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时，读过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陈奂生进城》。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位与陈奂生同名的人，他今年
已 75岁，是我的大舅———现实版的“陈奂生”。

大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人，从小就与泥土打
交道，尤其对水稻种植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情，在我
们老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水稻土专家”。

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到大舅家玩，问他种植的水
稻加工的大米做饭后为什么香味扑鼻？他告诉我，射
阳地势平坦，为江苏中部海积平原，这片神奇土地上
生产的大米，有着大自然赋予的天然醇香味道。记得
当时，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1996年初，大舅在一次去县
城出人情时，认识了一位城北菜场的粮食贸易商行老
板。先几年，大舅将他种植的水稻加工后送给这位商
行老板代销，后来看到自产的大米供不应求，他干脆
就雇佣其他人种植自己的水稻田，自己到县城开了一
家大米贸易商行。
“酒香也要勤吆喝。”自大舅在县城创办自己的大

米贸易商行后，经常夸他的大米质量好。有一次，他还

特地召开了大米新闻发布会，邀请县内外媒体的新闻
记者以及客户品尝他的大米。大舅还印刷了大米宣传
单和专门的名片，讲述射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
育了品质优良的射阳水稻，成为中国大粮仓中的精
品；射阳的海陆气候孕育出与神农氏“石上燔谷”媲美
的稻谷的传说故事。

近年来，由于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通过县大
米协会以及家庭农场、大米加工企业等单位的共同努
力，“射阳大米”不但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而且还
先后荣获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金奖、中国十大大米区域品牌、“中国十大
好吃米饭”等称号。头脑灵活的大舅再一次抓住了商
机，先后跑到上海、南京、盐城组建了三个“射阳大米”
销售点，每年成交量都在 50万吨以上。他自己不但在
上海买了价格不菲的商品房，而且还开上了宝马车。

昨天，大舅又发微信告诉我，他已建议儿子在上
海大都市再搞一次新闻发布会，让“射阳大米”名扬天
下，明年争取销到欧洲去。看来，“陈奂生”又要“出国
了”！

新“陈奂生”进城
张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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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霜降前后，我都喜欢到隔壁公园去看枫叶。
昨天傍晚，我又蹓跶过去了。一边悠闲地抽着烟，

一边静静地伫立在“老朋友们”身旁。一阵微风吹过
来，树的枝丫开始摇摆起来，发出了“嘶嘶”、“沙沙”的
声响。哦，这多么优美的天籁之音，好像在迎接我的
到来。不一会，风大了，空中飘下一片片树叶，不时落
在我的头上或肩上。再看看满地皆是枫叶。红色的，
似炽热奔放的血液，在我的心中荡漾；黄色的，金灿灿
的，在我的眼前发光；橙红色的，似一杯杯醇香的美
酒，悠悠沁我心脾。它们在晚霞的照耀下，既像一幅
幅五彩缤纷的油画，又像披着金色面纱的少女，婀娜
多姿，透着神韵。那片片飘落的红叶更像一只只蝴蝶，
红袖飘逸，在萧瑟的秋风里轻盈地翩翩起舞。

啊！枫叶，你饱经了春的蓬勃与夏之繁盛，又历
经了秋雨风霜的砥砺，用生命将自已染得更红，真个
是天然去雕饰，冷艳更壮美。

其实，代表秋天的枫叶之美，并不仅仅在那经霜
的红色，而更在那临风的飒爽。它在生命的惊涛骇浪

中，从容自若，尽显自我，那挂满枝头的鲜红，积淀着
生命的成熟。每当所有树木的叶子开始逐渐凋零时，
才更加显出它的秀逸，那才是一份不需任何点缀的、
不在意世俗的繁华与孤傲。

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发生改变。当第一片枫叶落在
身上的时候，倏忽间，我想到，这枫叶不跟我们人一样
吗？草木一秋，人生一世。想到人生几度春秋，内心充
满着徬徨与感伤。而当第二片、第三片枫叶落下来的
时候，我的内心变得淡定从容，花开叶落，自然轮回。
此时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我比想象中的自己要坚韧，
油然升起“红雨随心翻作浪”的感觉。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人生七十算什么，老
骥伏枥志千里，满目青山夕照明。今天，我们欣赏枫
叶，更要向枫叶学习，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对生活充
满激情，用一颗希望的心迎接明天，用一种优雅的态
度愉快地生活。即使是在生命的尾声，也要像枫叶一
样随风起舞，展示自己最后的美，让自己的凋零也充
满浪漫，让下一轮回的浪漫更加充满希望。

