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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菜篮子工程”见证了改革开放
以来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在无数曾
经的乡村少年心中，水果“自由”可能是一
种更加深刻的舌尖记忆。

一

我爱吃酸。别人吃不了几瓣就可能倒
牙的青橘，却是我最喜欢的水果。这种嗜
好大概是与生俱来的。上世纪80年代初，
温饱问题才刚刚解决，水果在农村还算是
稀罕物，不是走亲访友，农村人很少专门买
水果，市集上的水果也很贫乏。母亲那时
怀着我，有一次从医院检查回来，向来不喜
酸的她，却突然想吃橘子。于是检查结束
回家时，父亲特意在街上买了点青橘。那
年月乡下常说“酸儿辣女”，我的出生似乎
为此又添了一个佐证。

记忆里，农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
有不少空地，但少有人用来栽种果树，大
都开辟成了小小的菜园，周边用篱笆围
住，以免鸡鸭祸害。那篱笆来年竟然开
花了，粉红的花朵，淡黄的花蕊，香味不
浓，伴着绿色的枝条煞是好看，我们称之
为“墙角藜”，很多年后才知道它还有个
非常唯美文艺的名字：木槿。木槿围绕的
篱笆里，会结出一茬茬农村孩子喜欢吃的
水果——如西红柿、黄瓜、小香瓜等，如
果这些也算水果的话，不知道慰藉了多
少儿童贪吃的肠胃。

比起这些长在乡下田园里的土“水
果”，街市上购买的水果自然上档次多了。
那时走亲戚，多买苹果和红橘，取平安和祝
福之意，有买桃子和梨子的，也不会被人意
会成“逃离”的意思，这四样大概算是那时
的水果“老四件”。西瓜虽然最受欢迎，但
主要是在夏天。至于李子、杏子、枣子、柿
子等后来近乎泛滥的水果，其实并不常见，
或者说不常吃，也吃不起。

包干到户后，农民家里余粮是有了，
却还是没什么余钱。每到秋天，一些外地
三轮车就拖着一袋袋苹果、梨子、橘子来
到乡下，用大喇叭叫唤着：“换水果喽，换

水果喽⋯⋯”于是，不一会儿，就有很多孩
子拉着大人，从家里扛来才打下不久的稻
子，挑挑拣拣、讨价还价，每样都换上一些，
然后蹦蹦跳跳回家去。

往后，这些三轮车来得越来越少。不
少人家在房前屋后种上了果树，常见的是
桃梨柿橘和葡萄，不常见的枇杷、石榴、枣
树、柚子树也有。不过街上的水果还是少
有人买。父亲在院子里也种了几棵桃树和
梨，后来又种了葡萄、橘树和柿树，每到挂
果季节，我就和姐姐在树下数着数着，一起
把时光数短，把年月数长。

二

那些年月说也奇怪，种什么似乎都很
艰难，即使花再多心思，也往往产量一般。
与之相反的是那时的村庄，虽然土地贫瘠
薄产，“人气”却很足，少有人外出务工，大
多还凭借着祖祖辈辈传承的技艺，深耕着
庄稼地，侍弄着菜园子，用双手种植出一家
老小的欢颜笑语。

隔壁五叔家先种了两株桃树苗，那
小小的毛桃虽然不大，却还算可口。父
亲被我和姐姐羡慕的目光打动，于是也
买回四五株桃树苗，据卖苗人说，这种桃
子又大又甜。可惜，不知道是栽种方法
的问题，还是肥料养分不够的缘故，后来
结的桃子又小又硬，青涩得很。可是，毕
竟是自家种的桃子，可以随便吃，可以拿
来向小朋友们炫耀，这种满足感是桃子
本身代替不了的。父亲很不高兴。他是
个要强的人，嘴上不说，心里却并不舒
服，于是隔年又从街上小贩那里挑了几
棵树种栽了下去，却没想到后来结的还
是一样又小又涩的毛桃。

父亲失望之余，终于忍不住将那些桃
树砍掉了，唯独剩下有点奇怪的一株。说
它奇怪，是因为它不像一般桃树三年就能
结果，而是差不多五年，而且这果实并不像
一般桃子形状，倒是有点像是袖珍至极的
南瓜，扁扁圆圆的，成熟后青红交加，煞是
好看，吃起来也很香甜，只是长不太大。孤

陋寡闻的我们，并不知道这品种的桃子就
是那“传说”中的蟠桃。但是，不管怎么说，
在那个小村庄里，在左邻右舍之间，我家的
蟠桃树确实是独一份的，倒也引来了不少
乡邻尤其是小朋友们的好奇。

