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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一种气
息，它的成分相当微
妙，鲜活、生动、真实、
温暖，让人欲罢不能。
每次从济南回到故乡
蓬莱，当咸湿的海风
扑面而来，就觉得自
己是被恋人温柔地抱
到了怀里，除了沉迷，
别无他想。

“我这一辈子走
过许多地方的路，行
过许多地方的桥，看
过许多次数的云，喝
过许多种类的酒，却
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
的人。”从某种程度上
说，蓬莱之于我，是沈
从文对于凤凰的深
情，走近了，会魂不守
舍地爱着；走远了，又
会魂牵梦萦地思念。

仙山隔云海，霞
岭玉带连。蓬莱有它独到的颜
色。“蓬莱”者，“蓬草蒿莱”也。这
几个字有古意也有美意，是青砖
色的。它的名字和美丽传说有着
扯不断的关系。史称公元前133
年，汉武帝东巡，于此望海中蓬
莱山，不遇，筑一座小城命名为

“蓬莱”。汉武帝是怎样虔诚地在
这里守望的？又有多少后来者来
到这里寻仙而不遇？我无从知
晓。但千百年来，它厚重的历史
文化和山海风光一直为世人称
颂，却是不争的事实。

爱蓬莱，因为它有颜值也有
内涵。中国的四大名楼，江南有
三楼：一曰黄鹤楼，二曰岳阳楼，
三曰滕王阁，而江北只有蓬莱
阁。蓬莱阁依山傍海，高踞丹崖
山巅，掩映于亭台楼榭之中，偶
有海雾飘来，白绫一样缠裹阁
身，云烟浮动间恍如人间的仙
宫。史载，当年八仙就是在阁上
喝醉了酒以后漂洋过海的，这是
后话。最喜雨后登阁，天蓝得耀
眼，海也蓝得耀眼，海天一色，各
自美好。诚如蓬莱籍作家杨朔在

《海市》中所言：“你倚在阁上，一
望那海天茫茫，空明澄碧的景
色，真可以把你的五脏六腑都洗
得干干净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是蓬
莱最美的风景。蓬莱人至真至
善。方言一出口，厚朴亮烈，也直
接暴露出了胶东人的性格———
热情好客，刚正不阿。能一句说
明白的话绝对不用两句话去说。
熟人在街头偶遇，远远地打招呼通
常直呼“伙计”。伙计，在蓬莱可
以用来称呼家人、朋友、街坊四
邻等一切可亲可近之人。简单的
两字，却可以瞬间拉近彼此的距
离。我母亲属于典型的胶东人性
格——— 古道热肠。邻居家住了一
对双职工的中年夫妇，孩子上高
中，午饭没人做，回家每每以剩
饭或方便面解决。我母亲看在眼
里记在心上，家里包了饺子要给
这孩子送一碗，煮了粥也要给孩
子端过去一碗。现在孩子上大学
了，但每年寒暑假都不忘来看我
母亲，孩子称呼我母亲为“西关
奶奶(注：西关是蓬莱的地名)”。
我懂这几个字的情深意浓。“滴
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样的浩
荡古风，在蓬莱一直绵延着。

最喜欢在蓬莱慢悠悠地走
路。小城是慢的，千百年一直这
么慢着，慢得总想让人牵着蜗牛
的手散步。在省城待久了回到故
乡，总觉得自己的脚步太快了。
真正慢下来，你会发现美尽在日
常动人处：临街铺子里卖咸鱼饼
子的妇人，总是不疾不徐地翻着
锅里的饼子和咸鱼，不管门前的
队排得多长她都不慌不忙；桥头
做针线活的奶奶，戴着老花镜，
总是慢腾腾地一针一线绣着手
里的鞋垫或虎头鞋；卖海鲜的大
叔大嫂，跟你聊着家常间就手脚
麻利地帮你把鱼宰杀干净了。站
在他们面前，我常常恍惚：这是
现代还是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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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医院工
作，早就习惯了“人
家放假咱值班”。中
秋和国庆双节相聚，
长假仍是别人的。这
个季节，正好赶上秋
忙。老家那边的山楂
熟了，父亲一人在家
忙得顾不上做饭，母
亲便跟我们商量带
俩孙子回老家。

