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没看过瘾呢，北京冬奥
会闭幕了。这些天，当我的目
光停留在九宫格上一个个获得
金牌的运动健儿的身上时，不
知为何脑海中会浮现出多年前
一位作者跟我讲起他家大嫂的
故事：他说大嫂命苦，30多岁
就守寡，偏偏他的侄子特别争
气，考取了县里的重点中学。
儿子住校，为了省下每日

的伙食钱，大嫂天不亮就起
床，和面、生火，手脚麻利地
烙好喷香的饼子，然后顶着稀
稀的星星上路。她总能在儿子
上课前把还留着体温的烙饼交
到他手里。从乡下到学校的山
路有近 40里，大嫂天天如
此，从不见她抱怨过。
那天，大嫂送完饭在集市

上看到有菜农摆出的野菜一会
儿工夫就被抢空了，她突然想
到自家后山满坡的绿。想到就
干，第二天清早，她怀里揣着
饼、肩上挑着一担野菜上路
了。那滴着露水的野菜出奇地
好卖，大嫂满心欢喜地想，照这

样下去，儿子
的学杂费可
以不用求爹
爹告奶奶地
到处借了。
儿子舍不得妈妈，每周五放

学后步行回家帮着干农活，星期
一再和妈妈一起起个大早，妈妈
挑菜，他拿着一周的换洗衣物和
饭菜，二人说说话儿就进了城。
山里孩子走个几十里山路是平常
事，可他渐渐地发现自己竟然跑
不过挑着一担菜的妈妈了。
国庆前夕了，县里为了促进

全民健身运动，将举办长跑运动
会，参赛对象分专业组和业余
组，获奖者除了颁发证书外还有
奖金。儿子想到了妈妈，代她在
业余组报了名。
一开始，大嫂责怪儿子自作

主张，说自己哪里见过大场面，
腿软；还说从没受过训练，跑个
末尾不被人笑话才怪……说归
说，比赛那天，大嫂还是早早地
跟着儿子来了，发令枪一响，大
嫂不顾三七二十一地向前、向

前，跑得跟一
阵风似的，结
果，连她自己
都想不到跑了
第一名。

媒体一拥而上，追着大嫂问
怎么能跑得这么快？大嫂回答
说：跑山路跑惯了。接着又说：
如果你有一个儿子在几十里地外
念书，你又要天天给他送饭，那
肯定跑得比我还要快。
“冠军妈妈”成了大嫂的代

名词。不过，大嫂并没有因此而
改变命运，她的日常照
样是天天送饭、卖菜，
只是读过报道的人对这
位“冠军妈妈”多了一
分敬佩。
听完作者叙述的家事，我颇

有触动，请他以大嫂的原形写篇
微型故事。后来文章发表了，在
几乎还不认识微博微信的年代
里，居然被十来家报刊转载了。
显然那是因为素材生动，但我更
愿意相信媒体是被一名普通妇女
的坚韧打动了……

我不是体育迷，但在冬奥会
的整整16天里也是天天隔着屏幕
观赛，看运动员们在拼搏中的不
屈不挠，着实令人惊心动魄、血
脉偾张，甚至于和他们同悲共
喜。然而，冬奥会的冰雪赛场和
当年县里的跑道没有可比性，运
动员获得的金牌和大嫂的冠军分
量也不可同日而语，我怎么就想
起了她呢？
说到底，这16天里，听到耳

熟的是16字的奥运精神：“重在参
与、永不放弃、永不气馁、永不

低头”。这让我不由自主地
想起不管风雨寒暑，每天
的生活除了跑还是跑的大
嫂，这其中的枯燥疲惫和
单调是没有生活压力的人

难以体会的。大嫂这个普通的农
家女或许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奥运
精神，但她的行动让这些文字生
动而活跃了起来。她咬住了目
标，一路向前，到达胜利的终点！
感谢北京冬奥会让我再次拾

起了对大嫂的记忆，并让我回味
感怀。

章慧敏

冠军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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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美 食

那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一
直在我记忆的味觉里徘徊。每
当在城里吃到所谓精美的佳肴
时，我总会想起童年过年时吃
到的味美绝伦的欢团圆子。
它是农历新年的专利，通