现在想来，父亲或许是在圆一个属于
自己的水果梦。记得他带着我和姐姐种果
树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往事。那是父亲
年少还未分家的时候，整个家族叔伯兄弟
们几十号人都住在圩埂上面的祖上老屋。
在那个吃饭都还成问题的年代，水果更是
稀罕之物。父亲偶然得到一颗桃子，恋恋
不舍吃完后就将桃核埋在了老屋后的泥土
里，没想到来年春天竟然发了芽。父亲珍
而重之地保护起来，用心浇水，悉心照拂。
有一年，桃树终于开始挂果了，却因为叔伯
们分家，将桃树所在的宅基地划走了，桃树
也因为建屋被砍掉了。而那桃树结的就是
少见的扁圆形蟠桃。

三

慢慢地，各家院子里的果树种类变得
多了起来，早先的稀罕物，忽如一夜春风
来，变成了不足为奇的“标配”。

生平第一次吃香蕉，是在一个阴雨的
周末。我和姐姐正在家做作业，邻家奶奶
的小女儿打工回来，买了一些香蕉给家里
人尝鲜。邻家奶奶于是也送来两根给我和
姐姐。在十一二岁的少年心中，大概并没
有什么孔融让梨的道德感，我和姐姐立马
就无师自通地吃了起来。那香甜温软的口
感，让品尝吞咽的间隙变得其短无比，以至
于很有一种“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
枣”的错觉，还拿着散发着清香味的香蕉
皮，自然地舔舐起来。很多年后，我和姐姐
还回忆起那个午后的阴雨天，以及那因为
香蕉而带来的味觉盛宴。

姐姐没有读完初中就外出打工了。还
记得那天，随着家门口的三轮车送姐姐到
车站。看着姐姐背着比自己不小多少的包
裹上了汽车，一种矛盾的情绪在心里蔓延
开来，有不舍也有羡慕，有难过也有渴望。

随车而去的，有我们在无数夜晚讨论的城
市幻想。然而，那些年打工挣钱很难。十
几岁的姐姐在外面大半年，也没有带回多
少钱，不过却拎回一个大大的菠萝。我们
看着这厚厚的皮，都不知道怎么吃，问姐
姐，她也没吃过。于是，只好用菜刀从中间
劈开，然后切成四块，一家四口一人一块正
好。这新鲜的菠萝，闻着挺香甜，咬起来硬
生生的，那酸涩甜辣的滋味刺激着味蕾，给
了舌尖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奇。这菠萝颇不
经吃，一会儿就吃完了，只觉嘴唇火辣辣地
疼，再看看对方，都是红肿着的。姐姐不由
埋怨起卖水果的小贩，以为买了还未成熟
的菠萝。

头一次看见荔枝是在县城。中考时，
我们这些乡下孩子，也被大巴车集中拖到
县城的考点参考。从未见识过县城热闹
喧嚷的我们，一时间“乱花渐欲迷人眼”。
在看考点回来的路上，我们从一个小巷步
行穿过，一个妇人在巷口叫卖着荔枝，荔
枝浸泡在水里，绛红带青，串如葡萄，有吃
过的同学就介绍，这荔枝只有城里卖，又
如何甘甜，如何价贵，然后自然是一片咋
舌与吞津之声。在夏日炎炎的巷道里，那
荔枝仿佛一串串珍贵的宝石一样，在清澈
的水里散发出丝丝凉意的光芒，烙印在充
满渴望的心间。

后来，吃到或者认识一些不曾吃过的
水果，天南海北的，国内国外的，当季反季
的，新种变种的，野生家养的⋯⋯奇怪的
是，见得越多，吃得越多，心中的渴望和新
奇就越来越少。直到某一天才发现，当生
活被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无数水果包
围后，那曾经心心念念的水果，就会像自由
呼吸的空气一样变得不可察觉，变得平常
平凡。纵使依然有很多价格高昂的水果不
能随意消费，却再也没有了最初仰望星空
如梦的心绪。

很多事物都是如此。我想，大概是这
么多年来，我们国家的路越走越开阔，越
走越绵长，也让所有人的心胸和视野跟着
慢慢而快速地开阔与绵长起来。

水果自由
□ 何亚兵

我从学生时代起一直便对鲁迅先生满怀敬意，陆续拜读过他
的不少作品，近来旅沪期间又多次参观虹口区鲁迅公园内的鲁迅
纪念馆、瞻仰先生最后的安息地。鲁迅爱人许广平的深情回忆《景
云深处是吾家》，唤起了我对景云里的浓厚兴趣与向往之情。位于
横浜路 35 弄的景云里，为鲁迅与许广平 1927 年开始羁旅上海时
的首个生活居住地，如今则已成为上海市一处风韵独特的历史文
化遗迹。

