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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有书可借，当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个人的力量有限，当集众人之力；个人的知识有限，当合

众人之智。这大抵是读书最直白也重要的一个理由，或许也
是借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清代诗人袁枚在《黄生借书说》里
曾言：“书非借不能读也。”一个人藏书再多，也不可能包含所
有，而借书正好可以通过资源共享，弥补这种不足，更何况很
多穷苦人家连书都买不起。

想来，每一个读书的人或多或少都曾有过借书的经历。
我年少时，家里贫穷，没有富余的闲钱买书，想读书的时候只
能去借，问同学借，问老师借，问学校阅览室借，问当地的图
书馆借。借自然是要还的，而且通常也不好借的时间太长。
于是，每每拿到书，我就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如饥似渴，通
宵达旦而不觉累。

人在饥饿时，一碗白米饭吃起来亦是十分美味；人在口
渴时，一杯凉开水的味道也能美如佳酿。读书亦然。无论古
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但凡是书，于我而言，便是美
味珍馐。有的书清爽如豆腐小葱，有的书油腻如肥肉大肠，
却是各得奇妙。

待到初中以后，每回上学前，父母都会给生活费，而我时

不时从里头抠出一部分，用来买自己想看的书和杂志。至于
饭菜，少吃些，吃差些，都无所谓。读书读得多了，慢慢地开
始写稿，赚了稿费，我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买书，从一本两本
到十本百本。书这个东西似乎怎么买都不嫌多，很快，家里
的书架就满了，书桌上、沙发上、枕头边，堆得到处都是。似
乎有书在眼前，心里就是从容的，欢喜的，亮堂的，于是，我对
买书这件事也就愈发上瘾了。

自己买的书和从别人那里借的书虽然都是书，给人的感
觉却大不相同。可能是花了钱的缘故，不管得不得闲，买来
的书总要翻上一翻。而且那些书是自己的，读的时候要从容
许多。想看的时候取来一观，忙里偷闲翻上两页，不必为了
方便下次再借，在约定时间内归还，紧追慢赶地读书。读书
的乐趣也由此愈发明显。

其实，借书而读有借书而读的乐趣，买书而读有买书而
读的方便，不能说哪种方式就一定胜过另一种方式。但有一
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便是书是用来读的，若是借而不读，或是
买而不读，那么借与买便毫无意义了。书籍最大的价值和意
义不是为了装点房子，而是为了充实内心。顺着这个方向出
发，无论借或是买，都将使你行得更远、更踏实。

儿子从忙碌的高中毕
业了，我也放暑假了，遂一
起回老家看看父母。天气
预报里说的“小雨或阵雨”
结 果 演 绎 成“ 中 雨 和 暴
雨”。雨刷忙了将近一小
时，一家三口十点半到达村
里。按理说儿子回家，母亲
应该是忙着准备各色吃食，
嘘寒问暖的聊天吧，然而我
的母亲并不是这样——当
我淌着湍急的水流回到家
中，只见到母亲忙着把包子
打点到锅里的忙碌身影，之
后匆匆跟我们打了声招呼，
安排父亲烧火，她自己就跑
大街张罗着卖馒头去了。

母亲不会因我全家的到
来而停止她的馒头事业，陪
我们吃饭对比卖馒头赚钱，
我们似乎并不重要。

浅回首，1998 年，父亲
因镇办企业不景气，下岗回

家，和母亲（继母）一起开了家馒头店，到去年已满21年。
母亲已经65岁了，本打算停业安享晚年的，却因为村里拆
迁，在蓬莱买了房子，所以要继续营业，继续赚钱。以前，
没有买房压力，都是等客上门；现在，母亲已经不满足等
待顾客，而是主动出击，抢占市场。最近响应“繁荣地摊
经济”的号召，母亲更是日出而作，日晌再做一锅，日落而
归，风雨不误。

深回首，我和母亲相处了41年，偶然也会有争吵，
但都没有影响和母亲情感走势的震荡上行。尤其近两
年，我写了几篇母亲专题文章——《我的后妈》《三个母
亲都是娘》《我的“财迷”母亲》，使得我和母亲的感情加
速升温。母亲通过文字进一步了解了我对她的爱，更
了解我对她的尊重和感恩。一次父亲对我说：“子奇
啊，你母亲看了那几篇文章，告诉我，在你身上付出再
多，也都值得，无怨无悔！你弟是她亲生的，但她买新
房、度晚年，没有选择到开发区和你弟在一起，而选择
了蓬莱，和你在一起，可见，你母亲对你是多么信任，多
么依恋！”

