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海文汇

2020 年 ６ 月 ９ 日 星期二 编辑：张继芳 孙晓彤

20 生活
温情时刻

台头西瓜
郝秀苓

“拔出金佩刀，斫破苍玉瓶。 千点红樱
桃，一团黄水晶。 下咽顿消烟火气，入齿便作
冰雪声……”这是文天祥的诗句。 生动地描
写了吃西瓜的方法和西瓜的美味，他有拔出
金佩刀砍西瓜的霸气，我们老百姓有抡起水
果刀切西瓜的惬意。
一般吃西瓜方式有三种，最常见的是把
西瓜对半切开， 再分切成三角或长月牙块，
捏着瓜皮一口一口吃掉瓜瓤，吃完，瓜皮上
留下两个大板牙划过的痕迹。 还有一种吃法
最豪气，一手托瓜一手握拳擂瓜，瓜皮“叭”
地一声暴裂，双手扒住裂缝使劲掰，西瓜一
分为二，再伸手掏出瓜瓤大口啃食，黏糊糊
的汁液顺着五指往下流，口唇处被红红的汁
液涂抹。 最有趣的吃法是，在瓜蒂处平平地
切一个小圆口，大约 10 厘米左右，用勺子一
口一口地挖食，吃完红瓜瓤，把瓜皮内壁刮
光滑平整后， 再把切下来的瓜蒂盖在西瓜
上，乍看上去还是完整如初。
西瓜，大多数的说法是来自西域，也有
一部分人说， 来自李时珍尝百草中的稀瓜
或寒瓜。 不管来自哪里，西瓜在我国种植历
史悠久。 台头人种西瓜也是历史悠久，以前
东淀大洼一眼望不到边的水域， 稀有高岗
之上，每到夏季一块块瓜田零零星星，有苇
席苫盖的看瓜铺， 瓜农在翠玉满地的画里
侍奉着秧苗。 摘瓜劳累时，躺在瓜铺里翘起
二郎腿， 抽上一袋烟如醉如仙。 淀水退去
后，土地肥沃最适合种西瓜，瓜田也随之增
长。 自己吃不了，就拉到市里去卖，不过那
时只是少量的。 真正“台头西瓜”的叫卖声
遍布城里城外的大街小巷， 应该是从上世
纪八十年代，一辆辆农用三轮儿后斗上，搭

着铁管焊的高架子， 一个个脆皮大西瓜躺
在车上运往天津市区各个角落。 瓜农占一
块儿地方，一人过秤收钱，一人帮买主把西
瓜扛上楼。 因为台头西瓜的甜、酥、爽、皮薄
是人们一致认可的， 一千多斤西瓜两三个
小时就能卖完，他们再赶回家摘瓜装车。 后
来，种瓜的去卖，不种瓜的去地里趸了也去
卖。 瓜熟季节，是村里人最忙碌、最辛苦的，
也是最高兴的时候。 一个月成熟期，人们起
五更睡半夜劳累缺觉。
后来，台头西瓜有了品牌，有了更多的
销路。 种植面积逐年增长，台头建起了西瓜
批发市场，本地的、外地的瓜贩都来市场趸
瓜，更有去瓜地里自己摘瓜的。 台头瓜农省
去了来往市里的辛苦， 有了时间和精力钻
研西瓜的增产、早熟和口感。 从单一的地膜
种植，到双拱膜、冷棚和暖棚种植，从开春
到盛夏，成熟期从以前的一个月到现在的四
五个月。
成熟最早的暖棚西瓜， 要从隆冬开始，
棚内温度靠炉火加温，种植成本高，价格相
对贵。 种植最多的是双膜和单膜西瓜，这两
种瓜的成熟期正赶上西瓜大量上市季节，价
格不高只能靠产量。 冷棚西瓜成熟期早于双
膜的，大约在“五一”左右成熟，早于西瓜成
熟高峰，种植成本又低于暖棚，瓜价也是人
们能接受的价位。 因此，妹子一家年年都要
种上几棚。“五一”前后天刚燥热，吃一片西
瓜从心里到胃里甘爽。
今年， 带两个城里朋友又去妹子家买
瓜。 妹子今年种了 7 个冷棚，一个棚大约两
三亩，种了 4 棚“
麒麟”和 3 棚
“京欣”。 我们
开车来到妹子家瓜棚，门口正有一对市里老