一个下午，我按照“鲁迅小道”的指引，先后参观了鲁迅纪念
馆、“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向南辗转几个小巷，不一会儿便
来到了景云里。

景云里建成于1925年，现尚存有数排三层石库门式砖木结构
老建筑，斑驳的墙壁、陈旧的门窗、屋顶上的砖瓦乃至里弄内的小
道等，都布满了岁月沧桑的留痕。我来到这里时因为接近傍晚，里
弄内近来开辟的鲁迅与文化名人陈列馆已经闭馆谢客，好在有热
心人指点，我相继找寻到鲁迅、叶圣陶、茅盾等文化名人在此的旧
居。尽管这些旧居现在都已成了居民寓所，但我还是一一地拍照
定格了下来，以便从流年碎影中寻觅出一些历史人文印迹。

不久后，我叩访鲁迅在上海的拉摩斯公寓（今北川公寓）和大
陆新村两处旧居，以及内山书店、公啡咖啡馆、“木刻讲习会”旧址
后，再次来到了景云里。但见鲁迅与文化名人陈列馆内，一楼天井
墙壁上存有“鲁迅小道”示意图，客厅内主要展示相关的实物、照片
和影像，二楼陈列着一些名人手稿和往来书信，三楼则已辟为名人
书房。如今，这里已成为了人们纪念和缅怀鲁迅先生的又一个文
化空间。与附近人流不断的多伦路相比，景云里内倒是显得比较
清静。负责接待访客的余女士十分热情地向我介绍了鲁迅住在景
云里期间的生活、写作状况，以及先后寓居在这里的叶圣陶、茅盾、
柔石、周建人和冯雪峰等名人的活动情况。

1927 年 10 月 3 日鲁迅与许广平抵沪后，先是落脚于共和旅
馆，10月8日正式租住景云里23号。因为某些缘故，他们在1928
年 9 月 9 日迁入同里弄的 18 号、1929 年 2 月 21 日又搬入隔壁的
17号居住，在此期间喜得儿子周海婴。1931年5月12日，鲁迅全
家移居附近的拉摩斯公寓（今北川公寓），1933年4月11日又迁至
大陆新村寓所，直至鲁迅逝世⋯⋯鲁迅寓居景云里时，不仅用手中
的“金不换”毛笔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作品，而且编辑《语丝》，和郁达
夫等人合办《奔流》，又与柔石等人组织“朝花社”等，还常与不少文
化人交往，相互之间结下了情谊⋯⋯由于1931年初坊间盛传当局
欲通缉鲁迅的消息，他获悉后便不得不暂离寓所避难。

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叶圣陶寓居景云里期间，写下了长篇
小说《倪焕之》等；1927 年茅盾为躲避当局通缉而秘密蛰居此处，
亦创作出《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柔石在此则写下
了代表作《二月》《为奴隶的母亲》，鲁迅对柔石等人英年遇难倍感
心痛，曾经动情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冯雪峰在此翻译了不
少文艺理论著述等；1928年《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者陈望道与他
人合作创办的大江书铺，就设址于景云里4号。一时间，景云里一
带成了不少文化人的活动聚集地。随着当时社会风云变幻，这里
还发生了一些轶闻故事⋯⋯所有这些，皆为景云里增添了不少历
史沧桑感和人文底蕴。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重镇之一，上海亦是
现代新文学运动的发祥地和策源地。我在内心不禁深深地感叹：
景云里确实堪称沪上“文化名人第一里”也！

造访景云里后，我对鲁迅先生有了更为深刻的思想认识。
鲁迅既是一位勇敢地以笔为刃、向封建落后思想作坚决斗争的

文化战士，也是位内心和蔼友善的普通人，有着常人的喜怒哀
乐和儿女情长，正如其在《自嘲》和《答客诮》诗中吟道：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无情未必真豪

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
於菟”，以及他在借清人何瓦琴之句题赠瞿秋白的
书法条幅中所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
同怀视之”⋯⋯鲁迅目光敏锐，富于理性睿智，刚
中有柔，感情丰沛且乐于助人，竭其所能、时有善
举。昔日刘和珍、韦素园、柔石、萧红、萧军、冯雪
峰、瞿秋白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仿佛又浮现
在了我的眼前。