再回首，结婚至今，我自信一直拥有母亲对我、媳妇
和儿子的爱！而我，也回报母亲以同样的深情。

上午冒雨回家，母亲上街后，我就开始忙着炒菜，
直等到十二点多，母亲卖光馒头回来，大家一起吃个
饭。下午四点半，又一锅馒头出笼了，母亲无暇做晚
饭，依旧推着四保温箱馒头走向大街。六点，两个媳妇
一起去喊她回家吃饭，未果，要陪她卖馒头说说话，又
被拒绝。我猜想，在母亲心里，我的分量可能更重一
些，也许我可以去试着请母亲回家，但我更深知母亲的
倔强！所以，弟弟回来后，不再等待母亲，我们就开始
吃菜酌酒。我给母亲预留出一碗菠菜汤，之前我回家
做过，母亲说过好喝的。接近七点半，母亲推着空箱
子、背着鼓钱包，满面春风地回来，坐下，一边笑着喝菠
菜汤，一边遗憾：“今天下雨，馒头格外好卖，下午做少
了啊！以前都卖到天黑，近八点，今天提前半个小时回
来，再多做一些就好了！”边絮絮叨叨地说，边拍着大腿
遗憾着她的“馒头事业”。

母亲香喷喷地吃了一大碗面，又就着菠菜汤吃一个
包子，心满意足，开始收拾家，冲刷院子。我凑过去，一边
扫脏水，一边跟她打趣：“妈，菠菜汤好喝不？”“好喝。”“你
看我做完饭把小厨房收拾得干净不？”“干净！”“你看我陪
您干活稀罕不？”“稀罕死人！”“妈，你说我是不是咱家最
优秀的？”“是是！”随后母亲满面笑容地说：“不管到哪儿，
多干活的人永远招人待见！”我继续打趣：“我是既懂得多
干，又擅长叭叭！您是光会干不会说，我值得您学不？”母
亲接口：“你那是天性，我怕是学不会。”“那你是服我了？”
母亲连声说道：“是是是！”就这样，和亲爱的母亲絮叨着，
完成了所有家务。我看出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有意休息，
便起身辞行。

别离时，无需语言，独有相拥！
母亲，过去三年中，因为儿子的学业繁忙，我们难得

全家一起回去看您，但今天回去，您没舍得放弃那一百元
收入，陪我们吃顿团圆饭！我能说什么呢？看似你为了
赚钱没把我们放在心上，但我深知，您挣了钱后照样不会
自己享受，照样就着咸菜啃馒头，照样把钱存进银行，照
样回过头来慷慨地撒给“不重要”的我们！

哎，母亲，我的母亲！我懂您，懂得您对事业的“执
着”，懂得您待我“不见外”的亲近，也懂得您“光会干，不
会说”爱的方式。在您心里，我们正是那不必客套却最为
重要的亲人！我们也要爱您在今生，懂您在今世！

““借书而读借书而读””与与““买书而读买书而读””

小时候，我是在山沟沟里长大的，常在麦地里玩耍，在松
枝上捉知了猴。山沟三面环山，只有一条泥土路通往外面世
界。我们这群调皮的顽童便觉得世界只有这么大，只有这么
多的山、这么长的河。

山沟只有一趟通往市区的客车，村民们带着苞米、苹果、
花生等大大小小包裹进城去，外面的人又带着五花八门的糖
果、罐头、年画等进来。每到中午总能看到一辆飞驰而来的
摩托车，车上带着报纸书信，挨个村去送。每当它来，我们就
特别羡慕，羡慕邮递员那套笔挺的制服，羡慕威武的摩托车，
对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报刊就更加感兴趣了。