夫妻开车来买瓜，还有一个霸州卖水果的摊
贩来趸瓜。 妹子给他们摘瓜过秤的时候，我
们走进大棚。 棚南北很长，一条直通南北的
人行小路，两边各几垄长势喜人的瓜秧。 我
们站在路中拍照、发视频，青绿的瓜叶瓜蔓
覆盖着铺了地膜的土地，七八斤大的西瓜或
三个挤在一起，或四五个排成一列。
妹子轻盈地行走在瓜垄间，拿着剪子轻
轻地距西瓜一寸左右剪断瓜蒂，再小心地抱
起西瓜，从覆盖大棚的塑料膜透风口，递给
顺着棚外推车装瓜的妹夫。 不管是摘瓜和装
瓜都要格外小心， 台头西瓜皮薄瓤酥脆，有
时手刚搭上瓜皮，西瓜就“啪”的一声裂开。
妹子送走了四五拨买瓜的，才有时间给我们
摘瓜。
趁着妹子带两个朋友去另外的瓜棚里
摘瓜，我和妹子的公公闲聊起来，从他嘴里
知道，这秧蔓葱郁、瓜果满地的景色，是从腊
月开始的。
棚要在腊月以前搭好，一人多高的钢管
拱架上，覆盖两层厚的塑料膜，两层之间留
出十多厘米的空隙。 搭好拱膜浇一遍透水。
半干时整理棚内的土地，先把发酵好的农家
肥均匀地撒上， 再把土地挠碎挠细挠平整。
然后，挑出间隔 90 厘米左右的瓜沟，铺上第
一层全面覆盖土地的塑料膜，沿棚架周边再
围上一层塑料膜，这样为的是给棚里土地升
温。 整理土地的同时，家里腾出一间房来育
苗。 大棚连年种植，西瓜又对土地有特殊要
求，只能采用南瓜苗嫁接。 育苗室温度要高
于人住的房间，西瓜子和南瓜子各放两个盆
里，浇水不能多也不能少，随时观察着，让种
子始终保持湿润。 等种子钻出白白的小芽

尖，才能种到酒杯大的塑料小盆里，这些小
盆整齐地排在育苗框。南瓜幼苗长到三个子
叶时，西瓜幼苗也就两个子叶了，妹子和妹
夫开始嫁接。 嫁接是一门技术活，成活率多
少是衡量种瓜人的手艺，高手一般在百分之
八十左右。 幼苗娇嫩，嫁接幼苗要有大姑娘
绣花的巧劲，还要有面对枯燥重复动作的耐
心。 他们用锋利的小刀，把南瓜幼苗茎斜着
削掉上面的叶片，再把拔出来的西瓜幼苗茎
斜着削掉根部， 两个斜口相对完全吻合，用
小夹子夹在一起。 一个棚要两三万棵苗，7
个棚的苗，够他们忙的。
忙了一腊月，春节放松两天，初二三如
果天气晴好，就得陆续把成活的小苗移植到
棚里。隔着塑料地膜在瓜沟里间隔三四十厘
米打坑，把苗连土从塑料小盆里取出来种进
坑里，周边压上细土。 在屋里成长的幼苗移
植到棚里，棚里气温低，瓜垄上还要插上竹
板或柳条的小拱子，再覆盖一层塑料膜，从
上到下一共五层塑料膜护驾。 改变了环境
和温度，幼苗适应几天后开始疯长，秧蔓和
叶子迅速粗壮肥大。 妹子和妹夫控制着每
棵苗的长势。 一根瓜秧只留三个主瓜蔓，侧
蔓出一个剪掉一个， 三个瓜蔓上只留一颗
瓜，雌花一开，摘下雄花人工授粉，朵花授
粉成功小西瓜就保住了， 其他两个瓜蔓上
不留瓜， 这两根蔓是促进根部养分往上输
送的配角。“瓜见瓜二十八”，再接下来的一
个月里，全天维护这个“独生子”。 浇水施肥
都得看长势，迟了影响长个，早了不但疯秧
还怕把瓜淹死。 同时，还要盯着温度计重复
着揭膜盖膜。 一共五层塑料膜，随着气温，
最早撤下围裙一样的那一层， 再揭掉小拱
膜，白天棚内外温度基本一样时，揭掉棚内
的大膜 。 这样就还剩一层地膜和棚顶一层
厚膜，棚顶膜看温度和湿度变化，每天开透
气口的大小。
今年瓜价比往年高一点，妹子公公布满
皱纹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妹子摘瓜
回来，身上衣服被汗水湿透，头发湿漉漉地
贴在黝黑的脸上。 我问：“为什么不雇人摘
瓜，只当老板娘收钱？”妹子看着瓜棚满脸爱
惜地说：“自己天天看着长大的瓜，每个瓜都
像自己的孩子，怕别人毛手毛脚的伤着。 ”
“结成曦日三危露，泻出流霞九酿浆。 ”
台头西瓜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极品， 更是
台头人的骄傲，“弘历福”品牌的畅销，凝结
着台头人的心血。

