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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街角，看一片银
杏叶缓缓在半空中舞蹈，
这让我诧异：眼前明明是
动态场景，却给我一种沉
静之美。蓝天下这抹明
艳的黄，没有丝毫的不安
与局促，坦然脱离了对树
的依傍；而穿着黄金甲的
树，也不显哀伤与颓唐，
依然昂扬，仿佛叶落只是
一个“减负”的过程，只是
没提防，树上的喜鹊竟因
此长鸣一声，箭一样直射
了出去。

阳光投照的光线中，
自己恍若长街梦里人。
一阵风过，叶子飞羽般纷
纷散落，像帆船过海，激
起涟漪。我俯身捡拾起
一片，它表面如丝绢的细
密褶皱纹路纤毫毕现，整

体像扇，又似张开的贝壳，轻轻闻嗅，有淡淡木屑与青草
的味道。

只是季节清冷，街道上只有黄这种暖色调似乎还不
够，不远处槭树的落叶，用沾满橙色与红色染料的巴掌拍
满街道，街道登时热闹了起来。

待到休息日，看呐！小孩子们扬起落叶，红扑扑的小
脸荡漾起欢快的微笑；大人们在落叶景观带上留影，站在
时光外细数流年，一切的美好令人如同置身曼妙的童话
世界。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通过落叶达到了心灵深处的
皈依。我眼中的落叶就像是光阴的笔记簿，记录着曾经
的冬天。

那时的树种并没有现在丰富，我们家门前只有一棵
很大的梧桐树，树干要三四个人张开手臂才能环抱。每
逢梧桐花开，祖母总是让我吸吮梧桐花蜜；而梧桐树叶啪
嗒啪嗒地重重落下，大小如一柄蒲扇般，宽厚而温暖，祖
母会将它们洗净、晾干，研成碎末，据说是治疗刀伤的特
效药。

因落叶而产生的游戏叫“扽老杠”，类似于斗蟋蟀之
类，因最终要分出赢家，所以深受我和小伙伴的喜爱。每
逢梧桐树或是杨树上的叶子落了，厚厚地堆积在一起，小
伙伴们便从中选出颜色枯黄的、粗粗的叶梗，两人一组，
把叶子十字交叉，手腕用力往自己这边拉，以拉断对方的
叶梗为胜。有时，一根老杠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很多小伙
伴甚至不惜用水果糖、烟盒来交换。

我常常玩得不亦乐乎，祖母叫我几次，我都置若罔
闻，祖母便说：“今天搂了树叶烤鱼吃。”我一听，马上乖乖
回家。祖母拉起风箱呱哒响，小铁篦子上的鱼散发出的
香味让我垂涎。祖母特别会掌握火候，不怎么翻动，鱼就
烤熟了。用两片烤馒头干一夹，再配上一碗热气腾腾的
玉米面粥或是萝卜丝面疙瘩咸汤，那美味简直能让我从
梦中笑醒。

如今风箱、祖母早已离我而去，只有落叶还鲜活着我
的记忆。叶落是美；落叶精心呵护地上微植被，落叶是
暖。叶落，落叶，静好安暖，值得我一生珍藏、体味。

小的时候生活虽然贫苦，但母亲总会想方设法满足家
人的口腹之欲。她在每次做饭之前，都会征询我和弟弟的
意见，当我们掰着指头想了半天也说不清楚到底想吃什么
时，母亲就会双手一拍道：“那就擀面条吃好啦！”闻听此言，
我和弟弟像打了鸡血一般严词抗议：“吃啥都行，就是不吃
面条！”也不知道为啥，我们兄弟俩天生就抗拒面条，而父母
一天三顿面食都宛若品尝山珍海味，难道我们不是父母亲
生的？

