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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东方明珠

“看灯”是件大事情
□陈茂生

我的放牛生涯
□丁翔

世人忙忙碌碌，风风火火，如蚂蚁搬家

奔波于生活、工作，却忽视了身边的美好，

少有闲暇能静静安坐，观花开花落，云卷云

舒。其实，生活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有

的不过是柴米油盐的琐碎、人情世故的辗

转，是平常生活里的笑与泪，正如一句“四

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的平淡而已。

走进我的家乡——浦东，一座美丽又

充满活力的城市，让你放下内心深处的忙

碌，聆听内心的声音。近几年城乡变化巨

大，创建文明城区、卫生城市、和谐小区、生

态小镇、特色小镇、美丽乡村……不变的是

家乡那份舌尖上的浦东味道，老港雪菜酸

甜可口，三林崩瓜清脆香甜，翠冠蜜梨酥脆

美味，浦东糯玉米松软细腻……当然最让

我不能忘却的还是那故乡的水蜜桃！

在我的记忆里，春天，春风吹拂着桃

树，枝桠上慢慢地结出了花苞。几天后，桃

花相继开放了，花儿有的迎着轻轻的风先

开了，有的却不开，像怕羞的姑娘紧咬着嘴

唇，最后，花全开了。只见桃树上缀满了粉

红色的花朵，在风中跳着欢快的舞蹈。那

颜色，似粉玉，像胭脂……一片桃花浅深

处，似匀深浅妆！报春使者率先绽放，千朵

万朵压枝低，桃红叶绿，莺歌燕舞令人着

迷。偶有微风吹过，落下的桃花仍不改颜

色，点缀在草地上犹如一幅唯美的水彩画。

五月份的时候，桃子结了，桃树上挂满

了毛茸茸的小桃子，像一个个刚出生不久

的婴儿，粉嫩嫩的。盛夏时节，小桃子慢慢

长大，一个个光鲜圆润地挂满枝头，有的白

里透红，有的红里带白。一朵花，一个桃，

一棵树再到一片桃林红绿相间，晶莹剔透，

诱人的香味弥漫在整个桃林里，让人闭上

眼就能感受到一种温馨静谧……

七八月份，桃子熟了。它的颜色就像成

熟少女的脸，粉嫩透红，风吹过枝叶，只见它

若隐若现，美妙动人。这时候来到家乡果

园，摘下一个桃，剥开果皮，乳黄色的果肉

中掺杂着一丝丝的红。只要用手轻轻一

剥，皮便整块地掉了下来。这时，白嫩的果

肉就展现在眼前了，咬一口，得立刻喝一口

汁，不然，衣服、手、嘴上都会溅满甜汁。此

刻，细细品味，甜到心里，也凉到心里，满嘴

都是甜味，还有一股清香，真是沁人心脾。

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大人们也仿佛忘

却了忙碌与劳累，沉浸在这甜蜜的时光里。

桃也是我国最古老的果树之一，家乡

南汇水蜜桃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在许

多中医典籍中也有记载。桃的营养丰富，

解渴除烦，服食后令人神清气爽，能益气

血，深受人们的喜爱，中医认为桃有润肠、

活血、消积等功用，在配合治疗暑热、便秘、

闭经消化不良等病症方面，都有很好的功

效。家乡的水蜜桃就这样滋润着每一个儿

女的心。如果家乡是记忆深处的那座房，

那么乡味就是那扇永远不关的门，因为所

有孤寂和怀念，最终都会化作一口蜜桃汁，

然后归于那些平淡又不平凡的日常，让人

流连忘返，睡梦中回忆着甜甜的美好。

静听花开的声音，细品生活的意义，故

乡的水蜜桃是成长的缩影，就像延伸的生

活方式，延伸着生活的足迹与希望。在桃

花盛开的季节，虽然有花落的一天，但等待

着我们的会是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果实。生

活到处是美的回忆，笑看人生，云淡风轻。

前几天邻居家有争吵声。事情简单：

儿子欲外出看灯爹妈不允，“那么节日开灯

做啥呢？”面对提问大人似乎很无语。想想

也是，节日看灯的历史悠久，爹妈如此有点

武断了。

幼时，每逢重大节日，外滩和南京路

一带都会亮灯。乃至节前数周，看到那些

著名建筑物外墙装灯泡了，就有佳节将至

的心理愉悦。不过也仅节日前后那么几

天，像元宵节就让小孩拉拉兔子灯算了。

原因简单，电力紧张，晚上南京路商店橱

窗几乎都是黑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路上的灯越来越多、越来越亮。如今可以

说节日灯彩未必特别精彩，平日那些商业

中心的 LED灯和电脑加持的高科技灯光

秀也很璀璨；而观灯人潮依然“顶流”的原

因简单：节日观灯是添喜庆，平日看灯是

凑热闹。

很长一段时间里“节日看灯”是件大

事。那天全家早早吃晚饭并更衣，然后

主妇一边锁门一边和邻居招呼“到外滩

看灯去”。外滩马路禁行车辆、人流浩浩

荡荡“‘轧头势’结棍”，沪上俚语“轧头

势”意为拥挤得不得了。最让人印象深

刻的是第二天有关部门在南京路、外白

渡桥等处放置数只篓筐，在“失物招领”

标签下尽是各式掉落的鞋且都是单只。

在出租车还是奢侈品的年代，想着掉鞋

的那位单脚蹦跶回家的窘相，路人皆洒

笑而去。以后读到唐代张萧远“观灯”

诗：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妆。

歌钟喧夜更漏暗，罗绮满街尘土香。星

宿别从天畔出，莲花不向水中芳。宝钗

骤马多遗落，依旧明朝在路傍。感叹“此

乃真‘穿越’！”

