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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茂生

■苏忠能



■钟 穗

那些挂蚊帐的日子，掠过我的脑海，是因为
季节来到了炎热的夏天。昨日，有只蚊子在我
面前“嗡嗡”地叫，待我伸手去拍它时，它却一溜
烟逃之夭夭。好不容易在墙角处发现了
它，我一边准备用电蚊拍，拍它，一边自
言自语，让你跑叫你躲。谁知那蚊子好
像长了耳朵似的，只见它翅膀扇了扇
——又要跑。说时迟，那时快，我举起电
蚊拍，就听“啪、啪”两声响，一股焦味飘
来……那一刻，记忆突然鲜活起来，我想
到了自己年幼的时光，哪怕它已过去了
五十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正是“文革”
开始的年月，当时的我已有十来岁，每到
夏天，我就会看到父亲找来几根细细的
竹竿，他先是将节头上的刺一一削去，然
后竖起四根竹竿，并用绳子把竹竿捆扎
在床的四个脚上，再把剩下的竹竿横过
来绑在竖起的竹竿顶端。我看见竹竿被
父亲捆绑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形状。接
着，父亲拿来事先准备好的蚊帐，上下，
前后，左右，依次把蚊帐的几个角几条边
分别用绳子扎在竹竿上，很快一个形如
四方体的“小房子”蚊帐就撑了起来，朝
前的一面还有个可以向两边撩开的门，
用以方便进出。

那个年代我们住的是父亲单位统一
建造的公房，大多数房子的房前屋后杂
草丛生，再加上人们对环境卫生不是特
别在意，东西乱丢乱扔时有发生，一到夏
天蚊子特别多。这时候人们就会用挂蚊
帐来抵挡蚊子的袭扰。看着有一个个小
洞洞的雪白的蚊帐（后来知道它是用纱
布做成的），我想着晚上睡在里面的安
稳，又可以躲在里面看自己喜欢的课本，
可以看父母买给自己的小人书了。

记得那是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所有
的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就连精神生活也
要自找乐趣，人们虽然没有办法让自己
的生活丰满起来，但是到了晚上，吃完了
饭，大家放下手上的家务，喜滋滋地，仿
佛约好了似的，纷纷来到房子的空地上
乘风凉，聊家常。那时的人们心绪简单，
夜晚，出去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也算是对生活
的一个交待。每到这个时间点上，我从自家楼
上看下去，总能看到三三两两，三五成群的男人

女人，围成一圈，他们人手一把蒲扇，有的坐小
板凳，有的坐竹椅子，还有人干脆把家里的草席
拿出来铺在烂泥地上，三四个人围坐在一起，谁

说话便听得一清二楚。
当年大人们谈论最多的都是一些生

活琐事，像东家米缸里的米只够吃两三
天了、西家今天生炉子的时候柴火不够
问邻居借了几根，等等。那个年代的人
们很直爽，少有勾心斗角。听父母说，我
打小就对天热不怎么敏感，不生痱子，不
生疖子，对去楼下乘凉也不是很起劲，大
多数时间是拿上几本小人书一个人钻进
蚊帐里。母亲说家中的灯光本来就微
弱，蚊帐里更是昏暗，不知道你是怎么看
书的。我说我是趴着，用手点着字一个
一个看的。有一次母亲从楼下回来取扇
子，发现我已在蚊帐里“呼呼”大睡起
来。母亲说，她见我浑身是汗，赶紧拿来
扇子对着我一阵猛扇。长大后，我才知
道我是个怕冷不怕热的人，以至于读书
毕业后进了钢铁厂工作，并没有给自己
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冲击。

我家的蚊帐挂了多少年已记不清
了，只记得那些挂蚊帐的日子，是我童年
最开心的日子。放暑假了，约上几个同
伴去乡野捉知了，去小河边打水仗，冲凉
水澡，一个夏天下来皮肤晒得黑黝黝，但
整个人是无忧无虑的。到了晚上，早早
地钻进蚊帐里，一把蒲扇，扇着，扇着，便
扇去了白天的疲惫，令一颗心渐渐安静
下来，这时候的蚊帐不仅挡住了蚊子的
打扰，还让人期待生活会慢慢好起来，期
待夜晚能做个好梦……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改
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为了生存吃
糠，吃野菜，如今幸福的生活人人都是
受益者。我想今天挂蚊帐的家庭应该
不多了吧，即使还有，那一定是人们想
要用它来记忆那些挂蚊帐的日子，或
是为这烦闷的夏天营造一丝生活情趣
吧。要说防蚊，如今手法可以多种多
样，防蚊贴，防蚊液，贴一贴，喷一喷，