有时被我们挑食的恶习折磨烦了，母亲就会眉头紧锁地
斥责我和弟弟，说我们兄弟俩生了北方人的命，却长了南方人
的胃。吃面条多好呀，汤汤水水的很养人，又易于消化。母亲
所言不虚，凭借北方女人的聪慧勤劳，她能擀出细如粉丝的面
条、宽若柳叶的面叶以及白绿相间的韭菜面皮。为了勾起我
和弟弟的胃口，哄着我们多吃饭长身体，母亲会在面汤里面卧
俩鸡蛋作为“诱饵”。逢年过节偶尔杀鸡，母亲会将烧熟了的
两根鸡腿保留下来，以备日后下面时，可以从鸡腿上扯下几绺
鸡丝放到锅里打牙祭。我和弟弟深知这是母亲设下的美食陷
阱，于是心照不宣地把碗里的荷包蛋或鸡丝捞出吃完之后，便
将寡味的面条弃之不理。母亲见我们糟蹋粮食，脱下布鞋就
朝我们的屁股上打来，她边打边骂：“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吃饭比吃药还难吗？当顿不吃下顿也别吃，饿死你们算了！”

“淫威”之下，我和弟弟当即就抱头求饶：“我们再也不敢了，我
们吃还不行吗？”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在一番狂风暴雨般的
责罚之后，我和弟弟乖乖地拿起筷子，将各自碗里剩余的面条
吃得一干二净。

酷夏时节，面条依然是乡村最为常见的饮食，只是做法略
有不同。母亲会从菜园里面采摘些许苋菜和豆角，将它们洗
净之后再用开水淖熟捞出切成段状，然后将下好的无味面条
从锅里捞至盛有拔凉井水的铁盆里降温，再将苋菜、豆角、陈
醋、香油、蒜泥、葱花、食盐等一应食料倒进铁盆里面搅匀入
味，这样一顿清爽可口的凉面就大功告成了。在酷夏的燥热
里吃上一碗清凉爽口、开胃提神的凉拌面条，实乃人生一大快
事。也只有在知了声声的盛夏，我和弟弟才不会对凉拌面条
心生厌嫌。

农闲的时候，母亲会变着法儿用面粉做出各种美食来满
足家人舌尖上的享受。儿时生活穷困，没有余钱买肉，一顿素
馅水饺就足以令我和弟弟欢欣雀跃。在我成长的乡村里，韭

菜、鸡蛋、馓子和粉丝，是素馅饺
子的完美搭档。母亲会先咬牙
花上一块钱，从下乡的货郎
那里买回两把馓子，再泡
上一把自家产的纯手工粉
丝，然后从菜园里割来一
把新鲜的韭菜，最后从鸡窝里掏出余温
尚存的两枚土鸡蛋，加之葱、姜、蒜、小茴
香等各种食材，一盆清香诱人的饺子馅就做
好了。偶尔赶上家里炼油，饺子馅里再放点
切碎了的热腾腾、香喷喷、油汪汪的猪油渣
子，那就再好不过了。

饺子馅调好之后，母亲开始和面擀饺
子皮。她一边擀饺子皮一边教心
不在焉的我和只会捣乱的弟弟
包饺子。母亲采用理实交融的
方式向我们传授经验：“素馅饺
子必须包成月牙形，肉馅饺子
则要包成猫耳状。没有为什
么，老祖宗就是这么传
下来的。”于是，我
和弟弟便硬着头皮
将这般“真理”深深
地记在了心里。

热腾腾的饺子刚端上桌，我和弟弟
就开始大快朵颐。虽然同样都是面食，
但是由于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
以吃起来味道就是与众不同。弟弟一
边吃一边语出惊人道理：“饺子里包含了更多妈妈的辛劳和慈
爱，所以味道更好吃，比面条好吃一百倍。”母亲吞下半个饺
子，抚摸着弟弟的头说：“鬼精灵，给你做好吃的就是爱你，不
做好吃的就是虐待你吗？”天真的弟弟频频点头，引得父母开
怀大笑。

母亲对于面食的做法，除了面条和水饺，还有馒头、包子、
烙饼、煎饼、疙瘩汤、葱油饼、水烙馍等等多种形式，一瓢白面
在她手里，总能做出花样频出的美食来。

长大定居南方之后，我依然对面食不冷不热，除了可口的

水饺之外，一切关于面食的餐饭我都兴致缺缺，离开故乡近二
十年来一直如此。直到在一个秋日的周末，遍尝过诸多美食
的我因为懒于炒菜煮饭，饥肠辘辘地跑到厨房下了一碗清汤
寡面，然后又炒了一盘青椒鸡蛋。我依稀学着母亲曾经的做
法，把青椒鸡蛋拌到筋道蓬松的面条里，一口气竟然吃了两大
碗。吃着吃着，沉睡近二十年的味蕾突然苏醒，母亲做的面食
的味道，悄然在胃腔里面生根发芽、抽枝散叶。原来骨子里难
忘的美食，还是儿时故乡的味道。