寻觅鲁迅先生的足迹，不仅让我看到了一个有
骨气、有情感和有血肉的鲁迅，还在我心中树立起一

个更为客观真实、生动而富有个性的伟人形象，由此
更加对鲁迅先生充满了敬仰和爱戴之情。

鲁迅与景云里
□ 周安庆

女儿房间外有个飘窗阳台，除了放置
空调室外机，还有一棵花椒树。花椒树有
一米来高，拇指粗的褐色树干。

今年春天的某一个早晨，女儿惊呼花
椒树滋出了翠嫩的芽儿，全家人都拥过去
看。因为这些年来，这棵花椒树活了又枯，
枯而再活，捉摸不透。去年沉睡了一年，今
年，花椒树像睡美人似的又“醒”了，细锯齿
边的椭圆叶子，像粘在树上的绿色羽毛，散
发出独特的辛香。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这棵花椒树的来
历。

十年前，女儿上二年级，我们在学校附近
租了个房子。房子不大，而且老旧，住户多数
是老年人，或者是如我们这样的陪读户。

一天，全家正在小客厅吃晚饭，“咚
咚咚——咚咚！”房间大门忽然震响。我开
了门，门口站着一位瘦高个老者，一头稀疏
白发。我问，您有事情吗？他说：“打扰你们
吃饭，大家都很忙，只能在这个时间点上门
收垃圾费了，半年60块钱，我们这幢楼的住
户是轮流负责收的，这次轮到我。”老人家声
音洪亮，笑容满面，但他好像不是在跟我说

话，而是背诵陈述。我请他进来坐坐，他也
没有反应。我把钱交给他，他清点过后，认
真地撕了张收据给我，而后中气十足地笑着
说了声“再见”。又去敲对面的门了，“咚咚
咚——咚咚”！

日子久了，知道那个白发老者住在我
们这个单元的5楼，姓赵，常看到他拎了个
红桶，提着锹或者锄头，步履稳健地上下楼
梯。一回生二回熟。见到他，我总是笑着
打个招呼，他看到我也笑。后来我发现，他
在楼西北角的旮旯里，用砖头围了两张饭
桌面大小的一块地，里面栽了些树苗。

有次闲暇，见他在楼拐角忙乎，我便凑
近去看。地里没有一根杂草，黑土翻得松
软又平整，苗木高矮参差，品种不一。老人
家见我看得饶有兴味，就点数起他的园栽：

“香椿树、枣树、栀子树、无花果树⋯⋯我是
想起什么树，就栽什么树。”他抿了嘴笑，似
乎有些腼腆。我说，你这个玩法很好呢，既
锻炼了身体，还做了绿化。他一边呵呵地
笑，一边点头，指着才栽好的两棵树苗说，
这是花椒树。我问，是那种可以作食材的
花椒吗？他说是呢。他又说到花椒的作

用，讲起了花椒的历史，以及他打理小树苗
的七七八八，讲得认真又得意。

此后，只要碰到他，或者看到他在楼角
的小园子里，我都主动跟他打招呼。好几
次，他笑着鼓足嗓门对我说：“不好意思啊，
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见他提水下楼，我
要帮他拎一段路，次次都被他谢绝。他说，

“我可以的，年纪再大，能动还是要坚持活
动，能动是福气哟！”

女儿上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计划搬
家。那天下班一到家，妻子就告诉我，听说
我们要搬走，楼上的赵老送了一棵花椒树
给我们，正好可以栽在新房子里女儿窗户
外面。我看到鞋柜边用旧报纸裹了红绳子
系着的花椒树，根须上粘着褐色泥土。

一棵花椒树就栽在了我家新居 12 楼
的飘窗阳台上。

第二年，花椒树吐芽长叶，并且结出了
几丛绿豆般大小的果实，由嫩青而紫红。
其实，当花椒还是果实青葱之时，妻子就摘
下了几粒连着几片叶子，用在了烧鱼炖肉
上。全家都说味道好。

没想到，花椒树生长两年后就枯了！

第四年春天没有发芽长叶。惋惜之余，略
觉歉疚。我认为是楼高缺土，没接地气。

天呐！它竟然又发芽了！这简直是个
奇迹。第五个春季，某一天，女儿的惊讶声
惊动了全家。但是，像是在捉迷藏，活了两
年后，花椒树又枯了。我曾建议多弄点土上
来给花椒树壅壅根。妻子说不是土的原因。

难道是，花椒树在放任它的心情？想
发芽长叶就发芽长叶，不乐意了，就尽情
地“躺平”？

生活中真正的美好，常常不在刻意于
当时，而是多少年后想起来，心头还能涌
起一线暖流。花椒树的“神奇”，让我时
而想起那个白发稀疏却又中气十足的
微笑老者。他应该快90岁了吧。他的
苗圃里，是否又多了些他“忽然想种
的”树苗？