防蚊七八个小时已不在话下。再者，今天我
们正在实行垃圾分类投放，我们的家园将会
变得越来越整洁。

■
郑
立
华

它不是真正的隐士它不是真正的隐士。。

隐于楼群隐于楼群，，它用若干隐喻它用若干隐喻

在向门外的人招手在向门外的人招手：：

沙发沙发、、椅子椅子、、茶具……一束茶具……一束

干草散发的干草散发的，，想要采伐所有冥想要采伐所有冥

思的气流思的气流。。

我也在制造迎客幻象我也在制造迎客幻象：：

借它身体中央的吊灯借它身体中央的吊灯，，帮帮

它布置光线它布置光线———像无数将握的—像无数将握的

眼神眼神。。

一幅画使墙壁爱上了田园一幅画使墙壁爱上了田园

风情风情，，窗口的瓷器与太阳微倾窗口的瓷器与太阳微倾

的影子不时私语的影子不时私语，，它们对窗外它们对窗外

那棵树藏匿过何种情感那棵树藏匿过何种情感？？是不是不

是客人来了是客人来了，，一棵盛年的树一棵盛年的树，，就就

会从它们的嘴上暗淡下去会从它们的嘴上暗淡下去？？事事

实应是实应是，，客人来了客人来了，，它们才会明它们才会明

亮起来亮起来，，客厅才会明亮起来客厅才会明亮起来，，沉沉

寂已久的心才会明亮起来寂已久的心才会明亮起来。。接接

着是果实着是果实、、荒芜荒芜、、春天春天，，时间的时间的

数数重逢数数重逢。。

我常常在客厅的腹部走来我常常在客厅的腹部走来

走去走去。。

急促的脚步急促的脚步，，掩饰了日常掩饰了日常

的 平 庸的 平 庸 。。 缓 慢 的缓 慢 的 ，，有 时 是 智有 时 是 智

慧慧 ，，有 时 是 我 对 生 活 的 犹 豫有 时 是 我 对 生 活 的 犹 豫 。。

我对一些不可名状的脚步悬挂我对一些不可名状的脚步悬挂

警惕警惕。。

我想把脚步的速度分解我想把脚步的速度分解，，

与远道而来的客人谈论和享用与远道而来的客人谈论和享用

窗外的风声窗外的风声。。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作为一名退
休老同志回顾自己与新中国一起走来的经历，
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感谢党的正确领导，感
谢祖国对我教育培养，是新中国圆了我“工、
农、兵”梦。

我出生于 1952年，生长在上海郊区农村，
从小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从我懂事的那时
候起，想当位农民，当上工人，争取做一名解
放军，这是人生梦想。我经历了人民公社、大
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吃过野草，受过饥饿。
在农村摸爬滚打，艰苦朴素，热爱劳动。我学
习用功，小学六年，每年当少先队大队长。
1966年文革开始，初中上了一年多即停课，我
就当起了农民。春种秋收，夏种冬收，从翻地
到播种，从施肥到灭虫，从培耕到收割，农活
样样学，农事件件做。家乡围海造田，参加挑
泥筑岸，起早摸黑。畜牧场做过豆腐，养过
猪。当过业余邮递员。16 岁拿全劳力工分，
17 岁加入共青团，当了生产队政治队长。我
和生产队长一起领导大家抓革命促生产，做
事认认真真，工作踏踏实实，吃苦在前，享受
在后，受到社员们的一致好评。广阔的农村
生活，磨炼了意志，培育了艰苦奋斗精神。同
时感到农业重要，农村艰苦，农民不易。因我
祖辈都是农民，必须当一名合格农民，才能在
农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1970年，我响应祖国征兵号召，在海军东
海舰队当了一名无线电报务兵。当时，按照上
级指示，海防部队必须从实战出发，做到严阵
以待。我所在舰艇部队以海道测量为主线，夜
以继日进行实战大练兵。我训练刻苦，技术过
硬，连续三年被评为部队军事训练标兵。74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海军通
信学校学习，军队院校培养增长了施展才华的

本领，更加增强了爱国强军责任。从军 23年，
我从一名农村青年成长为海军团职中校。先
后参加了台湾海峡测量、东海大陆架测量、黄
海训练区测量、杭州湾海区测量等，参与多次
大规模的军兵种联合军演。我们面对战情，临
危不惧，沉着冷静，处置有力。无论在浩瀚的
东海大陆架，还是在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我
们战狂风，斗巨浪，摸暗礁，探险情。勇敢顽
强，克服艰难险阻，一次次完成测量任务和军
事训练。本人观察通讯工作组织指挥有方，军
事训练卓有成效，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嘉奖
五次，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军事训练优
秀组织者，两项创新成果荣获部队通信技术专
利，所在部队年年被上级评为通信装备管理先
进单位。1990年所在部队党委发出通知《向优
秀共产党员苏忠能同志学习的决定》。