突然，我很想念日渐苍老的母亲，想念愈发遥远的家乡，
想念我那清白至纯的少年时代。

面食里的故乡面食里的故乡

我爱猫，爱猫的高冷，猫的调皮，猫的好动，我爱猫饮水的
样子，也爱它趴在猫窝里晒太阳的样子。事实上，我爱猫，只
是因为妻子爱猫。妻子养了两只猫，一只名为“呼噜”，一只名
为“胖子”，都有十多斤重，每日里像小老虎似的在客厅里巡视
来巡视去，还冲着人撒娇耍赖。身居“铲屎官”要职的我，平日
里遇着与猫相关的人和物，总要忍不住多看两眼。那日，微信
群里有人晒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我便忍不住买了来读。我
原以为这是一本写猫的“饮食起居”的书，读完以后才发现完
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坦白来说，虽为名家著作，《我是猫》没有想象中来得好
读，故事平平，甚至略显乏味，如果只是泛泛而读，信手翻上十
几二十页，你或许会忍不住腹诽：“这都写的什么玩意儿。”然
后把书丢到一边。可是你若肯沉下心来，细细咀嚼书中的字
句、行文，你也许会发现，那些无味实为至味，那些无意义便是
最大的意义。

阅读《我是猫》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相信很多读者有着与我
一般的阅读体验，一开始觉得内容太过无聊、琐碎，还以为是译
本的关系，便去索求更多的译本，待到浏览了大半却发现它们
的差别并不大。显然，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无聊、无趣，原因无
它，而是故事里的那些人物干的就是这么无聊而无趣的事情
——而这，或许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想要揭露和批判的。理
顺了这一点，再读的时候便没有了障碍，甚至越读越有味道。

小说以一只猫的视角打量这个世界，通过审读猫主人苦
沙弥和他的家人、朋友、学生以及金田小姐的婚事引起的纠
葛，反讽人类的奇葩行径。无论是苦沙弥、迷亭先生、越智东
风、水岛寒月还是金田小姐、鼻子夫人、铃木籐十郎，自那些人
身上你能提炼出很多负面的关键词：无聊、做作、虚伪、刻薄、
自私、牢骚、爱面子、故作风雅……

毫不讳言地说，《我是猫》里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好人，他
们有的以打趣别人为乐，有的以捧高踩低为能事，有的则是精
致的利己主义者，眼里只有自己和利益。小说借由一只猫的
见闻，毫不留情地对之加以批判。在小说中，“我”不仅看这些
人“表演”，也对他们的表演进行“评价”，从某种角度来说，这
位“猫大人”承担了与《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相似的角色
——负责说别人不曾说或不敢说的真话。

“我”眼中的苦沙弥是这样的——“我的主人任何方面都
没有过人之处，却什么事都喜欢折腾一下。他有时写俳句投
稿给《杜鹃》杂志，有时写新体诗投稿给《明星》杂志，写错误百
出的英文，有时还练练弦乐，唱唱谣曲，甚至咯吱咯吱地拉过
小提琴。只可惜，没有一样学得好的。”“我”眼中的金田夫人
则是这样的——“那个发出尖细声音的女人，穿着一身双层丝
绸和服向屋里走来，衣服太长都拖拉在席子上。她估摸着四
十来岁，那光额头上立着一排发帘，就像是一道堤坝，使得至
少半张脸都朝天指着。她的眼睛就像是斜坡一样，斜成两条

直线，左右对立着……唯独鼻子特别的大，就好像把人家的鼻
子偷过来装在了自己的脸的正中央。就好像是将石头灯笼搬
到了十平米不到的小院儿里，尽管不可一世，却让人感觉很不
舒服……”如是种种，不一而足。语言俏皮辛辣，宛如斧劈刀
砍，让人大呼“痛快”。

