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着新时代的列车

你一路风驰电掣

冰雪消融的小溪水

潺潺地流向江河

踏上新征程的坦途

你一路奋进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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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梦想要去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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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涌动的春潮啊

我也是你浪花中的一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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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记忆加持的咖喱角

古诗中的花开花落
一年四季，以春为首，而最能反映

春天欣欣向荣风貌的，莫过于万紫千

红的花朵。历代诗人反复吟唱春花的

诗句举不胜举。

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诗，名为

寻花，实乃寻春——寻找充满生机的

生活。他在诗中描写了一幅鸟语花香

的美景：“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

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

恰啼。”

叶绍翁《游园不值》是写他在春天

兴冲冲地去游园，却没看到园中的景

色，本是败兴之事，但是春花使他的诗

充满喜悦的情绪和明媚的色彩，其后

两句更成了传颂千古的名句：“春色满

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描绘春花的诗句还有很多，如白

居易的“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

马蹄”；苏舜钦的“春阴垂野草青青，时

有幽花一树明”；陆游的“山重水复疑

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苏轼的“竹外

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等等。

诗人也常常伤感于春天的匆匆归

去，于是就有了咏唱落花之诗。如孟浩

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

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李华的“芳树无

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欧阳修

的“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

花”；李贺的《南园十三首》更是把春花

比作少女，颇具美感：“花枝草蔓眼中

开，小白长红越女腮。可怜日暮嫣香

落，嫁与春风不用媒。”他把谢落的春

花随风飘舞的情形，比作“嫁与春风”，

多么形象生动而别出心裁。

真是花开春烂漫，欲问相思处，花

开花落时。

花开一季，人活一世。春去秋来，

花开花落，其实人生就是一场场无悔

穿越，生活就是一场场花开花落。

陈恩浩

龚静

现在还能回忆起那只咖喱角的滋

味，酥皮软却不塌，咖喱里裹着牛肉

末，江南人熟悉的咸鲜里混合着咖喱

味，说它是点心，似乎可以做餐食；说

它是西点，口味并不甜腻奶油，比中式

点心多了点西式感，又较西点皴了层

中式口味。

这是一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

的咖喱角。

那几年，在复旦读书，倘若周末不

去夜自修，就会去五角场散步，是与自

己最喜欢的相处。那时的五角场，夜晚