这棵空中的花椒树，像个悬疑
片似的，每年开春之前，都给我们全
家送上一个“盲盒”。其答案，或是
惊喜，或是唏嘘。不过，那一抹辛香
的绿茵茵的希望总在某个时间点。
一转眼，女儿今年都上大学了。

空中有棵花椒树
□ 李晓巧

大姐吴凤珍于今年 8 月 12 日逝世，也
算活到“米寿”之年，可据着读者对她的希
冀，和她对读者的热爱，她应该再活下去，
多为读者捧出些烟火人间的文字。重病期
间，她仍用笔在纸上划啊划的，平时娟秀的
文字歪歪斜斜，表达的内容却清晰明白，是
老底子苏州人的饮食起居、风俗民情。

大姐一辈子写一座城市，一辈子写婆
婆妈妈家长里短，怪不得当年陆文夫说她
的文字是“古城遗珠”，说她的写作是“诚
实的劳动”。大姐和陆文夫是同代文学
人，亦师亦友，江苏文学杂志《雨花》1957
年 1 月的创刊号上，就登载着大姐和陆文
夫的小说。嗣后大姐的作品多次上过《人
民文学》。

大姐从小就体弱多病，自喻几回差点
做了“阎罗王的点心”。在她正当读书的年
龄，因为弟妹陆续降生，家庭负担不断加
重，她初中毕业就被迫辍学参加了工作，过

早跋涉在生活的坎坷路途。我犹记得她上
完夜班拖着脚步回家的疲惫神态——哪有
少女的风采？

大姐做的是电话局话务员的工作，常
常上夜班，母亲为了营养大姐的身体，每天
买两角钱猪肝，煮汤给她喝。我们知道这
猪肝的分量，从不敢觊觎。大姐弱归弱，可
在单位里是最出色的一个，不仅工作出色，
业余文体活动同样出色，后来居然走上了
文学创作之路，几次斩获全国邮电系统文
学创作大奖。那时正上中学的大哥常常为
作文伤透脑筋，就求大姐代笔，他的同学也
要大姐代笔，大姐“手到擒来”，同一个作文
题可以写出几篇内容和风格不同的文章。
那时在大姐周围聚拢了许多文学青年，我
家就是聚会的场所。他们聚会，大姐把我
们几个“小八腊子”赶上楼去，我就着楼板
的缝隙看他们朗诵诗文、争论问题，潜移默
化中竟也感染得许多文气。此生有幸，老

天给我摊上这么一位嫡亲的大姐，在她手
把手的牵引下，我也走上了我们视如生命
的文学之路。

大姐在文学道路上步态踏实，不东张
西望，不仰视，不俯视，不走花步，不走邪
道，始终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即使在下
放苏北农村十余年的岁月里，依然坚定不
移。按大姐的文学成就，她是完全可以跻
身文艺界、弄个头衔或一官半职的，可她到
退休一直是个邮电工人、业余作者。有人
替她惋惜，有人笑她痴愚，但她还是她，活
得坦然，有滋有味。平时她到菜场买菜踽
踽而行，完全是个市井老妪形象，可在电脑
前（大姐早学会电脑写作了）却是精骛八
极、心游万仞，那一派天马行空、特立独行
的气度令我折服。

大姐在生理上确已老了，可心理依然
年轻，并且天真。我每次与她谈文学，可以
竟日不倦，有时清茶一杯，深夜相对，言到

动情处，两人不禁热泪盈眶。文学需要真
血肉、真性情，这一点，我在大姐身上学得
了不少。

“到大姐身边去”成了我人生和文学道
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如同到母亲膝下一
般。当我困囿于宠辱得失、进退维谷时，一
个声音就会向我呼唤：“到大姐身边去！”到
得大姐身边，不需言语指点迷津，我自会心
镇神定，豁然开朗。大姐的人品和文品在
故乡的文学圈子里有口皆碑。有次，我乘
火车，听旅客闲聊，聊着聊着，居然聊到了
大姐的名字和作品。我为之欣慰。这便是
对一位作家最好的褒奖了。

如今大姐远行，我突然有种无依无靠的
感觉——母亲去世后大姐就承袭了母亲的
位子，如今大姐走了，我虽有疼我爱我的二
姐及弟妹，但文学和精神方面却永失知音。

大姐啊大姐，你教会我做人和作文，让
我永远受用、永远感恩！

我的大姐吴凤珍
□ 吴翼民

王正心 摄

夏的姿态夏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