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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爱酒，总说：“我有一壶酒，
足以慰风尘。”我那时年幼，似懂非
懂。

第一次喝下许多酒，是在情窦初
开的年纪。我喜欢班上一个男生，但
毕业三年，从未重逢，只能凭借三年
前的回忆勾勒他现在的容颜。我在
炎炎夏日，回乡与友人相聚。一年多
没见，我们的眼底都抹上了青春期特
有的忧伤。

是夜，星月无光，稻田沉默。我
俩偷偷提了两瓶啤酒，溜回友人的房
间。四下环顾，我发现角落里竟放着
一部陈旧的录音机。友人笑着说：

“我姑姑以前买的，还能用。”她随手
取来一盒磁带装上，忧伤的音乐便从
陈旧的机器里跑了出来。

我们沉默相对，直到喝下第一口
冰凉的酒，居然同时说出同一句话：

“我喜欢一个男生……”她毫无保留
地对我诉说萌动的青春，我亦如是。
友人翻箱倒柜地找当年的毕业照，找
到后，捧腹大笑：“他哪里配得上你？
不配，不值得。”

我也笑，笑里有酸涩的味道。录
音机里正播着放陈升的《把悲伤留给
自己》：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
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
乐起来的理由/我想我可以忍住悲
伤/假装生命中没有你……

歌声沧桑凄然，仿佛一股巨大的

悲伤将我困住，我端起酒杯，记忆伴
着泪水，一同滚过喉咙。

多年以后，回首往事，我竟很难
忆起有关那个男生的一切，只记得友
人对我的宽慰。它比星月璀璨，比回
忆久远。

热爱行走，所以我常年走南闯
北。喜欢在黄昏出发，坐一列火车到
远方。我总是想通过一壶酒，去体会
当地的文化。于是，我在阳朔喝桂花
酒，在湘西喝女儿红，在绍兴品花雕
酒。我最偏爱的还是花雕酒，在绍兴
旅行时，每日必喝。

住在绍兴古镇附近的民宿，日暮
归来，总要到咸亨酒店品咂一碗花雕
酒、吃一碟茴香豆，才心满意足地回
到下榻处。那一碗馥郁芬芳、甘香醇
厚的老酒，能化解一天的舟车劳顿。
送黄昏，迎彩霞，我踏着青石板，看着
悠悠碧水里的乌篷船，只觉心情愉
悦，心境平静，忽然有些明白父亲常
说的“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的意
思了。

不再是轻易借酒消愁，让酒入愁
肠化作相思泪的女孩，但我仍旧喜欢
与酒相伴，爱酒而不嗜酒如命。尤其
喜欢，在春日里，煮酒一壶，听歌一
曲，悠然神飞。桃李春风一杯酒，江
湖夜雨十年灯。即便是借酒忆友人，
我也是面带微笑的。

跻身社会的丛林，喝酒其实是避

免不了的。我接触过的领导都爱喝
红酒，觥筹交错间，高脚杯里的一抹
抹绯红便游走到了每个人的脸上。

哪怕是红酒，喝得多了，也是要
醉的，更别说一些本来就不胜酒力的
人。有时，我看到大伙儿斗酒，前仆
后继地醉倒在酒桌上，心里颇为感
慨。记得包利民在《与酒相遇，醉了
一生》一书中写到：酒场之上没有真
正的胜者，铁打的酒桶流水的醉客，
千万人醉倒之后，只有酒依然如故。
最终的胜者，是酒。

是啊，每一个人都不是最终的胜
者，我们都只是红尘酒场里的匆匆过
客。街灯满目，我只有站在窗前，抿
一口母亲亲手酿的梅子酒，才能抚慰
那颗惶恐孤寂的心。

父亲爱喝酒，母亲爱酿酒。一坛
酒，酿多久，才能有幸福的味道？母
亲絮絮叨叨地说：“梅子酒酿好，等半
年就可以喝了，糯米酒得久一点，一
年吧，最好再久一点……”

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酿酒
的妇人，喝过她们酿的梅子酒，但始
终觉得母亲酿的梅子酒是这世间最
好喝的酒。那一杯杯透亮、香醇的梅
子酒，流经唇齿，流入肠胃，酸甜清
芳，久久回甘。有一次，同事到我的
出租屋做客，笑称要品尝一下被我夸
上天的我母亲酿的梅子酒。我连忙
给她倒了一杯，只见她慢慢喝着，细