1993 年转业。当时上海电讯局、电力公
司、宝钢等单位都需要我，我选择了宝钢，因为
宝钢是改革开放产物，是中国现代化企业，我
要体验钢铁工人的感悟。为尽快熟悉情况，胜
任工作。我用三个月时间走遍宝钢 13.7平方
公里厂区，走访了六厂六部，从工艺流程到物
流衔接，从现代化管理到用户满意服务。走近
高炉出铁口，登上炼钢平台，爬上焦炉炉顶，近
看热轧、冷轧、钢管流水线，实地了解工人是怎
样工作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时阅读了整
套《宝钢管理丛书》，在实践中不断消化。无论
担任宝钢电视台新闻部主任，还是担任生产厂
书记。始终按照党组织要求和宝钢管理理念，
凭着部队工作的管理经验和业务技术优势，以
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职责，以管理好
一方平安为己任，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在电视台，积极组织和带领记者、编辑做好全
方位的新闻报道，发挥电视新闻“短”“快”“新”

“实”优势。为宝钢生产经营、工程建设、科技
创新、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宝钢对外形象起到积
极作用。在宝钢建设 20周年、高炉点火投产、
宝钢与上钢联合等重大新闻、重大事件报道
中，以身作则，深入现场，亲自采访、撰稿、拍
摄，掌握第一手资料，确保新闻准确及时，报道
可靠有力。新闻贴近现场，贴近职工群众，在
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常有宝
钢新闻播出。本人主创两部电视专题片分别
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中国企业电视协会、
中国冶金音像出版中心一等奖、二等奖；采编
的电视新闻荣获上海广播电视学会、上海有线
电视协会、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等奖项。在生产厂，紧紧围绕生
产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和思想
政治工作优势。深入基层一线，深入员工队
伍，通过各种形式，采取多种方法，引导广大员
工立足岗位，奋发有为，勇创佳绩。所在单位
荣获公司用户满意文明单位。本人 2001年被
评定为高级政工师，荣立三等功一次，荣获宝
钢“双学”先进个人，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
秀共产党员……

光阴飞逝，往事如歌。我从农村到军营，
从军营到工厂，从工厂到退休，始终与祖国风
雨兼程，奋勇前进，犹如江河里一滴水融入了
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是党教育培养我茁壮
成长，是祖国建设发展给了我机遇，是改革开
放春风给了我机会，实现了我人生“工、农、兵”
成长梦，使我深刻领悟了农业要发展、工业要
领先、国防要强大的时代强音。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上下一
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团结奋进，
党的十九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回收！彩电、冰箱、空调、地（电）脑……”
一大早被窗外掠过的吆喝“惊梦”。不用看，就
是那个 50岁左右的汉子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
缓缓驶过，车把缚了个小喇叭循环播放“川普”
味儿甚浓的吆喝。他从哪来、啥时来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有点苍凉的嗓音成了早上买菜、上
学和上班的判定早晚的标准。因为小区门口贴
着一张告示“小摊小贩不得入内”。不让进，人
家就把喇叭开至最响，还贴从小区围墙过。门
卫师傅只好尴尬地笑笑。有时还能听到相同内
容的女版吆喝，普通话之地道恍若受过专业播
音训练。就有老爷叔怜香惜玉：可惜可惜，完全
好上电视台的。

在小区绿地闲步，听得一群嬉戏的孩子用
童声惟妙惟肖地模仿“回收……”，周围的旁人
皆忍俊不禁而家长则不停呵斥。其实，童真自
然天成，无需太多禁忌，只要欢乐就好。那些属
于经典流传的“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好
朋友……”“小兔儿乖乖，把门儿开开……”等的
确纯净、自如、彩色与欢乐，几十年间里当作幼

儿园、小学表演与亲戚朋友聚会时的“显摆节
目”，老子唱完了小子唱。好当然是好也有点
腻，怎敌纵情吆喝透出肆意无羁的魅惑？

从手提肩挑、推“老坦克”或独轮车再到
骑旧电动自行车，禹禹独行地走街串巷是共
同特点。高一声低一声的吆喝，即便属“勿
听”的“非礼”，也透过门缝窗棂悄然飘进“做
功课”、练钢琴的孩童耳中。在物资匮乏年
代，一旦听得弄堂里有吆喝声，“不安分”的孩
子会想方设法夺门而出，因为随之而来的不
仅有拨浪鼓“咚咚”伴奏下的滑稽说唱，还有
货担底下的神秘惊喜和胡编乱造的神话故
事。那时的吆喝特点明显：同样是回收，“坏
额（的）钢中豁子（铝锅子）、旧铜吊有乏？”那
气韵用文字无法表述；还有“削刀磨剪刀”定
以苏北口音为佳，其中第一个“刀”声调悠长，
后仨字须极快地一气呵成；也有虚假不伪劣
的“刨花生发水”，脱发是个久攻难克的世界
难题；抹几下榆木刨花泡的水岂能让荒芜变
葱茏？但的确是天然无毒环保的凝发剂，“轧