常我会坐在门口的石墩上，噘
着小嘴，把几只欢团揉成碎粒
子，用手扬了一地，那是向妈妈
暗示自己又想吃那让人馋得流
出口水的欢团圆子了。
妈妈走过来，看见我的样

儿，转回身，一手提出水磨子，
要做她最拿手的欢团圆子了。
我们那儿，虽是欢团很多，但要
吃一顿欢团圆子，只有过年才
行。这是需要巧手灵心才会做

的 特 殊 佳
肴。农村人

当时又叫它汤圆子，以欢团为原
料，将之磨成沫子，掺上细白豆
腐，新鲜精肉，配上青红丝、挂面、
蛋花、花生粉、葱心、蒜苗、生姜，
剁成一体，再掺上些
许酱油，外用莹润细
滑的豆粉滚成团子，
放到汤锅里煮熟。那
才真是一种鲜美佳肴
呢！我母亲做的汤圆子入口细、
滑、柔软，香、脆、嫩，是村里几十
户人家、上百名妇嫂妯娌望尘莫
及的。我心里曾经很为此自豪。
谁能有妈妈那样高超的手艺么？
能吃到这样鲜美的欢团圆子，是
我儿时的美好记忆。
生活是融融的和美。大年之

首，屋外瑞雪纷纷，一家人围炉共
尝欢团圆子，在慢悠悠的春节情

趣中，你吃一个，我吃一碗，往往
最实惠的选择是喝锅底的汤水，
它最为鲜美，也是最富有营养的，
因为下欢团圆子的汤往往都是老

鸡汤加上猪骨汤一同
熬出来的。新年正
酣，和美融融，外面尽
是热闹，放花炮，看彩
灯，玩龙船，跟在耍狮

子的后头起哄……待到游兴稍
减，所有的孩子还是忘不了一桩
最为重要的事儿，回家吃滚热喷
香的欢团圆子。吃着，敲着筷子，
哼着快乐的歌子——正月里，是
新春，家家门口玩龙灯。龙灯菩
萨吃个啥，欢团圆子保安宁……
吃着，唱着，整个身心融化在春意
渐浓的节日气氛中了。
早些年，乡下亲友进城，偶尔

带上一些
做好的欢
团圆子，用塑料袋装着，一家人喜
出望外，水煮开了，下到锅里满屋
喷香，人们一拥而上，争而食之。
但后来，这种乡间的习俗改

变了，不要说平时，过年也不做
了，这反而使我更加恋起这佳
肴。记得某年春节，我回乡探亲，
见村子附近的小集镇边居然出现
了做欢团圆子的生意人。屋檐下
摆着一口大锅，烧得热气腾腾，煮
的是滚开的油，不再用汤了，可惜
味道全无，顾此失彼。
不知为什么，每当我吃到精

美菜肴时，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
味，会格外怀念儿时乡间的欢团
圆子，那是一种真正的美味，一种
纯清的真实，一种对生活的眷恋。

刘湘如

欢 团

合上石黑一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的最后一
页，一个平和、单纯、善良、无私的孩子的形象浮现
在面前，让人忍不住有一种去拥抱这样一个小精灵的
冲动，却又在和她接触的一瞬间，触及到她冰冷的外
壳，方才意识到，作者笔下的克拉拉只是一个人类发
明的、用于陪伴孩子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伙伴。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乔西的孩子，她身患重

病，母亲给她买了一个机器人伙伴——
克拉拉，母亲一方面希望机器人陪伴、照
顾乔西，一方面也在暗中准备着，万一
今后乔西不在了，可以用克拉拉替代乔
西，让她成为延续乔西生命的替身。
最初，克拉拉像一件商品一样，被

陈列在商店的橱窗里，在经过了多次的
观察和比较后，妈妈决定将克拉拉买回
家，乔西非常喜欢她的新伙伴。不同于
我们生活中所看到的智能化设备，克拉
拉是一个有情感的机器人，她的一切考
虑都以乔西为出发点，她想尽一切办法
希望乔西病愈，甚至不惜伤害自己。最
终，乔西康复如初，克拉拉对于这个家
庭不再有意义，她的结局是被遗弃在一个垃圾堆场。
身为一个有情感的机器人，克拉拉并不是一堆废铜烂
铁，她在堆场里渐渐凋零，平静地回顾自己的过往，于
是便有了这本如同回忆录一般的《克拉拉与太阳》。
读完小说，不少人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要把机器

人作为真正的人的替代品，是个极荒诞的想法，所以这
本书也被很多人当作科幻小说来读，但只需稍加思考
便会发现，石黑一雄希望传递给我们的
信息，远不是一本科幻小说所能承载的。
不妨回忆一下，当我们用CD替代

磁带时，怎会想到用手机就能随时听到
喜欢的音乐？当我们拿着手机点播歌曲
时，怎会想到只需要说一句话就能唤醒智能设备，完成
你发布的一系列指令？所以，如果在不远的将来，我们
在商店里看到了像克拉拉一样的机器人伙伴，你会不
会把他们带回家，甚至把机器人伙伴作为一个活生生
的人的替代品？会不会像乔西的母亲一样，把克拉拉
当作一个自我欺骗的道具，慰藉内心对情感的执念？
读过《克拉拉与太阳》，就不会或不敢轻易回答