细品味着，尔后笑言：“确实不错，不
过也不至于天下第一啦！”但她理解
我，茶是故乡浓，酒是故乡醇。

我身子孱弱，生产后时常手脚冰
凉。父亲来探望我时，竟带来一瓶
酒。丈夫侧目而视：“爸，倩倩还在哺
乳期，不适宜喝酒吧？”父亲咧嘴一
笑，连连摆手，原来那是他酿造的药
酒，给我泡脚用的。我听后，大为感
动。父亲振振有词，早晚各泡一次，
半个月后保管不再手脚冰凉。

丈夫转忧为喜，如获至宝，天天
伺候我泡脚。酒香氤氲，拂走我初为
人母的惶然。

多年未见的友人早已结婚生子，
她来到我家见此情景，笑嘻嘻地悄声
说：“倩，这个男人好，是最好的一个，
配得上你。”我浅笑不语，思绪蔓延，
想起了“把悲伤留给自己”的那个夜
晚，与她对饮，是酒与她的陪伴抚慰
了我的愁思。

日子慢了下来，我在酒香中思忆
绵长，像是忽然从世间的一切艰辛困
顿中解脱出来，过往的种种铺天盖地
地袭来。我方完全体会到，父亲常说
的“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的宽广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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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慰风尘
□ 罗倩仪

同事阿梅利用年休假同事阿梅利用年休假，，自费去海自费去海
南旅游了一趟南旅游了一趟。。上班后上班后，，阿梅不仅给阿梅不仅给
办公室每人带了一件小纪念品办公室每人带了一件小纪念品，，还带还带
过来一大摞照片过来一大摞照片。。一阵一阵““谢谢谢谢””之后之后，，
我和柳姨我和柳姨、、刘胜就围着看照片刘胜就围着看照片，，一张一张
一张地看一张地看，，却多是风景照却多是风景照，，只有几张只有几张
阿梅老公的照片阿梅老公的照片，，阿梅自己的一张也阿梅自己的一张也
没有没有。。

““怎么怎么，，你没有在海南留下美人你没有在海南留下美人
照照？？””柳姨笑着问阿梅柳姨笑着问阿梅，，我和刘胜也流我和刘胜也流
露出期盼的眼神露出期盼的眼神。。““什么什么‘‘美人照美人照’’呀呀，，
我照得太丑了我照得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不好意思拿出来。。””阿阿
梅虽然有点扭捏梅虽然有点扭捏，，但手已经伸到包里但手已经伸到包里
了了。。““还是别看吧还是别看吧！！我照得太难看我照得太难看
了了。。””阿梅仍有点不好意思阿梅仍有点不好意思。。说时迟说时迟，，
那时快那时快，，柳姨已从阿梅的包里柳姨已从阿梅的包里““抢抢””出出
了照片了照片。。

又是一张一张地看又是一张一张地看。。其实其实，，照片照片
照得不错照得不错，，这反而令我有种莫名的失这反而令我有种莫名的失
望望。。现实中的阿梅有些瘦弱现实中的阿梅有些瘦弱，，但在照但在照
片上就成了苗条了片上就成了苗条了，，脸上的皱纹也被脸上的皱纹也被
笑容遮掩笑容遮掩。。尽管如此尽管如此，，我们看照片的我们看照片的
时候时候，，阿梅还是阿梅还是““借故借故””出去了出去了———或—或

许她是真的不好意思许她是真的不好意思。。
我不解地说我不解地说：：““真没想到真没想到，，阿梅今阿梅今

天特别谦虚天特别谦虚，，一个劲儿地说自己照得一个劲儿地说自己照得
不好不好。。””刘胜也附和道刘胜也附和道：：““平时她的自平时她的自
我感觉总是特别好我感觉总是特别好。。””柳姨挥了挥手柳姨挥了挥手：：

““你们男人真是太粗心了你们男人真是太粗心了，，一点不懂一点不懂
女人的心思女人的心思！！””她看了看我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又看了看
刘胜刘胜，，还到门口张望了一下还到门口张望了一下，，继续说继续说：：

““你们以为阿梅是真的谦虚你们以为阿梅是真的谦虚？？她说照她说照
片照得不好片照得不好，，其实潜台词是其实潜台词是‘‘人长得人长得
好好，，只是没照好只是没照好’’，，人家这是人家这是‘‘曲线自曲线自
夸夸’’啊啊！！””

我仔细琢磨我仔细琢磨，，嘿嘿嘿嘿，，还真有点那还真有点那
么回事么回事。。

下班回家的路上下班回家的路上，，我还在想着阿我还在想着阿
梅的弯弯绕说话技巧梅的弯弯绕说话技巧，，瞬间火花一瞬间火花一
闪闪，，竟然获得了实用性的启发竟然获得了实用性的启发———我—我
也要用这种弯弯绕的方法也要用这种弯弯绕的方法，，提醒提醒提醒提醒
楼上的户主楼上的户主。。