小山沟虽不大，但也有让我开眼界的时候。那时每年都
有部队到山沟拉练，我有好几个第一次就是在那时实现的：
第一次见到最可爱的解放军叔叔，第一次摸到锃光瓦亮的机
枪、冲锋枪，第一次坐上高大威武的军车，又是第一次摸到坦
克、装甲车。我对解放军的神秘感就是从那时开始萌生的，
并由此深深地爱上了解放军叔叔。每当解放军叔叔走后，我
心里总会落寞好长时间。

上学了，慢慢也就识字了，长知识了，就开始看一些报纸
刊物。这个山沟里有铁矿，开矿队伍浩浩荡荡开进来，铁矿
厂高大的厂房陆陆续续建设起来，山也被削平了。铁矿厂的
建设为这条寂寞的小山沟带来了生机，邮递员开的摩托车里
面装的书报就更多了，尤其还有很多五颜六色的画刊，总会
吸引我好奇的目光。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这家矿山的阅览室，阅览室里
面琳琅满目的刊物让我兴奋。我抓起一本就看，看到威武的
解放军战士拿着刀枪练拼杀；看到雄赳赳的装甲车、坦克扬
起灰尘，遮天蔽日；看到飞机在蓝天白云间驰骋，煞是惊心动
魄；看到大炮发射的炮弹照亮夜空，整个星空都通红一片。
从此，《解放军画报》成了我最喜爱的读物，只要来到图书馆、
阅览室，我首先看看有没有《解放军画报》。

由于对《解放军画报》上的武器印象特别深刻，长大后便
总想一睹芳容，烟台东炮台、西炮台上那些克虏伯大炮，虽然

都是些老古董，也看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还会不自觉地去
追思甲午风云那一幕幕悲壮的画面。在青岛海军博物馆，当
年在《解放军画报》看到的、中国早期从苏联引进的第一批四
艘导弹驱逐舰终于展露在我面前，让我热血喷涌。在中国军
事博物馆里，看着抗美援朝战场缴获的上千挺、五十多种轻重
机枪，心情何其豪迈！不知多少次出现在《解放军画报》封面
上的“东风一号”昂然耸立在我面前，仿佛它正在倒计时，随时
可以腾云驾雾，直扑敌人心脏。在遍布全国各地的航天博物
馆里，我还看到了我国的运载火箭、神舟飞船模型和呈烧灼状
的返回舱，看到了u2侦察机残骸。它们是《解放军画报》的延
伸，让我这个外行也臻入佳境，平添了一股铁血劲骨。

不知不觉中，《解放军画报》与我渐行渐远，直到模糊起
来。前几天我去传达室拿报纸，突然在一摞报纸上发现了一本
《解放军画报》，我情不自禁地喊道：“好长时间没看到《解放军
画报》了，今天终于重逢了！”传达室的同志看到我激动的神态，
就把它给了我。回到办公室，我打开画报仔细看，感到它还是
那么亲切，只是更加厚重、更加大气了，仿佛能够感觉里面的金
戈铁马在呼呼作响，感到峥嵘岁月里那股响遏云霄的气势。

时间一晃跨过了三十多年，原本轰鸣的矿山早已安静下
来，厂房设备也变得锈迹斑斑，读过五年的小学校不知搬到
哪里去了，小学老师想必也已满头飞雪，再也见不到他们讲
课时的英姿。矿山的大礼堂、村里的供销社、曾经的山间小
路，依然保留着原来的样子，但外边的现代化完成了一个螺
旋式上升的轮回，一切都让人目不暇接。

今天的《解放军画报》与儿时看过的虽然在质量上有天
壤之别，但我突然发现，今天画报里的解放军官兵，多么像三
四十年前画报里的解放军叔叔，多么像三四十年前到我们这
个小山沟拉练时的解放军叔叔。过去的解放军叔叔帮老乡
们挑水、打柴、扫地，为老乡们看病，天天五十公里越野从不
间断；今天的解放军官兵，正在抗洪、抗震、抗疫、抗灾，他们
的青春面孔会老吗？不会的！他们枕戈待旦，不辱使命，保
家卫国，何曾松懈过？何曾动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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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久违的《《解放军画报解放军画报》》