此处便不得不佩服夏目漱石的笔力之健，信手挥洒，却有
入木三分之效。

夏目漱石讽刺起人来真可谓是一点不留情面，而猫的另
类视角加深了这种讽刺对人对心理的冲击：苦沙弥和迷亭先
生探讨的多是些无聊的话题，水岛寒月研究的也尽是些无聊
的课题；逐利拜金的大网之下，有人威逼，有人利诱，甚至连苦
沙弥的邻居都充当了金田一家的“探子”……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我”眼所见来、耳所听来。可以想象，当出现在一本书里
的人都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时候，作者想要表达的大概是这个
时代也有问题了吧。

事实上，不只人有问题，连猫也有。它觉得人类“愚蠢又无
聊”，可自己至死都学不会捉老鼠；它明明知道苦沙弥等人身上
的毛病，却还是被他们所同化，一如书中所说“我慢慢忘记了自
己还是一只猫”；它一边“轻人贱物”，一边好吃懒做，到最后连死
也死得“不正经”，这便让小说的讽刺意味变得更浓了。

宛如匕首投枪直刺痛处，这一点，夏目漱石倒是与鲁迅先
生异曲同工。

声声猫语即人语声声猫语即人语
□潘玉毅五味评书 《我是猫》的评论

不知不觉中，冬踩着
秋的尾巴悄悄来临。

树木似有先知，卸下
重妆开始积蓄能量。那
一片片落下的叶子，恋恋
不舍地蜷缩在母亲脚下
抱团取暖。聪明的小草
索性缩着脑袋，把整个身
子隐藏在土中。邻居家
的宠物狗桃子也穿上了
自己专属的马夹。

冬天来的时候，没
有谁能躲得过，两只麻
雀抖抖身上的羽毛，停
在一枝树梢上鸣叫，交
谈着过冬的妙招。阵风
刮过，树枝摇曳，麻雀晃
了晃，用力抓牢，惊恐的
双眼左顾右盼。

一嗓字正腔圆的“空
城记”拉开了晨练人的清晨，公园里立马热闹起来，唱歌
的、跳舞的、跑步的、打拳的、玩健身器材的，还有的趴在
地上一跳一跳练起了蛤蟆功。

这个时间的公园是最热闹的，像个大市场，直到两小
时后人们才逐渐散去，开始一天的生活忙碌。

我喜欢在太阳升起时出行，沐浴在晨曦的光照中，听
风吹落叶的哗哗声，赏杨树的一脸沧桑，好像看到自己的
过去。当初从集市买来只有茶杯口粗的杨树，如今一人
已拢不过来，高度窜过四楼，皮肤也生长出岁月的瘢痕，
像一只只眼睛见证着家乡的变迁。

风凉爽的有点刺骨，但却少了蚊虰虫咬之烦恼。自
然万物皆是如此，利弊兼之。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选择
冬季，虽然寒冷，但却多了不少意想不到的情调，卸了妆
的树木现出了真容，虽然萧条，却孕育着勃勃生机。雪是
冬季的专属，或似米粒、或似豆瓣、或似鹅毛，给冬增加了
独有的魅力。天地浑然，融为一体。屋顶楼顶一片银白，
千树万树梨花盛开，田野盖上层层厚厚的棉被。阵风袭
来，雪舞银蛇，原驰蜡象。

我听到风的声音，听到雪的声音，听到雪被下的麦苗
在窃窃私语。在这个季节，许多动物已开始了冬眠，期待
着来年春暖花开。几只麻雀不甘寂寞，喳喳叫着在雪地
里耍个不停，用脚作笔，绘出一幅幅冬季风景画。

我总觉得，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是有灵性的，风总
是比季节先一步到达，像先头部队传递着庞大队伍到来
的信息。初中我们就读过大散文家朱自清的《春》，“盼望
着，盼望着，春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用不着你翻
日历，这一点，从风中就可感觉出来，什么季节刮什么样
的风。春风和煦，让人酥痒；夏风热烈，让人奔放；秋风凉
爽，让人心旷神怡；冬风凛冽，冰冷刺骨。有时异想天开，
春夏秋冬的风揉在一起，又会咋样呢？

季节也是有韵律旳，春，温文尔雅；夏，激情似火；秋，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冬，高冷霸气，简约素雅。独立雪
中，你会听到风与雪的细语、天与地的契合、树与树的对
话、鸟与鸟的哝哝。