说起来话有点长说起来话有点长。。上个月上个月，，楼上楼上
人家添置了一台钢琴人家添置了一台钢琴，，我们家便多了我们家便多了
些声音些声音———尤其在休息的时候—尤其在休息的时候，，再美再美
妙的钢琴声也只能是躁音妙的钢琴声也只能是躁音。。我妻子我妻子

一直就有点神经衰弱一直就有点神经衰弱，，睡眠时间就更睡眠时间就更
少了少了。。一周后一周后，，我觉得有必要对楼上我觉得有必要对楼上
人家说一说了人家说一说了，，妻子很要面子妻子很要面子：：““都住都住
在一幢楼里在一幢楼里，，关系闹僵了不太好关系闹僵了不太好，，说说
不定他们以后会注意一点的不定他们以后会注意一点的。。””我觉我觉
得有点道理得有点道理，，也就按兵未动了也就按兵未动了。。没料没料
到到，，这以后的半个多月这以后的半个多月，，楼上的琴声楼上的琴声

““产出时间产出时间””更没有规律了更没有规律了，，太太的脸太太的脸
也因此变得蜡黄蜡黄的也因此变得蜡黄蜡黄的。。我每次要我每次要
上门提醒提醒楼上人家上门提醒提醒楼上人家，，妻子都制止妻子都制止
我我：：““你的脾气不好你的脾气不好，，一碰面肯定要吵一碰面肯定要吵
架……架……””

晚饭后晚饭后，，我对妻子说了阿梅的我对妻子说了阿梅的
““曲线自夸曲线自夸””，，并决定对楼上人家也采并决定对楼上人家也采
取取““曲线提醒曲线提醒””，，并细说了并细说了““提醒方提醒方
案案””。。妻子终于同意了妻子终于同意了：：““这个方法很这个方法很
好好，，最好能让你的幽默发挥点作用最好能让你的幽默发挥点作用。。””
我点头称是我点头称是。。

那天晚上那天晚上，，电视刚转播完一场足电视刚转播完一场足
球赛球赛，，我就按响了楼上人家的门铃我就按响了楼上人家的门铃。。
我知道楼上男主人很喜欢足球我知道楼上男主人很喜欢足球，，便说便说
是来聊聊球赛是来聊聊球赛。。男主人的兴奋劲儿男主人的兴奋劲儿
就上来了就上来了，，对我吐出一大堆足球明对我吐出一大堆足球明

星星。。我则谦虚地说我则谦虚地说：：““看足球只是我看足球只是我
的第三爱好的第三爱好，，听钢琴才是我的第二爱听钢琴才是我的第二爱
好好。。””接下来接下来，，话题就转到钢琴上来话题就转到钢琴上来
了了。。原来原来，，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喜欢弹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喜欢弹
钢琴钢琴，，他本人对钢琴也没什么兴趣他本人对钢琴也没什么兴趣。。
我便壮着胆子说了几首钢琴名曲我便壮着胆子说了几首钢琴名曲，，最最
后特别强调后特别强调：：““只要听到钢琴的声音只要听到钢琴的声音，，
电视里再好看的足球比赛电视里再好看的足球比赛，，我也不会我也不会
看看。。道理很简单道理很简单———第三爱好必须—第三爱好必须
让位于第二爱好让位于第二爱好！！””男主人顺势问道男主人顺势问道：：

““那你的第一爱好是什么那你的第一爱好是什么？？””我笑着我笑着
说说：：““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的第一爱好是睡我的第一爱好是睡
眠眠。。所以所以，，当我进入第一爱好当我进入第一爱好（（睡眠睡眠））
时时，，第二爱好就……第二爱好就……””

““不必说了不必说了，，不必说了不必说了，，我知道你我知道你
的意思啦的意思啦！！以后以后，，我让她们弹琴时一我让她们弹琴时一
定要关窗子定要关窗子，，该大家睡眠时不能弹琴该大家睡眠时不能弹琴
…………””男主人的反应也挺机敏男主人的反应也挺机敏。。

那天，我正在公园里散步，感受着人
与自然的和谐，沐浴着灿然奔放的时
光。突然，一声响亮的啼哭声急急传来，
循声望去，一个小女孩“哇哇”地哭着扑
在妈妈的怀里，妈妈心疼地捂着小女孩
的腿。原来，小女孩在花丛里玩耍，不小
心划破了腿，鲜血流了出来。我走过去，
急忙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创可贴，递给小
姑娘的妈妈，创可贴贴在了小女孩的腿
上。鲜血止住了，小女孩的哭声嘎然而
止。小女孩的妈妈向我说了一声“谢
谢”。小姑娘甜甜地喊了我一声“叔
叔”。我心想，幸亏刚才路过药店时买了
一点常用药。

