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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结婚后，能负责买菜的男人
就算是一个好男人。而我为这个家买
了近二十年的菜，应该算得上好好男
人了。

刚开始买菜时，菜市场的男人很少，
清一色的少妇或老太婆，见我提篮买菜，
不看菜都看我：这男人真算个爷们，给家
里买菜，替老婆分忧，好，真是好。少妇碰
到我买菜，冲我一微笑，自觉让出位子，叫
我先买。老大妈见到我，热情地给我传授
买菜经验，帮我分辨菜的好坏。在女人堆
里有我这么个男人买菜，尽受女人的呵
护，感到男人买菜真好。

男人买菜和女人不同。女人买菜，
非把菜市场转遍不可，然后再货比十
家，能看上眼的菜，也一定要和卖菜的
老板你来我往，唇枪舌战，先说这菜的
缺点，再把价格压低，最后成交，皆大欢
喜。女人们是把逛商场的乐趣用在了
买菜上。逛商场和逛菜市场一个样，反
正都是逛。我则不然，认准一家，也不
搞价，一问价格，说要多少，一称过后，
掏钱走人，干净利落。买的回数多了，

搞得卖菜的美丽少妇也不好意思给我
高价菜。只是常见我买菜的女人们，打
趣地问我，你是不是看上那卖菜的女老
板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男人买菜的乐趣在于能够感受到
人情的温暖。其实女人都比较同情买
菜的男人，我有个女同事，人长得漂亮，
在单位挺傲气，一般人她看不上，我和
她就没说过话。有一日，我们在菜市场
相见，她竟主动和我打招乎：“你也来买
菜？”说完一脸惊讶。然后非要带着我
转菜市场，一边走一边向我介绍什么菜
便宜，什么菜好吃。在她们的眼里，一
个大男人买菜，肯定挨宰没商量。在以
后买菜的日子里，这位女同事只要遇到
我，就要带我在菜市场转个够。

不知何时，菜市场买菜的男人多了
起来，男人们也学着女人们一样，讨价
还价，叽叽喳喳，挑肥拣瘦，为了一两菜
吹胡子瞪眼。但我依然在买菜中找到
了乐趣，在我看来，菜市场这么大，人那
么多，我一家一家地问，反复对比，从头
转到尾，最后购得一篮子菜，这本身就

是乐趣。一来锻炼了身体，二来了解了
行情。

菜市场也是个大千世界，买菜还能
在菜市场中看到人生百态。偌大一个
菜市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女人穿
着光亮油新，看似有钱，在买菜的时候，
却东挑西拣，找遍菜的毛病，目的就是
为了砍价；有的女人真叫一个横，对着
卖菜的先是一顿不讲理，然后就是我男
人是工商局的，意思是你别小看了我，
价格低点，到最后却算错了价，多给了
卖菜的十元钱；有的人斤斤计较，买菜
之前先吵上一通，也不说菜好不好，就
是来吵架的，然后一付菜钱就走，菜却
忘了拿……

其实，男人买菜是幸福的。男人买
菜，老婆就柔情。男人买菜，能买出和
谐的家来。

直到女儿十岁，我才给她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双雨靴。
雨靴是粉红色的，上面印着小猪佩奇的图案，看起来很萌。正是夏天，

雨靴买回来后，她便盼着下雨。可每天都是艳阳高照。女儿整天在手机
上翻看天气预报，总是嘀咕：“什么时候下雨呢？我好想下雨，穿着靴子去
外面走一走呀。”

我听完忍不住哈哈大笑。她跟我说过无数次要买双靴子，说每次下
雨，那些穿靴子的同学总是很得意，故意使劲踩水坑，溅得周围同学一身
泥水。我们家就在学校门口，全是水泥路，出行很方便。又因为小时候总
是穿雨靴，觉得穿笨重不透气的雨靴出行很难受，因而这十年里，当女儿
表现出对一双雨靴产生无限遐想时，我就会立马嗤笑：“那有啥好穿的，笨
重死了，还难看。”她想要一双雨鞋的愿望，就这样被我一再搁浅。

偶尔，我也会给她讲讲关于我讨厌雨靴的故事。小时候生活在农村，
上学必须经过一条土路，很不好走，每逢下雨天，满地都是蚯蚓，我自小最
怕这种软体动物，只得穿着笨重的靴子上学。那时候雨靴只有黑色，大人
考虑到孩子的脚长得快，一般都会买大两个码，走起路来更吃力了。班上
有几个同学离学校近，穿运动鞋就可以上学。我那时候极羡慕人家，觉得
他们下了课可以随意跑跑跳跳，轻松自在，不像穿雨靴的，十几个同学排
在一起走，就像日本鬼子进了村，那脚步声震耳欲聋。