这些问题。《克拉拉与太阳》拷问的是每位读者的内
心，拷问的是每一个活生生的灵魂：究竟什么才算是
真正的爱？母亲想用机器人去替代自己可能失去生命
的女儿，恐怕不能算是真正的爱；乔西身体痊愈后，
一家人像扔掉一个废家电那样扔掉了克拉拉，恐怕也
一同扔掉了最初对她的那种充满期待的爱；制造克拉
拉的发明家，恐怕也无法给她的使用者传递爱。
那么真正的爱究竟在哪里？石黑一雄通过机器人

克拉拉来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恰恰就在克拉拉的身体
里。聪明的人类为克拉拉编制了一套完美的程序，让
她学会付出爱、学会利他无私、学会忘记自我。当我们
看不清爱的本质时，克拉拉给出了答案；当我们迷失追
寻爱的方向时，克拉拉点亮了路灯。石黑一雄和他的
这本新书，正如现实生活中的那个机器人克拉拉，提醒
着我们去审视一番生命中的爱，问问真实的内心，那些
得到的和付出的爱，是否依旧如太阳一般温暖灿烂。

贾

赟

机
器
人
的
﹃
真
爱
﹄

那年，沙泾河里漂来
了一船难民。泊岸桥堍，
船上的老小次第上岸，或
投亲靠友，或自寻出路。
船空岸旷，青石板码头上
却孤零零地蹲着个汉子。
与河埠近在咫尺的糕
饼店主王大爷一把把
他拽进屋，问原委，方
知是个落难人。汉子
系江苏灌云小青口
人，兄弟排序为四；左颊有
一斑醒目青痣，故名“青脸
老四”。租东家几亩地为
生。没料想，那日灌河暴
涨，水淹四野。正莳弄庄
稼的老四拔脚往家奔。哪
晓得，波滚涛翻，淹没、阻
断了归家路。洪灾过后，
侥幸生还，寻回家时，已是
房倒屋塌；老母、妻儿，俱
溺亡。老四筑了个大冢，
埋了。洒泪而别，挤上一

条逃生的木船，一水漂来虹
口地界的沙泾河畔。举目
无亲的老四犯了愁。有人
摸铜板接济，他拒收，谓之：
五大三粗的人，伸手受人施
舍，面皮就掉地上了。王大

爷，懂！给脸：小伙！街上
河道收尸兼清障工的老灿
刚病故。我去说，顶他的窝
子。老四除了种过田，一无
长技，就剩胆大。一口应
承。虽说工薪微薄，但两
干一稀，过得去。至于宿
处，一时弄不起房，拖来几
口烂旧棺材，垒叠架起就
是个窝（俗称材房）。虽说
比起“地窝子（‘滚地龙’之
单体）”差得太远，还瘆得
慌，但能遮风避雨，管它魑
魅魍魉。
老四勤力尽职，分内

之事，做得很有条理；遇有
少幼死尸，草绳一捆，寻个
荒地挖坑，埋了；倒伏路
旁、河边的成年亡人，则一
领芦席卷扎，扔上板车，拖
去唐山路、公平路转角的
国华殡仪馆，交由冰柜集
中，送往宝兴火葬场焚
化。知他胆大，谁家有人
亡故，就唤去入殓、抬棺、
殡葬，得些赏钱。尽管有
了一份“外快”，可他仍龟
缩在“棺材窝”。有人劝他
搭一间草棚茅屋。他摇
头，说身上的阴气重，不好
在邻居家边搭房子，依旧
离群索居。都赞他有德
行。后来，在一个风雨如

磐夜，“棺材窝”塌了，老四
无处栖身，就奔进太平桥
路拐角的土地祠，原先看
管香火台烛的孤寡老人病
死，土地祠空着，就成了
他的栖身地。听王大爷
说，老四胆大，住勒
（那）个地方又不花
钱，蛮好。即便如此，
还是与人疏远，众人
都夸他明事理、知

趣。他虽没什么文化，但
抱朴守本，又知趣识礼懂
规矩，令人尊敬。
老四的衣兜里总揣着

糖果，逮住“霞子（儿童）”
就逗乐、给一颗。孩童走
远了，他还痴痴地呆看。
众人见了，摇头唉息。
由于工作关系，一来

二去，老四与殡仪馆管理
冰柜的犹太人哈里成了无
话不说的好友。闲来无
事，哈里常邀他去昆明路
家中喝个小酒，吃餐便
饭。处长了，质朴憨厚的
老四居然为哈里的妹妹海
娜所钟情。哈里也乐意玉
成好事。可老四一再婉
拒：海娜是个黄花大姑
娘，长得又好看，嫁我这
个丑鬼？罪过哎！况且，
我妻儿老母尸骨未寒，怎
可再娶婆娘。话音落地，
起身告辞。就此，彼此只
剩下工作关系。一街老少
为之劝解：老四哎！丧偶
再娶，天经地义。你不
接，岂不是痴得往河里
爬？老四听了，除打躬作
揖，依旧我行我素。这令
众人扼腕叹息。
那年，我娘病逝，请老