漫步雪地，直的，弯的，深的，浅的，一行行脚印延伸
于身后，仿佛书写着人的一生。人生在世，磕磕碰碰，坎
坎坷坷，在所难免，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只有在冬天，
只因有了雪，一生才会让你看的这么直观、这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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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牟平人有句老话：宁许南山一头驴，不许北海一条
鱼。一头驴的价值远高于一条鱼，为什么能许驴而不能许
鱼？这是因为沿海的天气变幻无常，在过去不能准确预报天
气的情况下，今天风平浪静，明天能否下海网鱼都是变数，不
确定性的事情自然不敢轻言允诺了。

《史记》中记载了一个典故：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手下
一名叫季布的战将，为人侠气，爱打抱不平，在楚地很有名
气。项羽曾派他去攻打刘邦，多次把刘邦逼入险境。等到刘
邦打败项羽称帝之后，他派人去捉拿季布，有很多敬佩季布
为人的人就在暗中帮助他。季布先是化装来到一家朱姓的
富豪家里做佣工。朱家收留他之后，来到洛阳找刘邦的部下
夏侯婴说情，刘邦在夏侯婴的劝说下，撤消了对季布的追捕，
而且封赏季布做了郎中，后来又做了河东的太守。季布之所
以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是因为他非常讲信誉，答应别人的
事，无论多么难，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去把它办成。所以在楚
地流传一句话：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千金一
诺的来源。

看过三国的人都知道，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在武将之
中能力最强的是吕布，但是后来被称为武圣的并不是吕布，

而是关羽。关羽被曹操抓住了，得到的待遇是“上马金，下马
银，十二美女陪两旁”，因为关羽讲究诚信，忠义两全，曹操
敬重这样的英雄。吕布则是个三姓家奴，谁势力大就投靠
谁。同样被曹操抓住了，吕布原本还想找刘备求情，结果刘
备说了一句“君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于是曹操就把吕布给
咔嚓了。

所以诚信真的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品质，它不仅是一种
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就个
人而言，它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一个诚实有信的
人，自然得道多助，能获得大家的尊重和友谊。反过来，食言
而肥，失信于人，无异于丟西瓜捡芝麻，是得不偿失的。

《郁离子》中记载了一个因失信而丧生的故事。济阳有个
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大麻杆大声呼救。有个渔夫
闻声而至。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
我给你100两金子。”待被救上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账了，只
给了渔夫10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却
说：“你一个打渔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十两金子还
不满足吗？”渔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次在
原地翻船了。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渔夫说：“他就是

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淹死了。
靠谱的人千篇一律，不靠谱的人各掉各的链子。仔细回

忆一下，我们身边总不乏一些“轻易许诺一条鱼”的人，他们经
常夸下海口或信誓旦旦做出承诺，却大多是没有了下文。我
曾在酒桌上认识一位朋友，恰好有件事情需要咨询一下，他一
口应承下第二天给我一个准信。结果过了半个多月，我主动
把电话打过去，他打着哈哈说最近太忙了，没有顾上。人都有
忙的时候，我倒不是特别在意，他电话里又说周六晚上他做
东，小聚一下，顺便把我要办的事情给解决好，到了周六却无
声无息地爽约了。事后他解释称那天中午陪领导喝高了，把
我这件事给忘了。后来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邀请我去钓
鱼、去采摘什么的，我赶紧婉言谢绝，自己那颗玻璃心真经不
起人家三番两次的开涮了。

和不靠谱的人共事，就要随时做好“女娲补天”的准备。
有些人把许诺当成一句玩笑话，把约定看作死板，关键时刻玩
消失，说好的事一拖再拖，承诺的结果诸多变故，甚至为自己
投机取巧占了便宜而沾沾自喜。殊不知，不守契约的人，是在
透支他人的尊重和信任，也许这个过程会带来小恩小惠，可一
旦信用破产，必定会失去朋友，甚至寸步难行。

李嘉诚有句话很经典：聪明人只能聊聊天，做事要找靠谱
的人。所谓靠谱，不就是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
音吗。我们在做出承诺的时候，拍胸脯的时候不妨慢一点，因
为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做到。倘若答应别人的事情不能
够办到，责任是一定要承担的，切莫找种种理由或编织谎言为
自己开脱。

不轻易许诺一条鱼，说白了就是做人要靠谱。余生，愿我
们都做一个靠谱的人。

不轻易许诺一条鱼不轻易许诺一条鱼

□杨东哲理小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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