元宵节晚，车过外滩；雨后初停，满目

晶莹。搬离老宅后暌违夜外滩久矣，看半

空中灿若油画般的和平饭店、海关大楼

……迎面而来又徐徐而去，有些相识不相

认的感慨。路边欢声笑语、人声鼎沸，密

麻麻的观灯人群中除去外来游客更多还

是年轻人。也许会有老上海拽拽地不屑：

有啥好看？白天晚上一个样，实为大谬。

白天看型、晚上看势，感觉大不同。节日

灯光再璀璨还靠“四分硬件、六分人气”烘

托。去年此时疫情趋紧，繁华街头灯光依

旧却人迹冷清，那番情景曾令许多人泪

目。

常说窗户是建筑的眼睛，那么灯光就

是建筑的灵魂；而那些无人居住、夜晚一片

漆黑的住宅被讽为“鬼屋”。在刚结束的

“人口普查”中，普查员对疏于申报的人群

就采取“白天看窗户，晚上数灯光”的办法，

窗微启灯摇曳，上门登记便能成功。装修

新房，装灯大多是最后的环节，“亮灯”代表

“入住”，人气由此而生。阳台宽敞的可多

装几个灯，住别墅了院子尽可以灯影婆娑

一番。有灯，表明有人生活，建筑就有了生

命，有诗曰“每一盏灯下都是一个温馨的

家”。

人类发现了火，继而创造了灯。原为

照明的灯何时移到户外装点景观，需要专

家考证。但一定在北宋前，有辛弃疾《青玉

案·元夕》为证：“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

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

壶光转，一夜鱼龙舞。”李商隐的《观灯乐》

表明唐代已有此盛况“月色灯山满帝都，香

车宝盖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

人赛紫姑。”更早的《楚辞》记载“兰膏明烛，

华镫错些”，成语“华灯初上”由此而来。当

年的流行歌曲里“夜上海，你就是座不夜

城”就是很高的赞誉。

电够了、灯多了；屋里够亮再装点建筑

外观，打扮城市夜空，引人群围观。热热闹

闹的后面实际是生产力增长，生活水平提

升，城市向前发展。至于“那么节日开灯做

啥呢？”当然是看，看书看城市看世界的大

事情。古人用“摩肩接踵”形容人多，疫情

之下需要保持安全距离，“摩肩”不行，有

“接踵”就可。

今年是牛年，说牛的文章很多。我

也来讲一段自己小时候的放牛生涯。

那是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为了增加

一点家庭收入，父亲就向生产队提出，把

他负责犁田的一头牛，牵到家里饲养。

当时，耕牛是由上面分配饲料和专门搭

建牛棚的，我们只要每天让牛吃好就可

以了。

那时读书，远没现在这样复杂和繁

忙。于是，承担了饲养耕牛的任务后，这

个活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我家饲养的那头耕牛，是一种“水

牛”，南方特点鲜明，是专门用来耕田、整