霜后枫叶更妖娆
杨增勤

乍见这一大片盛开的野菊花，我惊诧于她的张扬和热烈。
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命力啊！秋风瑟瑟，蜂蝶不会为她起舞；荒
原野径，诗人不会为她折腰。她全然不顾头顶凛冽的寒风与周
遭丛生的枯草，兀自怒放，悄然自得。

我尝读北宋学者周敦颐的作品《爱莲说》：“予谓菊，花之
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与牡丹的
富贵与莲花的圣洁相比，菊花的内敛与谦抑给我留下了极其
深刻的印象。自东晋陶渊明之后，菊花成了隐士的象征。陶渊
明《饮酒》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人绝圣弃智，结
庐人境，拒绝名利的诱惑，不顾流俗的褒贬，心远地偏，独得其
乐，着实令人心驰神往。

同行的老王是相邻乡镇一家药材场的员工。老王说：“盛
开的菊花不全是这样的。我们药场人工培育的菊花粉的像霞，
白的像雪，黄的像金子，绚丽多彩，端庄秀丽，真真是大家闺
秀。更有菊花名贵品种如雪海、礼花、玉翎管等，千娇百媚，邀
功请赏，养尊处优在高台上，百般呵护在温室里，和玫瑰、牡
丹、郁金香等时尚花卉真真是别无二致了。”

同样是菊花，竟也如此迥异其趣，这是我之前从未想到过
的。宋人杨万里的《野菊》诗云：“未与骚人当糗粮，况随流俗作
重阳。政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已晚相逢半山碧，便
忙也折一枝黄。花应冷笑东篱族，犹向陶翁觅宠光。”菊本无情
草木，在山野，在荒原，不与文人做干粮，不肯随俗被赏识；自
生自灭，不俗不艳，无意争春，不媚不屈；傲雪凌霜，孤傲绝俗，
是何等的高冷矜持，别有一番风采和异趣，可一旦为人力所宠
育，千筛万选之后，众目睽睽之下，菊花竟成了争奇斗艳、邀宠
争光的“俗客”，不复是幽闲自若、香远益清的“隐士”。

老王听了我的一番感慨，一边笑话我萦怀秋菊，痴话似
癫，一边竟也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进则安居以行其志，退则
安居以修其所未能，则进亦有为，退亦有为也。’身在逆境时，
退而自善，修习本分；身处顺境时，积极进取，以逞其能。如此，
则进也有所作为，退也有所作为，岂非大善？”

老王一边言语，一边屈身采摘野菊花，须臾盈怀。老王说：
“野菊花性味苦、辛，微寒。归肺、肝经，有清热解毒之效，可用
于痈肿、疔毒、咽喉肿痛、风火赤眼等症。内服外洗，可竟大
功。”
老王言罢，大笑似狂，飘然而去。

有菊如斯
吴杰明

父亲新砌了一套“七”字形平房，他特
地请瓦匠师傅在厨屋北侧专门设计了一
间“储藏室”，“藏品”只有一件———一把油
得锃亮的大橹。当然了，保管“储藏室”的
钥匙非他莫属了。

每当出海归来，父亲总爱打开这间略
显神秘的屋子，在大橹身上这儿拍拍，那
儿弹弹，那模样就像一个内行的琴商在欣
赏一件令他爱不释手的大琵琶。

父亲太爱这把橹了。倒不是因为大橹
的质地是上等的红木，也不是因为风风雨
雨几十载，大橹始终跟着他下南洋闯北
海，而是因为名气。父亲的名气太大了，在
黄沙港可以有人不知道书记、镇长叫什么
名儿，却没有人不晓得“橹神”李长标。父
亲摇起橹来，那才叫炉火纯青。倘是风平
浪静，父亲把着橹，扳过来、推过去，那姿
势舒展、自如、潇洒，不用提炼加工，直接

就能搬上舞台。最为精彩的是父亲那一手
顶风逆浪催橹的绝活，摇起来的节奏就像
戏台上的那些老戏骨敲出来的板鼓声，一
路清脆，橹尾翻转起来，那滴溜圆的旋涡，
或似热恋中的情人紧靠一起，久转不散；
或刚刚转到一起旋即似分外眼红的仇人，
各自向反方向转去，瞬间即逝。这种摇法
用我们打渔人的话说，叫“小花头”。功夫
不到家，你是休想摇得起来的，哪怕是多
年的“老海洋”，风浪一颠簸，橹榫投不上
橹脐也是常事。父亲绝不会有这种尴尬，
相反，他倒希望风浪大一些，风浪越大越
能施展他的才华。遇到这种时候，那舢舨