后来，我在外地读中专，有了自主权，即使下很大雨，我也不穿雨靴。
虽然难免会把运动鞋打湿，可自己还是觉得轻松自在。

女儿出生后，一直都住在城里，道路都是干干净净的柏油路，下雨行
走很是方便，便没想过给她买雨靴。直到有一次，女儿跟我说起，她从来
没穿过雨靴，没有享受过穿着雨靴踩水的快乐，我才开始重视她关于雨靴
的愿望，所以才带她去商店买了一双合脚的雨靴。

昨天一早，下了蒙蒙细雨。我喊女儿起
床，听说下雨了，一向爱赖床的她一骨碌翻身
坐走，主动要求穿着雨靴陪我去市场买菜。一
起床，她便高高兴兴地把雨靴穿在脚上。雨点
很小，路面并没有打湿，她穿着雨靴，一边大踏
步走，一边兴奋地唱歌，全然不顾周围人异样
的眼光。我跟在后面，看着这个穿靴子的娃满
足和快乐的身影，不由得灿然一笑。

听了一场家庭教育讲座，于是我
想培养孩子的一种爱好。

周日，我和老婆穿上运动服，带着
六岁的儿子乐乐来到小区广场。我俩
拉开架式，开始打乒乓球，你拍我挡，
互不相让。当我赢了时，我便拍手大
叫，主要是为了刺激儿子，让他对乒乓
球产生兴趣。

不一会儿，我和老婆已汗流浃背，
我试探地问一旁的儿子：“儿子，长大
了打乒乓球吧，到时拿冠军得奖杯，那
甭提有多光彩了！”他却摇摇头：“不，
不，那太累了，我要当裁判。”

穿靴子的娃
□ 刘德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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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成林

买菜的男人
□ 李胜利

每逢中秋月圆时，最是相思盛满
意。

过了立秋时节，南方的秋天多了
几分凉意，枕着许多飘零的情愫，迎
来了阵阵桂花飘香，忽然想起儿时外
婆常唱起的“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
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啊，
张灯又结彩啊……”

这是外公最爱的一首歌曲，外公
出生在丹桂飘香、圆月当空的八月仲
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外曾祖父
取意“家圆才能月圆”给外公取名为家
月。外公是一名沙场老兵，曾跟随国
民革命军远征，后又转战北方战场，长
年战事，落下病根，到了晚年瘫痪在床
十余年，弥留之际最爱的莫过于他那
一身绿军装。我打小喜欢围着外公
转，外公也期许我能穿上绿军装。

每年外公过生日之时，外婆都会
在中秋节张罗一大家人围在一起舂糍
粑。糍粑是一种信物，洁白糯米是早
春时水田里的秧苗慢慢成长而来，秋
天成熟后收获满满一粮仓的稻谷，是
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外婆用甑子把糯
米蒸熟，让舅舅和叔辈们轮番上阵，用
干净的扁担在石臼（俗称怼窝）里七上
八下来来回回地舂。工夫不负有心
人，糯米饭被舂成了柔软可口的“年
糕”，再将其揉成团裹着干米粉压成圆
饼状，糍粑才算完成，一个圆圆的糍粑
在中秋节里成了美好的象征，寓意着

阖家团圆、吉祥如意、幸福美满。
一天的时光在热闹中过去，随着

“月上丹桂影婆娑”，我们也踏上了回
家的路。临走时，外婆特意准备了又
大又圆的糍粑让我给爷爷带回去。外
婆家离爷爷家足有十里地，快到爷爷
家房前时，浓密的竹林遮蔽了皎洁的
月光，爷爷家牛棚旁拴着的狗突然起
身狂吠，吓得我一激灵，一脚扎进牛粪
堆，糍粑也在不经意中飞向远方。

狗的叫声和我的哭声惊醒了睡
梦中的爷爷，爷爷打着手电筒赶来，
把我从粪堆里拉了出来。我夺过手
电筒四处搜寻糍粑的下落，终于发现
了它的踪迹。所幸，糍粑没有落入牛
粪堆，但沾上了少许牛粪。我越哭越
凶：“这是外婆让带回来的糍粑，被我
弄脏了。”爷爷安慰我说：“没事，拿回
去刮一下还可以吃”。