夫妻之间

妻子的温馨提示
董国宾

在我家，言语的表白是没有号召力的。 我要做
的事，甭管对错，谁也别想阻拦。 有时做事确实过了
头，妻子好言相劝，不顶用。 话说多了，婆婆妈妈地
招人厌，我一句也听不进去。 妻子激动起来，难免言
辞激烈，我可不吃那一套。 我这火爆脾气，蹦起来能
把屋顶戳个洞。 但是，妻子的那一个个
“温馨提示”，
却软化了我的心。
那年春节，我家的客厅里挂上了一个精致的镜
框，周边还点缀着粉红色的花朵，特别显眼。 我好奇
地凑上前去，上面是妻子写的几行温馨提示：“新年
到了，让我们在欢乐的气氛里，共同经营一个和谐
而民主的家！ ”说起来，我这人挺霸道的。 前一年除
夕，吃过年夜饭，各家各户都在看中央电视台春晚
直播，我家却发生了分歧。 我一点也不问妻子和儿
子的感受，不由分说夺过电视遥控器，将中央台换
成了地方台。 地方台有个电视连续剧让我着了迷，
36 集一集不落地看下来，恰巧那天是大结局，想让
我错过时机换台看春晚，门儿都没有。 儿子强烈抗
议，一句话被我呵退。 妻子大发一阵牢骚后，也只好
偃旗息鼓。 其实，家庭成员之间，任何人与我较劲，
都是白费力。 我常常在外人面前自夸，在家里，咱是
绝对的权威。 而如今妻子的这个温馨提示新颖而独
特，亲切而欢愉。 我耳目一新，眼前突然一亮，家这
个概念猛地在心里扎了根。 我深刻意识到，家是一
个亟待重新思考的问题。 我又奇怪地问自己，平日
里，家庭之间过多的言语交流，怎么就一点感觉也
没有呢，倒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如此亲切
地闯进了我心里。 绚丽的烟花在除夕的灯火里绽
放，中央台春晚直播就要开始了，我把电视遥控器
往茶几上一放，高兴地说：“我们家的民主，就从今
天开始吧！ ”
不几天， 又一个醒目的温馨提示出现了：“家，
需要持久的民主与和谐，迈开脚步走下去哦。 ”我很
是乐意接受这种方式的劝告，恣肆骄横的我，在这
样一个个小小的温馨提示中改变着。 从此以后，想
事情作决断，我不再一意孤行，而是更多地为家人
着想，考虑我们这个共同的家。
我有个好习惯，就是不饮酒，旧友相逢，也顶
多喝上一杯啤酒，但抽烟是万万不可或缺的事情。
起初，还算说得过去，每天一包聊以消闲，后来抽
烟成癖，每周要抽上两条烟。 街头散步，与人闲聊，
身上揣几盒香烟，那是最为惬意的事。 回到家里，
依然烟不离口，弄得大室小居烟雾弥漫，老婆、孩
子极为不满。 妻子无数次劝我戒烟，我都当作耳旁
风，根本听不进去。 那天，又一个温馨提示闯进了
我的视线。 与往常不同的，那是一幅漫画。 一名男
子仰面缭绕烟雾，身边男孩一边剧咳，一边向妈妈
伸出茫然的手。 若是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画面，也
许会视而不见， 然而， 它生动地出现在我的生活
中，怎能不令我幡然醒悟。 当再一个温馨提示出现
时，便是我发表戒烟感言的时刻。 那是我用沉甸甸
的笔刻上去的：“戒烟是件快乐的事情， 那会给一
个家庭带来欢乐和温馨。 ”
妻子是一位教师，她想出这样的办法，用一个
个亲切简明的温馨提示，改变着我，经营着一个和
谐欢乐温馨的家，我很是感佩她。 我还想说的是，同
样一件事情，换一种新颖的表达方式，效果真的会
更好。