第二天，我照例来到公园散步，又遇
到了那个小女孩。小女孩蹦蹦跳跳，可
爱得像个精灵。小女孩娇嗔地朝我微
笑：“叔叔，送给你。”小女孩一边说，一边
递给我一大块巧克力。我说：“小朋友，
谢谢你，叔叔不要。叔叔吃了巧克力会
发胖的。”小女孩就是不肯，我仍然挥手
拒绝。小女孩不高兴了，撇嘴要哭。小
女孩的妈妈说话了：“拿着吧，这是孩子
的心意。昨天幸亏遇到了你，孩子都吓
坏了。”我急忙说：“我也没做什么，不就
是一张创可贴嘛？！”我执拗不过，只好接
过来。小女孩笑了，笑得十分甜爽。第
三天，小女孩又送给了我一瓶果茶。

第四天第四天，，我照例出去散步我照例出去散步，，只是没有只是没有
去公园去公园，，我怕再遇到小女孩我怕再遇到小女孩，，有意躲避她有意躲避她
的盛情的盛情。。可转念一想可转念一想，，唉唉，，一张创可贴哪一张创可贴哪
有那么多牵念有那么多牵念。。我笑了我笑了，，笑自己想得太笑自己想得太
多了多了。。我在公园附近漫步我在公园附近漫步，，正要回去时正要回去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叔叔叔叔，，
你让我们等好久了哟你让我们等好久了哟！！””我转头一看我转头一看，，又又
是那个小女孩是那个小女孩。。小女孩的妈妈说小女孩的妈妈说：：““怎么怎么

没去公园呀？孩子到处找你呢！”她话音
未落，小女孩就急急地拿出了一张画：

“叔叔，我把你画在上面了，这样就能天
天看到你啦。”我仔细一看，小女孩画的
是一个戴眼睛的年轻人亲切地和一个漂
亮小姑娘牵着手在公园里行走，旁边是绽
放的花朵，还有蓝蓝的天空、洁白的云以
及展翅飞来的小燕子，画的上面还写着醒
目的“叔叔牵着我的手”几个字。想必那
个戴眼睛的年轻人就是我，那个漂亮的小
姑娘就是小女孩了。小女孩还从妈妈的
手提包里，拿出一小盒上等的茶叶送给
我。这一次，我的心弦被深深地触动了。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一张创可贴就
是一滴水，一滴水就是一点爱，这不起眼
的一点爱，怎会有如此的厚度呢？！

回到家里，我看到儿子在拾掇玩具。
儿子见我来了，高兴地说：“爸爸，放学的
时候，我特别想吃口香糖，口水都流出来
了，是同学掏钱给我买了一包口香糖。我
要把这个电动遥控车送给他。”啊，我震惊
了。一包口香糖才一两块钱，这电动遥控
车可是我出差时在外地买的，要上百元
呢！此刻，我突然真切体验到了那一张创
可贴的温度和那一点爱的厚度。

一点爱，哪怕是极细微极渺小的一
点爱，或许薄如青烟，或许细若游丝，但
它是一点晶莹，一缕温情，一份纯真，一
片诚恳。爱，能在细微处闪光，即便只是
那么一点爱，也是一首动听的歌！

小区东门旁的一条巷子里，常常有
一位七十岁左右的阿姨在那儿卖烤红
薯。阿姨笑语盈盈，性格温和，再加上她
的烤红薯糯软香甜、价格公道，因而每天
来买烤红薯的人很多。

那天，我到阿姨的摊前买烤红薯。
阿姨把红薯包好递给我，我拿起手机准
备扫她的微信二维码付钱。我的手机刚
对准二维码，阿姨突然说：“别扫那个码，
扫这一个。”阿姨指了指旁边的另一个微
信二维码。我奇怪地问：“那个码刚才不
也有人扫过吗？两个码不都是一样的
吗？”“不一样。这两个码，一个是我大儿
媳妇的，一个是二儿媳妇的。两个码轮
流扫，保持进账平衡啊！”阿姨微笑着告
诉我。

没想到，阿姨每天卖烤红薯的钱，都进
了两个儿媳妇的“腰包”了。付完钱，我替
她打抱不平：“你的两个儿媳妇也太不地道
了，你这么辛苦，她们还来‘搜刮’……”阿
姨听了，赶紧连连摆手：“你误会了，我那
两个儿媳妇，可是十里八村打着灯笼都
难找的哦……”