奶奶也被屋外的响动吵醒，披着
爷爷的蓝布衫站在堂屋门前，爷爷递
过糍粑给奶奶说：“把脏的刮了，烙来
给娃儿吃，这么晚了娃儿肯定也饿
了。”爷爷怕我嫌弃，给我讲起早些年
的故事：“他 13 岁时就跟着曾祖父下
田犁地，没吃没穿，饿了就吃树皮草
根充饥，有一次在犁田的时候偷吃了
田埂边的生豌豆闹肚子，险些丢了
命。到了父亲上学的时候，吃饭依旧
是大问题，煮好的红薯皮就是一家人
的主食。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也不要

糟蹋粮食。”故事还没听完，奶奶端着
烙好的糍粑从灶屋走了过来，两面金
黄的糍粑映衬着爷爷讲的故事，似乎
又多了些许味道。不论是牛粪的臭
还是糍粑扑鼻的酥香已不再重要，撒
上一勺白糖，一口咬下去，外焦里软、
糯滋滋的感觉别提多美味。这或许
才是家的味道，有家的地方才有团
聚，有团聚才有节日的气氛。一家人
不论吃什么，只要团聚在一起，才是
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嘴角洋溢出来
的全都是幸福的滋味。

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一次中秋节
是在外婆家给外公过80大寿。那天，
村里的邻里几乎全都到场，远在他乡
的亲戚也赶了回来。外婆给每一户
人家都准备了一个圆圆的糍粑，这一
天既是给外公过生日，又是中秋佳节
最好的祝福。外公过了他人生中的
最后一个生日和中秋节，翌年春天，
卧床十年的外公安详离去，一个老兵
的一生从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高中毕业那年秋天，我带着儿时
的梦想光荣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一员，遗憾的是外公没能等到亲自送
我“出征”，但我想外公肯定在另一个
地方看着我穿上绿军装。人有悲欢
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当兵走后第二
年，外婆也随外公的脚步去了。

离家去部队12年有余，再回到外
公家，墙上的老照片早已失去了往日

的光彩，舅舅举家住进了城里，昔日
屋檐下的欢声笑语也变得静谧。灶
屋门前的石臼长满了青苔，应该不会
再有人用它来舂糍粑了，它也注定被
珍藏在曾经的岁月里。

爷爷和奶奶搬进了父亲新建的
砖房里，随着时光流逝，他们脸上的
千沟万壑愈加深邃，奶奶仍然会倚在
堂屋门前盼着我探亲回家的身影出
现。老屋多年不住人，青瓦被野猫踩
踏得松垮不堪，房前的竹林已是风蚀
残年，地上年复一年堆叠的枯叶掩埋
了曾经的牛粪，爷爷家的牛棚早已退
出历史舞台，狗吠也销声匿迹。任凭
岁月流逝，风霜雨雪的洗礼，记忆始
终是那么清晰。似乎又听到爷爷唤
奶奶去烙糍粑的声音：“娃儿饿了，烙
来给娃儿吃”。

如今的中秋节，自家舂糍粑的习
俗渐渐淡去，换来的是琳琅满目包装
精美的月饼礼盒。尽管月饼口味繁
多，却少了些许有味道的故事。而我
犹记那些年舂糍粑的扁担头上黏住
的糯米膏，透着木头清新和糯米甜
香，在儿时的记忆里回味悠长。当
然，还有那个沾染过牛粪的糍粑......

此刻，楼下桂花树上的花蕾已是
繁星点点，馥郁馨香。白露过后是中
秋，故乡的明月，等我归时，在如水的
夜色里围坐院坝再与你畅叙。花好
月圆夜，欲把明月寄相思。

记性，指一个人的记忆能力。
“自己是该长点记性了！”“给你长点记性！”“长点记性吧你！”在这些

日常话语中，从“记性”派生出的“长记性”这个词，就很有深意了。
“长记性”，每当说这个词时，往往意味着某个人在某些方面做错了

事，为了让他（她）在这方面汲取深刻教训并牢牢记住，从而主动在某些
方面进行修正。亦或者，提醒某个人在某些方面要多思考、多长个心眼、
多留点心，不要稀里糊涂，不然很容易再次上当受骗。

最近，我就让儿子长了一回记性。
儿子十三岁的年纪，正开启青春期的历程，我们俗称“半截子娃

儿”。什么事情倒懂不懂，但又因为荷尔蒙的因素，不愿意听家长唠叨，
“青春年少轻狂”是对他们状态的最好写照。但一当离开家长的唠叨，他
们做事情又往往会出错，四川话叫作“落不到实”。