人到中年，很多人都会如我
有此番感悟 ： 回 首 半 生 ， 最 值 得
怀念的还是那个曾经懵懂无知
的学生时代。
时光如流水， 尽管我离开
学校已 快 30 年 了 ， 但 脑 海 里 挥
之不去的还是当初那个多愁善
侯
感的无知少年， 更不会忘记老
秀
师们那一张张或严厉如父或慈
芹
祥如母的亲切面庞。
记得从小学开设作文课直
到高中， 我一直有幸得到语文
老师的青睐。 最盼望语文课上
老师夸赞我的作文如何好，然
后把我的文章制作成油印的小
报在班级里传阅， 我的心里比
吃了蜜还甜。
当时， 班里参加所有的语
文竞赛、作 文 竞 赛 、 演 讲 比 赛 都
非我莫属。 最骄傲的是我刚升
入高一去县里参加作文竞赛，
居然拿到了高中组全县第一的
好成绩。 当然，这功劳要首推教
了我三年初中语文的杨老师。 只是当时杨老师已调离了中
旺中学，我们也彻底断了联系。
犹记得当年我是以全镇第二的好成绩考入中旺中学的，
受宠若惊地被班主任任命为班里的学习委员。 而在所有的功
课里，我最爱上的还是语文课。 正因如此，就像教过我的语文
老师都喜欢我一样，我也同样喜欢着他们。 因杨老师是唯一
的女老师，又非常和善慈爱，我与她便有了更多的接触。
当时的职工宿舍就在学校的后院， 老师们大多离开
家，步行百十多米就到了教室，而我们课余则更方便到老
师的家里玩。 记得最爱听杨老师讲关于文学创作的话题。
透过她娓娓道来的讲述，更加深了我对文学的喜爱。 梦想
的种子也在小小的心田里生根发芽。
杨老师不但耐心传授我们文化知识，还会常常讲一些
人生的道理来影射和约束正值叛逆期的我们。 她的讲解能
丝丝入扣，攫住我们的心。
记忆最深的是杨老师向我们讲述的一个小女孩的不幸
经历：杨老师刚刚上小学的女儿班里有个可怜的小女孩，没
有妈妈，只和自己不务正业的爸爸相依为命，家里穷得叮当
响，冬天要来了，小女孩身上的衣着还是很单薄……老师讲
到动情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小女孩的经历同样也深深触
动了我的心。
在那个日子相对都很紧巴的年代里， 我极力寻思着要
为那个未曾谋面的小女孩子做些什么。 经母亲同意，母亲
帮我把妹妹穿小的棉裤找出来，并收拾得干净、柔软。 我
想：小女孩穿在身上一定会很暖和。
一天晚自习后，我和杨老师出发了。 当时没有路灯，路
上一片漆黑。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很长一段坑洼不平
的路， 在一条狭窄幽深的巷子里， 几经迂回终于找到了那
个破败不堪的“小窝”。 当看到那个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
小女孩孤苦无依地坐在晦暗的煤油灯下时，我一下子抑制
不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
从此以后，我便多了一份牵挂。 而杨老师更是不断地
接济她，还常常托自己的女儿给她带一些学习用品。 后来
我得知，那次我们之所以能摸黑找到她家，是因为之前杨
老师就曾经去关照过她。
后来，小女孩的叔叔收留了她。 她的日子渐渐好转。 由
于住的不远的缘故，我经常会见到那个渐已长大成人的小
女孩，直至她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美满的家。 每次看到她，
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杨老师，想到她曾引领我走过的那
一段坑洼不平的夜路。 杨老师善良慈爱的形象永远定格在
我成长的记忆里。 正是那段经历，教会了我正直、善良。
虽然，我终因一点意外事件，偏离了最初梦想的轨迹，
与大学的门槛擦肩而过， 但在内心深处无论岁月如何变
迁，我唯念念不忘的是当初老师的谆谆教导和深深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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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诗二首
郑玉桥