是安静的，路边没有那么多商铺，即便

有，粮油店米店是早就排上门板的（和

西大街仿佛的铺子，朱红色的木门油

漆掉得七零八落的），从邯郸路国定路

沿着人行道走，大多是黑黢黢的，路边

的轻工业技术学校洒出来一些光线，

前面的居民区门口一盏不那么亮堂的

路灯，若是靠右走，一长段的水泥围

墙，直到前面9路终点站，才有些小铺

子和光亮，人似乎也都从七角八落里

忽然聚在了一起，走来走去地搅动了

刚才还是冷冷的空气，最亮的一处当

然是食品店了，邯郸路往四平路拐弯

必要经过太平洋食品店。食品店左右

两个柜台，中间一条小走道；大的那里

呢，卖各种杂货，南北杂货一些小食，

就是那时食品店通常的样子。小的呢，

就有些特色了，专卖中西式点心。品种

不算太多，但放在柜子的不锈钢盘子

里精致得很，在五角场就是一次视觉

和味蕾的惊艳。桃酥、拿破仑、核桃塔、

椰子塔、咖喱角，看看点心的汉字命

名，就能引发想象，桃酥不必说，还能

猜得到味道。拿破仑，什么点心叫一个

法国人的名字？核桃塔椰子塔，顾名思

义当然是含有核桃和椰子的，小圆底

座上一些金黄咖啡斑驳的细细碎碎，

应该就是融合了核桃和椰子的饼馅

吧，小小的一个叫成塔，倒颇有古风

的，七重塔玲珑塔，其实后来知道大概

塔应该写成“挞”，才是妥当的。

这就要说到咖喱角了。三角型的

咖喱角类似外婆做的三角豆腐干嵌肉

末，酥皮包裹着咖喱馅，在晕晕的灯光

里，慵慵懒懒的，却似乎又很诱惑，怎

么着就想吃一个试试，到底啥味道呢。

下决心省出银子来尝一口，咖喱角一

只，核桃塔椰子塔各一，再加几块桃

酥。一大纸包，简直奢侈啊。哪里忍得

住走回宿舍再吃啊，直接边走边悉悉

索索地咀嚼起来，虽然有段路是没有

路灯的，但借着一点点不远处的余光

暗暗地吃起咖喱角来，味蕾的释放却

是更加闪烁的。酥皮和咖喱和牛肉末

的配合，咸鲜和咖喱的融合，好比酥皮

的层次，脆、细碎，层层叠叠，却是没有

汉赋的叠床架屋，刚刚好的层次和滋

味交融，在大多甜味取胜的西点中，咖

喱角的口味是独树一帜的。桃酥也不

错，不似少时常见的那种大圆形，一个

个小小的圆，香甜酥脆，停不下来的感

觉，倘若不是胃提抗议，大概桃酥也很

容易在路上化为无形了。当然，当然，

难得的美味，要慢慢地吃。核桃塔和椰

子塔实实在在的食材，核桃碎粒已然

是脆的，椰蓉则细碎而香，搭配软硬妥

帖的饼皮，颇有回味。对拿破仑倒感受

一般，虽然一层酥皮一层奶油的做法

蛮考究的，不过时间略一久，就容易软

趴趴，继而生出腻感，也就罢了。

实在也是一月不过买一次吧，否

则餐费书费都要被咖喱角蚕食了。克

制中感受美味，美味的放大效应一直

延续到很多年以后，等到可以随意吃

咖喱角椰子塔时，这些东西也就变得

平常了。暗夜里独自的品尝，有回忆的

加持，滋味在想象中无限绵延。

去五角场散步，当然不只是为了

咖喱角，虽然咖喱角在橱柜的灯光里

耐心等待着，有时候咖喱角已经卖完，

是为了什么呢，只是散步吧，在周末的

静夜里，在少有行人的人行道上，只是

慢慢地走一走，暂时离开教室和图书

馆和宿舍，离开书，离开那些让人激荡

的句子，让人寤寐思服的情节和人物，

只是走着，和自己相处，可是脑子却总

无法停止思考，很多很多年以后，却是

要学习“停止思考”的正念冥想，有时

千载其实不需思接，心游也不必万仞，

恰恰相反，需要经常的清零清空，只是

当下一刻的生命和自己。但是，在五角

场散步的夜晚，那些年轻的夜晚，十八

岁到二十岁的夜晚，“用黑色的眼睛寻

找光明”，想象着“海星星”在夜空中闪

烁，慢慢的行走中蕴藏着如泣如诉的

旋律。

路边的居民楼安静地亮着灯，虽

然口腔里回味着咖喱角的滋味，但那

些柴米油盐似乎尚未迫在眉睫，也就

不那么去关注，围墙内是些什么呢，仿

佛也不太关注，只是身体的行走和书

中乾坤的激荡，甚或有些淡淡的愁，也

就是这个年纪的愁吧，真正的愁并未

咂摸到呢，只是谁说此时此刻的愁不

是愁呢，生命在每个阶段总是这样那

样的表达着，中年以后想起那些夜晚，

轻轻一笑，倘若没有那样的静夜思，以

后的释然也许也并不如期而至的。

随想录

春到秋霞圃 李琦/摄

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小镇的街

道上推着轮椅缓缓前行。轮椅上坐着

位老妇人，已经 90 出头了，那是他的

母亲。轮椅突然在街旁停了下来，噢，

那里有个点心店，他知道母亲喜欢馄

饨的。那天母亲特别开心，一碗肉馅小

馄饨竟吃得一个不剩，母亲边吃边说，