家乡有条河，在我儿时，每当父亲想改善生活时，就会选
好时间与落脚点，顺着水流摸鱼。通常收获较多的是鲫鱼，
做法也简单，母亲加上葱、姜、八角，用细火慢煮。据说只有
这样，鲫鱼的营养成分才会被完全释放出来。临出锅的时
候，淋少许醋，汤汁立即呈现乳白色，再加一两滴香油，放点
儿香菜或是韭菜末点缀其间，色香味令我垂涎三尺。倘若运
气好的话，我们还会吃到黑鱼、鳝鱼。

上学后，明白了四大淡水鱼是“鳙、草、鲢、鲤”，并庆
幸自己都曾经吃过。无疑，这都得益于我的父亲，而且在
我高考那年，他捉到了一条金尾巴的红鲤鱼——传说能
跳龙门的那种。父亲希望我也能跳出农门，好在我没让
他失望。

工作后，单位第一次分福利是一盒带鱼，那也是父母第
一次见到海鱼，他们惊奇带鱼居然没有鳞，通体的银光简
直让他们喜不自胜了。但显然，海鱼不适合用传统的水煮
鲫鱼的烹饪方法，母亲按照我的提示，用葱姜将两条鱼腌
制了一会儿，然后切成段儿，加了点儿五香面用油煎制。
随着油温升高，煎鱼的香气逐渐挥发，将当时养的小猫吸

引了过去，不停挠门，在母亲的呵斥声中还是不肯离开，逗
得一家人哈哈大笑。

“原来海鱼刺少，也很鲜美。”双亲小心翼翼地边品尝边
评论，言语间难掩激动的神情。吃罢饭，母亲又将没做的带
鱼切成统一长度的段儿，放入陶罐。陶罐高约一尺半，小口
大肚，表面有凸起花纹。她一层鱼一层盐地码好，这样就能
保证我每次回家都能吃到鱼。

婚后，与爱人吃鱼，他总是先取下鱼眼睛给我。其实我
对鱼眼睛无感，但爱人的专注与细心让我情不自禁想起了早
先读过的一篇文章：《鱼眼睛的爱情》，因此心中愈发珍惜那
样的时光。

缘于对鱼的喜好，我还与亲友、同事见识了一鱼多吃，这
才知道，加了泡椒的鱼皮酸辣滑爽，油炸的鱼鳞酥脆可口。
生鱼片蘸上料汁之后，裹挟着甜、咸，附带缕缕辛辣带来的呛
味瞬间席卷了整个口腔……

“鱼”“余”同音，因此每次吃鱼，人们心中便会生出美好
的愿望：“吉庆有余”“年年有余”等，而在我所经历的岁月中，
更是受到了亲友们的没有余尽的关爱……

□战军光阴故事

□朱睿街谈物语

岁月鱼香岁月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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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哪天家里有事，孩子
爸就开车先行一步，我忙完后
再坐公交车赶去店里。大多数
时候，我都是坐9路公交车。9
路站点离家近，发车次数也多，
几乎是随到随走，从来不会耽
搁事儿。

清晨，行人寥寥，9路车里
却很热闹。在黄务站点上车
后，一般都是“高朋满座”。有
上班族，有拉着小车赶早市的
老人，有一身朴素的打工者，还
有提着自个儿家产的蔬菜瓜果
去市里走亲访友的。车里还有
一些特殊的“乘客”，它们分别
是篓儿、水桶、小拖车、杆秤电
子秤、小马扎等，挤挤挨挨摆放
在车厢里。它们的主人都是上
了岁数的老农，他们有的坐在
座位上，有的站在家什旁守护
着自己的宝贝。9路车一路向
北行驶，每个站点都上来不少乘客。司机师傅从容地维持
着车内秩序：“请大家往里走，后门下车。”“老大叔，把你的
篓儿往里面挪一下，别把乘客绊倒了。”看他那温和而自若
的神态，仿佛眼前不是繁杂拥挤的场面，而是一幅生动的
日常生活画卷。

