棉瓦

板被拆掉了，过人高的荒草也被铲平

了，卡车开进开出，我们停车，为一辆

水泥搅拌车让路。这里要开始施工

了。一种自己私藏的秘密基地被人发

现的感觉，让车厢里的孩子沉默了。

车到校门口，又见学校对面，那个几乎

永远一直在造的工地竟已竣工。围墙

和工人都消失了，连带工地门口的那

些摊位和市集，那个蛇皮袋面搭建的

帐篷，一切仿佛从未出现。

坐在车辆前排的老师说了一句

话，是那几天新闻里天天听到的话，上

海现在要“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

样”。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就此撞进了我们曾熟悉的

慢速的生活。

大概十来年后，有一次我随父母

做客。拜访的人家，紧贴着我昔日的

母校。从这户人家的阳台望下去，正

好能俯瞰过去野地所在的位置。从这

一览无余的角度看下去，下面已经是

一片规则的住宅区，西侧是徐汇影剧

院。田林现在是上海相当成熟的社

区，不再有任何未开垦的野地，一切都

是明明白白的。

而我站在阳台上。站在两种存在

的当中。阳台背后的窗内，长辈收拾

碗筷，杯盘交错，是一种现在进行时；

阳台下，是过去时，是只存在记忆中的

野地。

野地里，有过我们的幻想。有过

野草。有过野草当中，一个我并未亲

眼见过的水洼，还有那个弹棉花的男

人，我已记不清他的面孔和声音，我在

脑海中看见他为了我们奔向学校的门

卫。纷纷扬扬的时光，纷纷扬扬的白

棉絮，落在他的身后。

我还记得从野地回来大概一年

后，有一天在掏卷子时，从书包底掏

出一个被遗忘的苍耳。那时我们已

经开始用电脑学着上网了。放学后

即便最皮的男孩子也是聚在屏幕前，

而不是去找野地玩。唯有那小小的

钩子，提醒着我们在野地度过的短短

的几分钟——全然忘我的、真切的、

漫长的几分钟。

那硬刺戳痛手指的感觉还那么

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