为了能让儿子早点改掉粗心大意的毛病，让他做事能够“落到实”，
我这个当妈的，只好跟他斗智斗勇，磨完“嘴皮子”的同时，还要跟他“耍
点心眼子”。

作为上班族的我们常常会为一件事情苦恼：孩子放暑假。究其原因
主要是暑期时间太长，接近两个月时间里，娃儿很可能在家“放敞马儿”
看电视玩游戏。家长要上班，想管又鞭长莫及，很无奈。

怎么办？给他报暑期补习班！让他在学习中充实自己、提升自己，
家长的各种担忧就会因此减去不少。

于是，我给儿子在成都报了一个暑期班，并在网上为他订了到成都
的高铁票，让他自行前往。

“记得带各科笔记本！”“记得带几件换洗衣服！”“记得带上身份证！”出发
前，我像其他大多数母亲一样，在儿子收拾行李的时候，各种唠叨不绝于口。

“妈，你烦不烦！我的各种东西都带上了，身份证也带上了，你满意
了嘛！”儿子很反感地回了我一句，我便知趣地打住。

不一会儿，儿子把行李箱收拾妥当，准备让我开车送他去高铁站。
这时候，我用余光瞥了一眼茶几上他的身份证，依旧安安静静地躺在那
里。于是，我再一次忍不住提醒：“想想看，还有啥东西忘记了的？”

“全带齐了，全带上了！”儿子自信满满地说。但他的身份证分明还
在茶几上，没有身份证，怎么坐高铁啊？这个“马大哈”，他竟然能够这么
自信，我决定给他“长点记性”！

于是，我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就陪着他下楼赶往高铁站。
不用想象，接下来一定会上演一个经典片段：一个小伙子在入站口

翻包翻得满头大汗，为的是寻找一张小小的身份证卡片。一个母亲却不
慌不忙地在一边袖手旁观，甚至还耐心地提示：“不着急，慢慢找，多看看
行李箱背包里有没有啊？”

“书包里，没有！”
“钱包里，没有！”
“行李箱里，还是没有！”
“啷个办呀！”还有30分钟发车，儿子一通翻包寻找，毫无悬念地一无

所获，急得满头大汗。
“好生想想，在家的时候我提醒你带，不晓得你听进去没有？”这个时

候，儿子蔫巴巴地回答：“我记得我带了的啊！”
我始终不告诉他答案，想让他亲自认识到自己的粗心大意会造成怎样

的后果。于是问他，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立马把翻开的包和行李箱收
拾好，很着急地让我开车载他返回家去找找，我很配合地开车往回飞奔。

回家，身份证也毫无悬念地呆在茶几上。
儿子飞快拿上身份证，下楼，上车，我立刻将车启动出发。
没有想到，儿子看了一下腕表，告诉我：“妈，这会儿去高铁站赶车已

经来不及了，回来的时候我看了时间，从高铁站回到家需要20多分钟，现
在只剩下几分钟，根本赶不上那趟车了！我看了时间段，改签其他车次，
赶不上今天的上课时间。坐公共汽车的话，同样赶不上上午的课，只有
你开车送我了！”

这个崽崽！在关键时候还比较冷静和理智，知道看时间并作出分析
和判断，这到让我有点出乎意料。

我点点头，然后很配合地开车前往成都，并让他在手机上操作高铁
票退票事宜。

“妈，到了发车时间，根本退不到票，这40元只有浪费了。如果我们
开车去成都，油费过路费会比高铁票的费用翻好几倍，这趟浪费大哦！”

“是哟，平常提醒你，老不想听，这下晓得厉害了！”“一个人的粗心，今
天看起来是损失了金钱，如果今后在学习和工作中，粗心可能会给自己、给
他人甚至给社会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于是，我又开启了唠叨模式，大通
说教一路相随。这一次，儿子没有了先前的抵触，而是很知趣地甩出一句：

“妈，啥也别说了，我长记性了！”
嘿嘿，我给儿子挖了个“坑”，眼睁睁地看着他往下跳，真是一个“狠

心”的妈。但让他长了记性，我却是
欣慰的。这之后的每次乘车，他不仅
自己的身份证不用旁人提醒就自觉
装好带上，还要提醒我们出门不要忘
了这样、那样。

看来，这个“坑”，管用。

长记性
□ 胡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