田的。那时，还没有什么拖拉机等农用

机具，因此生产队对耕牛一类的动物宝

贝得很，特别关照要饲养好。父亲对我

的养牛教育是必须的。我也认真听，在

饲养过程中，不但按时给牛喂水、喂食，

还常常清理打扫牛棚。

农闲时期，水牛的劳动时间不多。

每天放学后，我便牵牛出去游玩和吃喝，

也因此收获了许多乐趣。

有一次，我把牛赶到生产队一处比

较开阔的地方，那里不但长满了青草，还

有一条小河，对岸是一片小树林，林地上

有丰盛的花草。春天时，那里是一片优

美的天地，我一直想过去看看，无奈河上

没有桥，只能与水牛一样，望草兴叹了。

这次，我打定主意要过去。我想，水牛应

该是天生会游泳的。我就用手指划着对

岸的小树林，对牛说：你蹲下身体，让我

骑在你身上，我们一起过去，到那边看

看，好吗？说完，我盯着水牛看，水牛也

盯着我看，还甩了甩尾巴，好像是告诉

我：可以的。

看到这个动作，我心里自然就高兴

起来。我把随身带的书包往头上一顶，

拍了拍牛背，示意它蹲下，让我骑上去。

也许与我有了特殊的情感，水牛竟然顺

从地伏下身体，前两只脚跪下，后两只脚

稍微蹲了一点，我就顺势爬上牛背，牵着

牛绳，向河滩边走去。水牛下水了，我很

怕，弄不好水牛一个动作，把我掀在河

里，游泳技术不行的我，危险是不用多讲

的。而且还要弄湿课本，事情就大了。

正在担扰时，只见水牛驮着我，昂着头，

奋力划动四条腿，一会就把我送到了对

岸。我连忙顺势站到牛头上，用力一蹬，

跳到了岸边，水牛也随即爬上了岸，抖了

抖它那黑里透亮的牛毛，大步走进了小

树林，对着那些嫩绿新鲜的青草，愉快地

啃了起来。我们在小树林里转悠，心情

是相同的。水牛在啃着青草时，我忽然

想起，今天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没做好。

四周望了望，没有可供我伏“桌”的地方，

正在犹虑时，又看到了“庞然大物”水牛，

如今它已被我饲养得膘肥体壮。如我在

它的牛背上做作业，不是很好吗？于是，

我又拍了拍牛背，示意它蹲下来，为我当

一回“课桌”。

已经喝足吃饱的水牛，好像感觉到

了我的需求，竟然把四条腿一下子都蹲

在地上，这副乖巧的模样让我兴奋不

已。于是，我取出课本、练习册和铅笔

盒，伏在牛背上，认真地做起作业来。

骑在牛背上看书是我的习惯，而在牛背

上做作业，还是第一次，如此善解人意

的水牛，自然激起了我对它更多的爱

护。

当放牛娃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快

毕业的时候。结束了放牛生涯，我加入

了农业劳动的行列，对那头老水牛的情

感也体会得更深了。孺子牛的精神，在

我心里逐渐滋养而成。吃进草，献出宝，

拓荒牛的勤劳是不变的。

老胡，名建华，与其相识多年，原只知

他识茶，凡茶叶他都能叫出名；近才知道他

深谙茶道，他置“茶居”，建“茶圈”，以茶会