四帮忙入殓。他一早就来，

一身干净，还拎着瓶老酒。
喷几口，杀毒驱邪。老四笨
嘴拙舌，做事却利索，没多
时，就妥了。要盖棺封钉
了，就剪了我与弟弟的一绺
头发。在抡起斧子将一枚
长钉连同头发一起钉的当
口，大声地吆我兄弟俩哭。
说，乖乖啊！送送娘吧。
我哭，弟弟没哭。老四瞪
圆了眼，吼一声，哭！还屈
起手指，笃“毛栗子”。是
疼，还是让板着的“青脸”
吓得，真就哭了。这是我

与“青脸老四”头一次的零
距离接触，一直记到今。
后来，弄堂里建“小高

炉”炼钢，土地祠的烛台、铁
案做了炉中物。不多时，老
四就淡出了人们视野，不知
所终。偶尔，有人问起。听
得，摇头，叹一声，好人呐！
亦有人估猜，老四怕是回了
老家，守坟去了。有意思的
是，土地祠的地段蛮好，单
身汉的剃头匠小韩征得居
委会同意，改作前工后宿
的理发店。生意蛮好。

胡根喜

“青脸老四”

很多人都猜过一条灯
谜：“金银铜铁”（打地名
一），我们俗称的五金应为
“金银铜铁锡”，而谜面上
没有“锡”，所以谜底是“无
锡”。无锡与灯谜着实有
缘，猜谜历史源远
流长。作为吴越之
地，春秋时这里流
传的歌谣《弹歌》，
就被朱光潜等学者
认为是我国最古老
的谜语。唐朝的
“许碑重立”、明朝
的“辛未状元”等古
谜，都与无锡地区
有关。清乾隆年
间，华守谟在叙事
诗《鹅湖灯市词》
里，用“更有鸡坛文
秀士，四壁藏谜看射覆”等
10句长诗，描绘了一幅鹅
湖（今无锡荡口）民间赏灯
猜谜的风俗画卷，咸丰年
间梁溪企杜氏辑录的《龙
山灯虎》，更是著名的清代
灯谜典籍。
经过几代谜人的不懈

努力，如今无锡灯
谜文化传承有绪，
谜事兴盛，“无锡灯
谜”在2016年已入
选江苏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去年，由无
锡市文广旅游局等联合举
办的第二届长三角地区暨
运河城市灯谜邀请赛，在
梁溪区揭幕，来自长三角
地区和运河沿线20个城
市的60多名灯谜高手，以
及上海、北京等12支代表

队，近距离触摸运河文脉，
乐享非遗魅力，切磋灯谜
技艺。
赛事中很多谜作都围

绕“无锡（梁溪）”和“非遗”
两大主题，让大家通过灯

谜，了解无锡。比
如：“梁溪居幽客”
（打旧国名一）“锡
兰”，梁溪是无锡市
中心城区，旧时亦
为无锡别称，故扣
“锡”，“幽客”系兰
花之别名。锡兰即
现在的斯里兰卡；
“运河边，惠山下，
今相聚”（打字一）
“涔”，“运河”扣
“氵”，“惠山”扣
“山”，再和“今”聚

合，组成谜底；“考研扩招”
（打空港名一）“硕放”，“考
研”指报考硕士研究生，谜
底是无锡机场名，别解作
“硕士招生放宽扩大”；“人
人开口赞梁溪”（打陕北民
歌歌词两句）“一道道山
来、一道道水”，谜面“梁”

别解为“山梁”，
“溪”作“溪水”，谜
底须顿读成“一道/

道”，“一道”指“一
起”，后面的“道”

别解为“说话、道白”；“梁
溪民居”（打古诗词句一）
“小桥流水人家”，此谜中
的“梁”又和上述不同，要
解释作“桥梁”；“红区金匾
走针线”（打无锡非遗项目
一）“苏绣”，革命根据地称
作红区或苏区，谜底意思

说“苏区针绣”。
谜会期间，主办方还

在清名桥古运河景区悬挂
数千条灯谜，供市民和游
客用手机扫码猜射，答对
谜底即可赢取现金红包奖
励。此地夜景桨声灯影，
流光溢彩，而今又平添五
彩缤纷的春灯（灯谜的别
名），愈发熠熠生辉，令人
乐在其中，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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