蛮鲜蛮鲜。

推轮椅的那位老者，叫陈兴龙，推

着轮椅让母亲出去兜兜，这是三不两

时的事。近年来，他母亲吃饭不能随心

所欲了，抖抖颤颤的，靠自己的手已经

无法顺利地将饭菜送到嘴里了。每到

吃饭时，他先帮她胸前围上围兜，再用

汤匙一匙一匙地喂着。还像对待孩子

似地告诫她：多嚼嚼，慢点咽。食物流

到口角上了，就帮着擦干净。一顿饭有

时要吃很长时间，他从不厌烦。他母亲

还有个嗜好，每天总要吸几支烟，那是

他母亲年轻时常常要胃疼，听人说，吸

几口烟能止住胃痛的，一吸果然有点

作用，就这样有了吸烟的习惯。不过，

母亲从不在大庭广众下吸烟，常会在

上马桶时吸几口，老陈说，我们常说她

吸的是马桶烟。如今，母亲吸烟也不利

索了，要特别的关照了。每到母亲吸烟

的时候，他就伴在边上，看到烟灰长

了，就把香烟从母亲嘴上取下，把烟灰

弹掉，再把香烟送到母亲嘴上。

我每每听到或者想起老陈关爱母

亲的这些情景时，总会感动不已，敬佩

不止。那是多么有孝心的一个儿子呀。

老陈对我说，孝敬父母这是为人儿女

应该做到的。我们小的时候，得到了太

多太多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热了，怕

被热着，会拿把大蒲扇在边上为你扇

着；冷了，又怕冷着，冲个热水袋，或者

拿个灌满热水的盐水瓶，暖暖小手

……这些都是我们一直记在心里，永

远也忘不了的。父母老了，返老还童

了，他们成了老小孩了，作为晚辈，对

他们多些关爱，也只是返还父母的恩

情。无论怎么返还，总及不到父母对子

女的关爱呀。这话真得是千真万确！

这天，老陈推着轮椅出去的时候，

碰巧有一个年轻妇人推着童车前行。

老陈推的轮椅上坐着的是母亲，妇人

推的童车里，坐着的是一两岁大的孩

子。老陈对年轻妈妈说：你推着的是小

孩子，我推着的是老“孩子”。后又接着

说，你推的是希望，我推的是夕阳。

在我看来，希望也好，夕阳也好，

童车也好，轮椅也罢，承载着的，都是

满满的关爱。

抽屉人
戴达

蝴蝶的歌是春的歌声。

知了的歌是夏的歌声。

大雁的歌是秋的歌声。

雪花的歌是冬的歌声。

我把听到的歌声，从我的耳朵里

一圈圈倒出来，藏进童年的抽屉里。一

觉醒来，我变成了抽屉人。

朋友们问我一只只抽屉里藏了

啥？我说是春夏秋冬的歌声，我要把歌

声腌起来，到你们老了分点给你们下

酒吃，味道一定好极了！

轮椅上的爱 朱惠忠

白扁豆又名白藊豆，乡间也叫羊

眼豆，倒也十分形象，白扁豆成熟的种

子确实像羊的眼睛。

每到春播时节，每户农家都喜欢

在房前屋后的篱笆旁、围墙边撒下几

粒白扁豆种子，不出半月就能发芽出

苗了。除了幼苗时期需要适当的除草

松土外，其余时间不需要花多少心思

去管理。因为种下的时候就依偎着篱

笆、围墙，所以也很少有人特意为白扁

豆搭棚架的，即使搭也只需支起几根

竹子，交叉成三角形的简易架子即可。

作为草本藤蔓类植物，它会攀着竹篱、

砖墙、鸭棚鸡舍甚至是一棵树就缠绕

延伸，舒枝展叶。白扁豆的攀附能力如

此了得，怪不得有的地方要叫它沿篱

豆——沿着篱笆长的豆。整个生长季，

白扁豆深绿的宽三角状叶子挂满篱

笆、院墙、棚架、树枝间，一串串白色或

紫红色小花点缀在绿叶丛中，从盛夏

到晚秋次第绽开，热烈奔放，长盛不

衰，仿佛有说不尽的开心事需要表达。

白扁豆的主要价值是它成熟后的

种子，但本地种植白扁豆是作为蔬菜

采摘它的嫩豆荚。白扁豆的豆荚呈长

椭圆形，有绿色的也有紫色的，微微弯

起的小巧模样像极了一把小小的彩色

的刀，惹人喜爱。白扁豆的豆荚在秋初

长成，趁豆荚里的豆子没有鼓起之前

就要采下，嫩嫩的扁豆荚炒食，其脆嫩

可与豇豆、荷兰豆媲美。

白扁豆有其特立独行的一面，在

本地菜谱里，它似乎不喜与其他荤菜

为伍。抑或是农家清贫惯了，不善于食

材的搭配，所以在浦南家常菜里吃来

吃去就只是清炒白扁豆荚。创新尝试

当然可以，但也许唯有单一，才显出其

本色来，才能吃出白扁豆特有的略带

点涩又有些甜的味道来。白扁豆嫩的

时候吃它的整个豆荚，老了可以剥出

里面的豆子来，那真是一颗圆润如玉

的白扁豆了。晒干后可炒食，可煲汤，

既是美食，也可入药，有健脾化湿、利

尿消肿、清肝明目等功效。

秋末冬初，留出几节长得壮实饱

满的白扁豆荚，等到它枯黄老结了才

采下，留作种子，挂在窗沿下。待到明

年，就又可以播种采收白扁豆了。

白扁豆 张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