友，以茶聚缘；跟随茶季，跑茶林场；隔三差

五，刷“茶圈”，侃茶经；吆五喝六，邀“茶

友”，论茶道，吸附“茶粉”。我进“茶圈”，成

“茶粉”，一些茶识茶礼，盖源于老胡！

闲有可栖，沏茶读书，卧听风雨，这是

阳春白雪的中国生活之美。

老胡曾与“茶粉”三问三答：何为茶？

茶，不是功课，不是束缚，不是只有“懂”的

人，才有资格爱茶。喝茶是享受，本着享

受的心态喝茶，暂时不必弄懂它，而是越

喝越懂，越喝越能品出茶的清香甘醇。

如何喝茶？每天喝茶，让喝茶成为对

身心有益的习惯。徐志摩说：“我懂你，像

懂自己一样深刻。”世界上最幸运的事，莫

过于有懂你的人陪你喝茶！

喝什么样的茶，对身体有好处？跟季

节有关吗？浓茶解烈酒，淡茶养精神。没

有最好的茶，只有最适合口胃的茶。每日

一杯茶，生活不复杂。人生需要准备的，

不是昂贵的茶，而是喝茶的心情。茶不在

贵贱，而在那一份喝茶的心情，在与你相

伴的时光。

茶有寿，季节是大环境，身体是小环

境。春生喝生普，夏热喝绿茶，秋燥喝红

茶，冬冷喝熟普，这是一般而论，具体要结

合个人体质和口味喜好，喝对季的茶，喝

适量的茶，喝对身体有好处的茶，喝对得

上个人体质的茶，喝没有农残的茶。不空

腹喝茶，不边吃东西边喝茶。

茶如果不苦，便会觉得淡；茶如果不

涩，便会觉得弱；茶如果不鲜，便会觉得闷；

茶如果不甜，便会觉得难喝。茶汤的每一

种味觉因素，都是构成这杯茶的有机因

素。如果缺少了一味，都会觉得不够饱满，

不够有层次。因此苦涩味是必须的。茶是

苦的，苦中带涩，先苦后甜，甘甜回味。

老胡开“茶吧”，秉承的是酒香不怕巷

子深，好茶不怕路途远。他认为好茶，必

柔中带刚，其润亦带稠，亦鲜亦爽亦活。

茶是清净之物，喝茶有利养生，有利养廉，

有利和谐。

他劝茶友趁着好茶在侧，享受快乐。

快乐是精神追求，就连动物都知道要给生

活添加乐趣。买再贵的茶，用再珍稀的茶

具，不是自己喜爱的味道，也难以体会快

乐。

曾问老胡，何为快乐？老胡说，茶人

的快乐很简单，就是喝上自己喜欢的茶，

哪怕捧着小铁缸，热水撒上几片茶叶，也

开心。哪怕再冷门，哪怕再小众，茶都会

成为茶人心里的最爱，享受所爱，困难也

简单，但这一路，总归快乐。

人生在世，多少人追逐金钱名利，不

都是为一个“乐”吗？普通茶人，只要有好

茶喝，亦可过快乐日子。

茶，已是老胡一个镜像。他希望“茶

友”“茶粉”借由茶，调整自已对生活的态

度。对茶勤勤恳恳，认认真真，也是对生

活勤勤恳恳，认认真真。

老胡最新“茶圈”说，有种幸福，叫享

受茶之乐！让时光慢悠悠地过！用宽容

优雅的心怀，仔细品味人生这杯好茶。那

世间浮动着的清欢，如烟，如雾，如尘。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孟想

最美浦农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