在橹的摧动下，一会跃上浪峰，一会跌进
深谷，其中几多快慰，只有父亲最能体会。

然而，父亲突然发现，人们对他的崇
拜正在悄悄地转移，三个一群，五个一伙，
谈论的再不是“橹神”与橹的趣闻轶事，而
是哪家哪家又买了什么什么机，哪家哪家
机帆船上的小舢板都有十几二十匹马力，
兜起风来那个快活劲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遇到这种情形，父亲只当视而不见，仍然
昂着头、挺着胸，紧把着那把大橹，生怕它
会长上翅膀飞掉似的。尽管父亲不愿意，
他还是发现，过去他摇一橹，别人得赶三
橹，眼下竟一哧溜地都跑到他前面去了。

父亲最讨厌别人在超过他时的那种得意
的眼神，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不屑地收
回目光，心里暗暗嘀咕：“神气什么，渔场
上见！”

然而，最终也是最最重大的发现，父
亲发现别人的腰包都鼓起来了，而他，腰
里还是瘪瘪的。
“大橹啊，大橹，难道你真的……”父

亲不敢往下想，他也实在不愿这样想，他
舍不得抛下大橹，没有大橹，他怎会成为
黄沙港无人不知、谁人不晓的大名鼎鼎的
“橹神”？

不管父亲心里是怎样的不情愿，他还
是忍痛与大橹道别。每次，父亲锁起“储藏
室”的门，走向他那崭新的机船时，总要面
向大海，嘀咕上这两句只有他自己才能听
懂的话。

父亲的橹
李志勇

我对山芋有着特别的感情。从山芋上市起，基本每天都要吃上
一顿山芋粥。每当在街头看到烤山芋的小摊，就会急冲冲跑过去，
买上一个。焦黄的山芋，抓在手里，热在心里，香进肺腑。剥皮一圈，
不管烫否，先咬上一口。啊，那个香热甜软，真是吃在嘴里，甜在心
里。滚烫的山芋，也带来了滚烫的回忆。
在人民公社“大呼隆”时期，山芋是当时生产队主要农作物，山

芋是解决社员温饱的主要食粮。记得我上初中时，生产队刚开始长
山芋，当时本地没有山芋秧，要到二百多公里外的连云港灌云县才
能买到。于是，生产队挑选 10多名年轻体壮的强劳力，带上麻袋，
骑上自行车去买山芋秧。我父亲是生产队长，在他带领下，一行人
兴冲冲地去购买山芋秧。大热天，他们喝凉水、啃干粮，起五更睡半
夜地赶路，生怕山芋秧在麻布口袋里闷死。几天后到家时，个个鞋
子磨破了，屁股也被自行车的坐凳磨出血泡，疼得直咬牙。
为了挣工分，放假后我便跟随大人一起去栽山芋。先将土地整

成一垄一垄，中间高两边低，从田一头一直延伸到另一头。栽插山
芋秧时，先在高垄脊上用手扒成一个碗状的坑，坑距约尺把，然后
将山芋秧根部弯在坑里，培上土再往坑里浇点水，一棵山芋就栽成
了，不到两个月，山芋藤就长得好长的，这时，就要翻藤了。翻藤时，
人走在山芋行沟脚下，将长须的山芋藤提起翻向另一边。山芋藤和
巴根草一样，好发芽会生根，如不及时翻动，就会长出节节扎根须，
这样就会消耗地力，影响土里山芋的生长。
下霜了，叶黄了，要收山芋了。生产队收山芋时，妇女负责割去