翩翩起舞

她一落地儿就是残疾。 两腿如弓， 走起路
来，一只手要先扶住了墙壁，即使这样，身子也
是一起一伏，像跳着舞蹈。 老姑奶奶的样子是
不能下田劳动的， 她连走出大门的机会也没
有，虽然她有一张美丽的脸。 她的任务是做饭，
喂鸡，清扫院子。 她喜欢洁净。 扫屋子，清除垃
圾，她都干得样样出色。
她闲时也种几株大麦熟在院角， 夏天就总
是开得灼灼艳艳，一院子的蜂飞蝶舞。 每年的
春天，花还没有萌芽，她就开始为花根松土，浇
水。 我的植花技艺便得益于她，那时我被好奇
心驱使，常绕在她旁边，看着她很吃力地走来
走去，总觉得她是个很有趣味的人。
天气好的傍晚，她总会摇摆出大门，将身体
放在槛子上。 此时，夕阳会像一个守时的朋友，
准时光顾她的小院， 而她做的晚饭也熟了，这
是一段很轻闲自在的时光。 紧闭了一下午的木
门，被她推开了。 兴奋的阳光从她扶着木门的
手指缝里滑出去，山墙竟神奇地呈现一个四方
形的“戏台”，她慢慢地坐下去，看那即将上演
的一场戏。
演戏的是我、三哥、红和别的伙伴们，演戏
就是几个人在台上扮角乱打， 偶尔也唱样板
戏，最多时演的是智取。 我瘦，只能演杨子荣，
三哥演鸠山，红的身体胖，演座山雕最合适不
过，但很多的时候，戏总是演不完，我就被三哥
逗哭了，戏演不下去，人就起哄，“杨子荣又让
鸠山打哭了！ ”我被羞得总是红了脸跑回家里
告状，老姑奶奶也笑得开心。 她一笑，就露一嘴
小白牙，身子一起一伏，颤抖着。 有时她会用那
双手去关门，用她的话叫作“谢幕”，标志着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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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 摄

剧的终止。 她一边谢着幕一边喊，不演了，不
演了，让你们自由发挥吧。她的语气含着一些
责备， 有时她会大声地说几句不中听的话来
表示她的不满， 但大多的时候， 她都是愉快
的，有时她会用手抚摸我的头，哄我，一只小
手还捏我的脚趾，一边唱：