朋友”必备品；听到悠长地“檀香橄榄卖橄榄”
就仿佛有一丝檀香飘过。即便当下，在身边
掠过一部在踏板、后座上捆扎着灰蒙蒙的电
视机、电冰箱……的电动自行车，旁人也感受
了在生活负荷下扬起的仆仆风尘。

不同时代的烙印和明显年代感，专属的吆
喝就是一代人童年的符号，也成了城市文化拼
图里不显眼、也不能少的那一块。若干年后，语
文老师在作文中看到学生将吆喝作为童年的歌
谣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多角度关注社会，对于化
解“成长的烦恼”多有裨益。作为一种文化遗
产，吆喝自有独特魅力，只是在民俗集市上作为

“非遗”节目的“爆炒米花”，那声吆喝怎就那么
有气无力？关键在表演终不同于谋生。

有统计说，每天服务一千五百万乘客的地
铁到站提示音，堪称世界之最；而每天在密如城
市经络般的马路、小区和弄里响起的吆喝“回收
……”，受众不比地铁乘客少，只是难登大雅之
堂罢。乱扔垃圾要罚款了，当为处理大件旧家
电伤脑筋时，那一声吆喝可帮了大忙。

馄饨，是一种蕴涵着美好寓意，各地皆有的
古老面食。在饮食讲究清雅鲜美讨巧的家乡，
馄饨的花样尤其繁多。除了常见的虾肉馅、菜
肉馅等各色大馄饨外，还有那将江南之温婉灵
秀，演绎到极致的小馄饨，名响四乡八镇至今。

只是，一碗暖胃暖心的热汤大馄饨，固然会
让人于寒冷的冬夜，萌生家的幸福。但天气一
热，这种从舌尖蔓延到全身，酣畅淋漓不亚于洗
了一场桑拿的过程，常会使得口福大打折扣。
幸好，此时盛一盘与冷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冷馄饨，应市撑场。

对于乡人而言，冷馄饨那融入脑海深处的
浓郁市井气息，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遗忘
的。记得早年的我，一到天气闷热，知了鸣唱的
时节，便开始对街上饮食店里的冷食橱窗探头
探脑起来。即便在随着老街改造，店家搬迁的
今日，仍坚持着此种季节性口舌之好，不过场所
由店铺堂吃转为了家中自制。

作为夏令馔食之妙品，冷馄饨的本质还是
馄饨，只是经过包装后，使其呈现出不一样的味
道。乡人对馄饨的口味标准分得很清楚：大馄
饨重馅，小馄饨重皮。归为大馄饨之列的冷馄
饨，在馅料选择上多为荤而不腻的菜肉馅。

以荠菜鲜肉馅为例，用三分肥七分瘦的夹
心肉，加上鲜美的荠菜，也可掺上部分小青菜，
并按口味调以佐料，拌匀后，用馄饨皮扎实饱满
地包好，下沸腾的水锅中煮熟捞出。

冷馄饨的冷却方式，过去多是待其稍凉后
拌之素油，不仅能防止粘结，还能使馄饨只只油
光锃亮，有看相。而在冰箱早已普及的现今，则
大可捞出馄饨后直接放入准备好的冰水中，此
法能极大地提升馄饨皮的Q弹程度。

老食客都知道，一份冷馄饨好吃与否的关
键，“馄饨”二字尚在其次，反倒是那没体现在字
面上的、代表着夏天味道的酱料。

冷馄饨的酱料调制说起来很简单，把花生

酱、米醋、生抽全都倒入小碗中搅匀，淋在馄饨
上，最后撒上点香菜末。但酱料浓度要恰当，既
不应过厚拌不开，又不会太稀没滋味。其中的配
比，更决定了整盘馄饨的味道和口感。因此，市
面上的饮食店都有各自秘方，并视为不传技艺。

一盘端上桌的冷馄饨，色泽诱人、香气扑
鼻，尽管还一口未吃，却好像所有的情绪都冒到
嗓子眼了。

用筷搛起一只，滑溜溜地入口。挺刮不硬，
韧性十足的皮子，加上鲜嫩紧实，肉香滋润的内
陷，嚼来面香馅鲜，口感丰富。而包裹在外面，
经过精心调配的酱汁，在增香提味的同时，还将
丝丝舒畅的凉意，从唇齿通过食道径直送入胃
中，顿时浑身通泰。

于这热浪袭人的伏天，坐在家中，带上份
美好去吃上这样一盘专属夏天的馄饨，清凉爽
口、滋味无穷之余，甚至会让人喜欢上眼下这
个季节。

澳洲袋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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