山芋藤，男青年负责将山芋藤挑到养牛场，作为牛过冬的饲料。生
产队养牛的人也负责耕地，收山芋时，耕田手将水牛套上犁具，山
芋行在铁质的犁具翻动下，泥土快速地向一边倒去，红通通的山
芋，一个个像喝醉了酒，倒在土垄上。老人、小孩跟在牛后面，将躺
着的山芋用筐、畚箕拾起运走。牛拉犁刨山芋，刨不干净，不是山芋
行宽犁耕不到，就是山芋长得深被犁铲断，一半留在土里。所以，生
产队用牛耕山芋时，田头、田尾都站好多等待“放门”拾山芋的人。
我也参与过拾山芋，只要生产队长一声吆喝：“放门了，可以捡山芋
了！”所有站在田埂上的人，都一窝蜂地冲向田里，有工具的使劲地
挥舞着钉耙、草爪，没有工具的直接用双手拼命地往土里抠。有时，
几个小孩同时去争抢一个又细又长又有筋的山芋嗓子，看到被犁
铲断露出另一半的山芋时，就感到山芋对着自己在笑，在呼唤你，
甭提有多高兴了！不管手指多疼，一股脑地往土里抠，捧着从土里
抠出来的半截山芋时，就想拿着人参一样兴奋，摇晃着、呐喊着向
大人报喜、向伙伴炫耀。
那个特殊的年代，粮食不够吃，山芋是主食。我们家几乎顿顿

吃山芋。山芋刚上市时，吃山芋粥、山芋饭、山芋渣。吃不完的山芋，
晒成山芋干、山芋丁，做成山芋粉、山芋粉丝。到冬天、春天时，再吃
山芋干粥、山芋丁饭，山芋团子。来亲戚和逢年过节时，就能吃上山
芋粉丝炖猪肉。那时，在农村没有炉子烤山芋，放学后，为了解馋，
就会拿一个山芋让母亲在做饭时，将山芋放在锅膛的柴草下面炕。
炕山芋时，要不时用火叉翻滚山芋，以便烧匀、烧透、不烧糊掉。母
亲在烧火，我蹲在锅门口，眼直勾勾地看着锅膛里那红灿灿的火
焰，山芋没熟，自己的脸早已被火苗热得滚烫、通红，真盼能快点吃
上烤山芋。每到山芋上市季节，我都感到自己身体在发胖，此功在
山芋，因为山芋能让我每天吃饱肚子。
现在，许多人也爱吃山芋，尤其是香喷喷的烤山芋。可是和过

去相比，早已不是那个味道了！

滚烫的山芋情
高亚

秋天的阳光是金贵的。秋分节气一过，雨水明显减少。大
地与天空似乎陡然拉开距离，阳光不再像夏日那般暴烈，变得
日渐温柔。
广袤的田野里，那些籽粒尚未成熟的庄稼，期望在秋霜来

临之前，能成为一颗来年可以延续生命的种子。所有的生命都
渴望繁衍，即使是路边一棵无名小草，同样渴望结出一粒饱满
的籽实。
秋阳携着色彩，不经意间把大地涂抹得美艳神奇，层林尽

染，万山红遍。
秋阳里，准备南迁的乳燕在蓝天中自由飞翔，晒硬了远行

的翅膀。所有的昆虫都在匆匆相互告别，用阵阵微弱的歌声，
像给了它们最后快乐时光的秋阳辞行。田埂上，一片片返青的
苜蓿、蒲公英和紫罗兰，用比春天更娇艳的姿容，由衷地答谢
秋阳的恩惠。
秋阳是善良的。她用尽心智，极力摆脱掉雨雾的纠缠，尽

量让光热的日子更长久。她竭力抵抗着时时逼近的霜雪，想让
漫长的寒冬来得更晚一些。

然而，季节终究是不可抗拒的，时令的脚步从不会停歇。
无论秋阳作怎样的抗争，风景依然在走向凋敝，变得愈来愈苍
凉。自然规律没有任何力量可与之抗衡，秋天注定是生命的一
道坡坎。枯荣的季节可能会让一些生命就此了结一生。而对于
更多的生命，秋天只是一个驿站。秋阳隐去，冬雪迎来。寰宇有
序，时光流长。

秋天的阳光
江正

秋高气爽，金菊飘香。恰逢周未，我与夫人游鹤
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

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位于县城南约 30 公
里，驱车不用半小时便到。到了园区停好车，便看到
“九天鹤舞、十里菊香”八个鲜红色的大字。这里有 3
万多亩菊花，品种近三百个，是全国最大的菊花生产
基地。进入园区，扑面而来的阵阵菊香，不由得使人
放慢脚步，贪婪地深吸几口，顿觉神清气爽，飘然若
仙。放眼望去，大片大片五颜六色的菊花，像训练有素
的士兵，一排排、一行行整齐规律地向远处铺陈开去。
坐上游园车，仿佛置身花的海洋，人在画中游，舟行菊
海上，甚是惬意！