这些老农乘客都是从黄务以南的姜家疃、杜家疃、车
门、珠岩、回里、绍瑞口、陌堂等地过来的。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黑红的脸膛，粗糙的双手，憨厚的笑容。那些
篓里、袋里、桶里，一年四季风景迥然不同。春天的时候，
里面装的是水灵灵的野菜、紫莹莹的香椿、头刀韭菜或发
芽葱。樱桃成熟的时候，一篓篓、一桶桶的樱桃如待嫁的
新娘，被主人蒙上“罩头红”。可樱桃很调皮，总是探头探
脑从边上露出半边红红的小脸蛋儿。这“春果第一枝”上
了市，紧接着杏儿、李儿、无花果、桃儿、梨儿、柿子、葡萄、
苹果等陆续闪亮登场。哪个季节哪种瓜果，绝不会乱了季
节，绝对的原生态，菜有菜味，果有果味。

夏天便是瓜儿们的天下，有方瓜、葫芦瓜、丝瓜、墩瓜、
黄瓜等。瓜儿们或弯曲或溜直，或胖墩墩或苗条条，以各
种自然生长的姿态粉墨登场。秋天可谓丰富多彩，老农的
家什里秋色满满，有苞米叶、地瓜、芋头，还有黄豆、绿豆、
豇豆、红小豆等。它们热热闹闹地赶来，好像要坐车去市
里参加一场盛会。冬天也不闲着，老农们会从地窖里掏些
青萝卜或辣菜疙瘩，还会捎上几兜娇黄的苞米面，几包熟
地瓜干，一篓秋后重生的荠菜等。反正他们一年到头有的
是东西卖，能把乡间的大自然搬到市里，呈现在人们的面
前。他们勤劳的身影活跃在9路车沿途的各个小市，成为
都市一道独特风景。这些老农们大多都是六七十岁的年
纪，自家产的这些蔬菜瓜果数量不是很多，不值得麻烦儿
孙用车来运输。正好，家门口有现成的9路车，一年四季
载着他们来来往往。市民们能有口福吃上这些原生态的
瓜果蔬菜，9路车功不可没。

下午坐公交车相对来说能清闲一些，可以挑个临窗
的座位，戴上耳机听音乐，或打开手机阅读一段文字。
又或是把目光转向窗外看光景: 道旁一株盛开的花，路
边的地摊儿，川流不息的车辆，形形色色的店铺门头等
等。这些一闪而过的画面，在我眼里都是入眼入心的风
景。如果哪天回家晚了，到了下班高峰期，乘客就多了
起来。前门挤不上去，司机师傅就打开后门。每个人都
很自觉把钱或卡递上，一个接一个往前方传递，配合默
契。赶上放学的点儿，学生一上就是一大群，像活泼的
鸟儿般叽叽喳喳，那一张张小脸儿，是一幅少年不知愁
滋味的幸福模样。

去年9月份，9路车全部更新换代为新能源车。除了
车辆的高配置，红白相衬的漂亮车身也让人赏心悦目。新
车刚上路的那些日子，车头前面挂着大红绸子，中间系一
朵大红花，好像刚刚嫁过来的新媳妇，周身都洋溢着喜
气。车内配置冷暖空调、皮质座椅、USB充电接口，还设有
轮椅停放区，非常便民。那期间，正值“十一”国庆节，迎接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新9路车里也
充满节日气氛，小红灯笼高高挂，《我爱你，中国》滚动播
放。那情那景，在心中成为永恒。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国家强盛，
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现代人也越来越文明，只要有老弱病
残乘客上车，不等温馨提示响起，准会有年轻人起身让
座。经常有乘客跑上前向司机师傅问路。嘿，还真找对人
了，司机师傅绝对是“路路通”，他会准确地告诉你到哪里
下车，往哪拐，倒几路车。乘客询问时一脸茫然，转过身来
已是春风满面。

多年来，9路车就像老朋友，与我们朝夕相伴，方便了
我们这些在市里上班的居民。它连接着城市与乡村，每天
载着乘客，往返于东陌堂—火车站。乡村人坐9路车进城
上班、逛街、做生意。城里人坐9路车到乡下赶黄务或陌
堂大集。公交车上最具有百姓生活气息，最体现世间百
态，最接地气惠民生。

孩子爸要再添置一辆小型轿车让我开着方便，每次都
被我拒绝。坐公交车不劳心不费力，不用像开车时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也不用担心违章扣分。最主要的是，坐公交
绿色环保，节省能源，可谓一举好几得的事儿！特别是在
这炎热的夏天，坐在凉丝丝的空调公交车内，望着外面烈
日炎炎，心中升腾出满满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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