阿姨告诉我，她家住在郊区，常年以
种红薯、卖烤红薯为乐。去年，她得一场
大病住进了医院。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

妇都在外地打工，老伴一个人伺候心有
余而力不足。很快，两个儿媳妇听说婆
婆生病后，义无反顾地赶了回来。她们
轮流照顾婆婆，给她端屎端尿，翻身按摩
……为此，她们常常没睡个好觉。在两
个儿媳的精心护理下，两个月后，老人恢
复了健康。

老人恢复健康后，不顾儿子儿媳的
反对，又推着烤炉，走街串巷做起了卖烤
红薯的生意。在两个儿媳妇重返工作岗
位之前，老人郑重其事地对她们说：“你
们把微信里的收款码给我，我每天的营
业款都打给你们。”儿媳们吃了一惊，说
什么也不肯。老人嘴一撇：“你们不是常
说，让妈晚年过得快乐吗？这就是让妈
过得快乐的一件事
啊！”经过一番“软
磨硬泡”，老人最终

“得偿所愿”。
阿姨说，每当

听到顾客扫描两个
二维码发出的“滴”
的一声响，她就能
感觉到，远方的两
个儿媳妇，在对着
她笑哩。

这些年，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
全社会平均年龄普遍提高。资料显示，
2018 年，中国人人均年龄已达 75 岁，有
些经济发达城市已经号称平均年龄达
80 岁了，80 岁以下的人“都不好意思死
了”。另一方面，为了安慰不同年龄人
们的心理，网络上也有人发布过未经官
方证实的非正式标准，说什么15岁至40
岁算青年，40岁至60岁算中年。像我这
种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男人，目前
到社会上操，就略有点尴尬：说是青年
呢，肯定自己都不好意思承认了；说是中
年人呢，又有点偏老，已经挨近老年人的
边边了。

在四川方言语境中，称我们这种不老
不少的男人为“爆烟子老头”。上周，参加
朋友聚会，有一个60岁左右的兄长，开口
闭口“本老太爷”如何如何，激起公愤：“你
爆烟子老头一枚，称啥子老太爷哦？”因为
在四川人的心境中，敢称“老太爷”的，一
般至少70岁以上。55岁至65岁上下的，
充其量只能称为“爆烟子老头”。

这就直接导致一个年龄概念问题。
有一次餐会，一个朋友问我：“汪老师，你
对四川方言还算有研究，那就说一下啥
子叫‘爆烟子老头’噻！”这不仅涉及四川
方言的词义问题，还进而要考证出四川
方言的词源——探讨四川方言每一个词
的由来。我当时无言以对，后来分析，

“爆烟子老头”从词语的构成讲，是一个
偏正词组，中心词是“老头”，这没毛病，
要搞清楚这个词的关键是作为修饰关系
的“爆烟子”。

四川方言的每一个词汇往往都是有
相互联系的。搜肠刮肚，我突然想起在

农村称什么为“爆烟子”。上世纪80年代
以前，农村不仅缺衣少食还缺柴烧，很多
时候，从山上弄回来的柴草，略略一晒，
还没晒干就塞入灶孔里烧。烧这种柴的
一个特征是：在灶孔里经过短时间烘干
后，先是冒出一股浓烟，然后爆发式地突
然燃烧，很多没得烧火经验的人常常被
这种爆发式的大火烧掉额前的刘海。像
这种倒干不湿的柴就被民间称为“爆烟
子柴”。这种柴的主要特征就是“倒干不
湿”，引申开来，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年龄

“倒老不少”，也就是介于老年和中年之
间的年龄，这种老头就叫“爆烟子老
头”。65岁以上的男人，那就是人们心目
中的真老头了。

为什么生活中只听说过“爆烟子老
头”，没听人称过这个年龄阶段的女士为

“爆烟子老婆婆”呢？因为女士们对年龄
的敏感度普遍更高，不仅很多人自己要
装嫩，全社会有修养有绅士风度的男人
们还要像对待“皇帝的新衣”一样来违心
地帮她们装嫩，女人有些年龄段不可说
不能说不好说——那就是从中年到老
年。如果哪个不知趣的男士称60岁左右
的女士为“婆婆”，那极有可能要揽到“大
活路”的——这也是为什么港台电视称
70岁的女士都叫“小姐”的原因。所以，
一向以幽默尖刻著称的四川方言都只有

“爆烟子老头”一说而没有“爆烟子老婆
婆”的称谓。

爆烟子老头
□ 汪古翔

两个二维码
□ 顾士忠

小小创可贴
□ 董国宾

说话弯弯绕
□ 霍寿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