很快到了“十里菊香”陈列馆，偌大的馆内品种繁
多的菊花万紫千红，争奇斗艳。有杭白菊、盆景菊、万
寿菊、雏菊、金盏菊……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往返。我
最喜欢的菊花还是一株一花的独本菊，她枝条粗壮，
叶茂色浓，花大色艳，富有光泽，不同的花色便有不同
的意境，使人浮想联翩。查阅资料得知，独本菊并不
是自然长成的，都要经过冬藏、春种、夏定和秋养环节
的精心培育才使其成为倍受青睐的上品。猛一抬头，
我们看到“大观园”三字，但见园前人物蜡像栩栩如
生，仙鹤悠然自顾。心中狐疑，“大观园”与菊园有何
关联？原来《红楼梦》第三十八回写贾母领着众女眷
在藕香树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凡。众人酒后，诗
兴大发，分题作了忆菊、访菊、种菊、供菊、咏菊等十二

首咏菊诗，“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毫端
运秀临霜写，口角噙香对月吟。” 十二首咏菊诗中
尤以黛玉的咏菊诗为冠。大观园金钗有十二个，菊花
诗也恰好作了十二首，十二钗最终命运都是叶缺花
残，万艳同悲。莫非菊花与人的命运有关联？来不及
思忖，耳边传来潺潺流水声。只见一篱笆围着茅草覆
盖的农舍，院前一小块田地里有几只鸡鸭在觅食，农
人劳作之余在攀谈，斑驳的水车在慢悠悠地转着……
极目远眺是绵延的苍翠小山，好一派“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田园画面……

出了陈列馆西门，登上观景台，凉风习习，成片成
片的菊花种成了形态各异的造型，特别是一大片菊花
种成的“五星红旗”图案让人赞叹。远处有几个古色
古香的楼台亭阁，尤如大海中的小岛。其中一处叫
“擎雨亭”，便到亭中小憩。见夫人坐在亭中观赏景色，
这又何尝不是一道靓丽的景致呢！赶紧拍下。

再往前走便到了菊花种植基地，一排排现代化的
塑料大棚很是壮观，进去一看，各式各样的菊花都是
在这里培育的，每块小方格内都插着菊花的品名，几
名南农大工程师在精心地测量着菊花种植数据。这
里的种植环境可以进行远程自动控制，真的让人惊叹
今天科技的力量！

深秋的白天就是短暂，夕阳西沉，我和夫人趋车
回城。一路上路灯点点，已没了白天的喧闹。我们意
犹未尽，约定“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游鹤乡菊海
杨俊

我爸爸出生在射阳这片红色土地上。他少年时期就爱看、爱
听新四军抗日战争的电影或故事。许多故事中，有这么一则故事
影响了爸爸参军报国，走上艰辛的新闻报道之路。
他听老人们讲，1942年秋，附近阜宁县陈集镇卖饭曹村突然

出现了好多戴着眼镜、上衣口袋插着笔、手不离书，穿着新四军军
装的人，他们当中有贺绿汀、阿英，还有著名记者范长江等抗日文
化名人。这些革命前辈们从事文化抗日救国活动，在爸爸的心中
简直就是值得崇拜的明星。并暗下决心，长大了也要当兵，而且要
当一名“铁军”记者。

1987年冬，爸爸应征入伍，在部队期间他开始痴迷地钻研新
闻业务。爸爸善于抓住人物典型报道。在他从事 20多年的新闻报
道中，他采写的人物典型有很多，有普通士兵，有一般干部，也有
高级领导。每当他翻阅剪贴中人物典型报道时，就津津有味地讲
给我听，告诉我每条“活鱼”是怎么捕捉到的。每次讲到人物典型，
爸爸心情特别激动，眼里闪着泪花，不难看出爸爸对人物典型的
情感有多么深。
爸爸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他亲身经历平息“6.4”北京发生

的反革命暴乱戒严、解放军报组织的揭批“法轮功”斗争组稿。在
见证两个历史性重大政治事件中，他在关键时刻都能保持清醒头
脑，终始站在党和政府、人民群众这边，用手中的笔撰写出《秀才
遇见兵》《一位童真女孩的悲惨遭遇》《大姐，亲人盼你从噩梦中醒
来》等作品，先后在《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前卫报》发表。其中
《秀才遇见兵》这篇通讯，获得全军“时代呼唤雷锋精神”优秀征文
奖。
爸爸有个雅号“夜猫”。他经常熬到深更半夜，坐在电脑前写