致敬军医

致敬白衣天使

一声令下三军动，
威武雄师勇向前。
八架战鹰如电掣，
四城机场似风躜。
精心决策传佳话，
高效实施写美篇。
步履匆匆行色壮，
疾驰奔赴火神山。

白衣天使满征尘，
最壮逆行中外闻。
协力除夕驱病疫，
比肩斗魅献青春。
亲情舍弃风节亮，
生死无牵道义贞。
沥胆披肝怜汉水，
神州上下颂医林。

着：“鸡登隔壁有力量——
—”（至今不知这几个字
怎么个写法）我们也都跟着她学，也伸出两个手
指绕着，嘴里喃喃着：鸡登隔壁有力量……现在
想来，那神情有如渐入佳境的小沙弥在念经，快
乐不必说，还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神秘。
想起来，老姑奶奶是一个最能调和人们矛

永不回来
杜树党

点点点点小脚
小脚疼要出脓
掐掐捏捏
不疼才是好汉——
—
我那时年纪小，又胆子小，她总护着我，
她并不怎么关心“戏”的内容，只要孩子们喜
欢，她就是最高兴的了。有时教我们唱几句京
戏，跟学校里讲课的老师似的。有一天三哥非
要演杨子荣，让我演鸠山，我就又哭了，老姑
奶奶说：
“
算了算了，不演了，别哭了。 ”然后她
就把头贴在大门的墙角上， 说墙内有虫子唱
歌。 我们一听，果然丝丝缕缕地，像蛐蛐在吟
唱。 然后她又伸出两个手指，绕着圈子，喃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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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和事佬儿，这是因为她慈爱，更是因为她
的柔弱。 她没有一个成年的朋友与知音，对于
我们的淘气，为了不孤单，她只能慈爱地表现
迁就和忍耐。
没有夕照的傍晚，也来做跳房子的游戏，这
游戏的权力本来属于女孩子，但我们实在无聊，
也学着女孩子跳，老姑奶奶是不能跳的，她的腿
让她只能坐着，只能用眼睛瞅着我们当评判。
有一段时间， 老姑奶奶家的门紧紧闭着，
因为她弟弟终于结婚了。 她弟弟娶了一个胖胖
的女人，却总嫌她吃白饭，时时怂恿婆婆要将
她嫁出去。
可是，有哪一个男人愿意讨一个残疾的女

人做老婆？ 老姑奶奶的脸显得更白了。 那时我已
上了小学，背个布书包，有时逃学去她家玩。 她家
有湿湿的潮气，有一种说不出的气息，而她依旧
闲不住，扫地、擦桌子、洗碗、做饭。 后来，不知道
谁说老姑奶奶患了肺病，令人恐惧的传染病。 父
母们害怕被传染，就都下令让孩子们不去她家门
口玩，甚至连红也故意冷落她。 有时放学，我会望
见她在大门口呆坐，我就会躲避着绕开，不敢从
她家的门前走过。 现在想来，我们的无知，在那时
竟如此残忍地伤害了一个软弱无助的人呵！
一个秋天的午后， 我和红正站在巷北高坡子
上面玩一种游戏，一个人手执短木棒子，将一个两
头尖尖的小木条狠狠打出去， 一个人再跑出去将
它扔回来。 我的手突然没有了力气，手中的短木棒
子一下飞出去，正打在红那条宽宽的厚厚的上唇。
当我用一张白纸贴在红的伤口上， 我看见老姑奶
奶被一个人背上了一辆贴着红喜字的苇席篷马
车， 马车拉着她出了小村。 我和红忽然明白了什
么，一起向着马车跑去。 我们边追边喊，可是我们
终于没能追上那辆马车。 在我们的视线里，马车成
了一个小黑点点，我们便坐在地上大哭。
我哭着问母亲：
“
老姑奶奶去哪儿了？ ”母亲告
诉我：
“
老姑奶奶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给人家当
媳妇。 ”我问：
“
还回来吗？ “
” 老姑奶奶是人家的人
了，也许会回来看她的母亲吧。 ”母亲难过地说。
多少年了，从村子里嫁出去的女人，我总能
见到她们回来，看她们的父母，没有父母的也会
一年来几次祭祀他们的父母和死去的亲人，可是
我却始终没有看见老姑奶奶的影子。 我真的不知
道她现在是活着还是已不在人世， 如果她还活
着，她现在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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