稿子。我睡醒后，发现他还伏案工作，催他休息，他却说：“快了，稿
子马上写好了。”时间一常，自然成了习惯，每次爸爸写稿，我都不
忍心打扰他。
爸爸有时大脑出现“走神”现象。我和爸爸逛街，他总是心不

在焉，我问：“爸爸，一心不能两用呀！出门时心情还很好的，眼下
一点兴趣都没有！”
爸爸突然清醒地说：“没想什么呀！前几天捕捉到一条新闻线

索，在构思应从哪个角度去写。”我听了哭笑不得。但爸爸这种可
贵的敬业精神，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爸爸有一双慧眼。有一次，部队派他到北京购买摄像机。归队

途中，他在列车上听到车厢广播员播报道：“谁是医生？请速到第
十三节车厢，有位产妇快生产了。”爸爸听了立刻意识到，这是条
好新闻。迅速跑到十三节车厢，扛起摄像机录下一个新生命的诞
生。又连夜乘上返回北京的列车，把录像带交给了中央电视台新
闻 30分主播，并在新闻 30分节目中播出。因此，爸爸还立了三等
功。
时隔 4年，爸爸从河南省开封军分区政治部调入家乡盐城军

分区工作。他从电视上看到中央电视台十频套《讲述》栏目，征集
讲述“DV”背后的故事纪实片。爸爸把珍藏当时抓拍到的纪实片，
投到中央台视台并被采用，他还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面对全国观
众和主持人，讲述他如何抓拍下这则感人的纪实故事片，足足讲
述了 20分钟。这是他以超强的新闻敏感性、买摄像机没到单位半
路拍摄新闻上央视的得意之作，也是爸爸漫长的新闻道路上终身
难忘之事。
爸爸是个谦虚谨慎的人。他采写的报告文学《人民利益》被

《解放军报》刊登，获得 2002年度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可
他从不挂齿，当有人在他面前提及此大奖时，他总是说：“那是过
去的事，这奖对我一个业余新闻爱好者作用不算太大，但是对搞
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职称评定大有作用。”
……
2012年 11月，爸爸转业安置在盐城市委市级机关某杂志社

当上副主编，由过去写稿变成了编稿，这份工作可以说十分适合
他。这工作虽然十分辛苦，但他敬业精神没变，没有船到码头车到
站的现象，总是看他公文包里装本杂志从不离身，晚上在灯光下
伏案修改校对。这就是我深爱新闻事业的“痴”爸爸！

“痴”爸爸
颜旭

“卖袜子了，卖袜子了，公道便宜的袜子，一块钱一双！”
仲夏以来，在家乡的集市上，我和爱人将网上采购的几百

双袜子摆在摊位上，开启了地摊之旅。
摆地摊的第一天，我俩一大早就来到集市。选好位置后，

将塑料布铺在路面上，将袜子摆放整齐，默默地守着摊位，有
时不敢正脸朝过往行人看，遇见熟人则低下头，半天下来一双
袜子没卖得了。第二次出摊时，我们脸皮就厚些了，摆好摊位
后，抬头笑眯眯地朝行人张望，并与熟人打招呼。我们的笑脸
迎来了顾客，有人到摊位前询问价格、看看款式，半天下来，竟
然卖到 50多元。虽然利润不多，只有十几块钱，但我很知足。

第三次出摊时，我跟邻摊位一位年轻妇女攀谈起来。她告
诉我，她赶集卖鸡鸭鹅已有十几年了，每年纯收入十多万元。
她介绍了一位也是卖袜子的生意人，每逢赶集时，手拿小喇
叭，推着流动摊位，一边吆喝一边卖袜子，生意相当红火，几年
下来在县城购置了两套房产。听了她的介绍，我心潮澎湃，领
悟到做生意首先要放下面子，在了解市场行情后要掌握经营
技巧。于是我花 500多块钱添置了可移动的流动摊位，购买了
一只无线喇叭，正儿八经地做起卖袜子生意。

然而，我的地摊之旅引起了很多人的揣测，某人在镇政府
混了几十年，最后落个卖袜子的下场。每当听到这些话，我都
聊以自慰：自己真的混得不如别人，但要从那方面去比较。古
语云，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望望还有挑脚夫。因此，在集市
上，我亮大嗓门，鼓起勇气，挣一碗豆腐汤钱。

地摊之旅
陈建康

喜看稻菽千重浪 王万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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