大儿子梓航上
小学四年级，放假八
天，老师布置了适量
作业。小儿子熙顺特
别淘，一个人有时都
看不住他。母亲回老
家，不可能去果园帮
忙，顶多就是照顾俩
孩子，找点空闲做做
饭。父亲也没指望母
亲回去帮忙摘山楂，
能帮忙做做饭就满
足了。母亲提出回趟
老家，梓航也想回去
待几天，我就趁下班
时间开车把他们送
了回去。

单位离老家三
十几里路，算不得远。驱车回去，
十几二十分钟即到，路上拥堵时
也就半个多小时。母亲带两个孩
子回家后，我们夫妻俩每天下班
后也都回老家去住。中秋节晚上，
吃晚饭时，发现家中有一碗辣椒
花。我喜欢吃辣椒花，只是去石碾
上轧辣椒花费时费力，母亲照看
着俩孩子，不可能抽得出时间。吃
完晚饭，闲聊时得知，母亲回老家
后，左邻右舍的乡亲给我家送了
不少东西。桌上那碗辣椒花，是邻
居三嫂送的，送了满满一大碗。院
中那一提兜茄子，是同村一个大
嫂送的，她还送来不少鲜鱼。大嫂
说，鱼是她女婿在河中钓的，拾掇
干净才送我家的。她还送了两包
刺槐花，是春天从树上捋的，算不
上贵重，却也是稀罕物。村子最下
边的四大爷，七八十岁了，知道母
亲回家了，赶紧送来一包自家种
的板栗。村西的婶子送来一包苦
菜茶。母亲说着这些，我感到的，
是暖暖的、丝毫没有杂质的乡亲
之情。

这家送把豆角，那家送几个
茄子，这家给捆韭菜，那家给几个
萝卜，母亲回家这几天收了不少

“礼”。母亲跟我说起，觉得挺过意
不去。我跟母亲说，送来了就收下
吧，这种乡情不能拒绝。母亲收的

“礼”，都不是多么贵重的，却称得
上稀罕物。就说辣椒花吧，辣椒都
是自家地里栽种的，采摘辣椒后，
抽农忙的空闲，经过精心挑选，选
色泽好饱满无虫的那些，冲洗晾
晒干带到村里的石碾上碾轧。这
样轧出来的辣椒花，除了辣味和
清香外，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这种味道，是集市上机器做出来
的辣椒花根本没法比的。

刺槐花也是稀罕物。春天刺
槐开花时，有的乡亲会去树上采
摘。把鲜刺槐花放在沸腾滚烫的
锅中焯水，控水后晾晒，干燥后装
起来储存。也有的是把焯水后的
刺槐花用手攥挤成团，再放到冰
箱冷冻室里冻起来。但不论哪种
储存方式，存货都不会太多，一般
也就两三包的样子。绝大多数人
家都嫌费事，根本不愿去采摘，更
不会这样加工、储存。

乡亲之情，是未被包装过的，
一点都不华丽，往往就只是一碗
辣椒花、一捧苦菜茶、几条小河
鱼、两团干刺槐、一小袋板栗的赠
予。且赠予就是赠予，不附带任何
条件，纯粹是萝卜白菜那样寻常
的一种礼尚往来。

这种情，不奢华，却质朴和真
实。在乡村里，在左邻右舍间，触
得到、摸得着。车水马龙的闹市
中，鳞次栉比的楼宇内，讨价还价
的交际场上，这种情则难以奢求。
老家那边的乡亲们之间，就连谈
笑声都是流溢着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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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中原一个朴素的小村庄，村
庄外的田野一马平川，除了冬天，一年
中的多数时候都摇曳着植物的芳香。田
间陌头的花花草草数不胜数，庄稼地里
也有，村人们不稀罕，把它们当杂草拔
除了。那时，让我们稀罕并虔诚地种在
院子里的是花瓣可以染指甲的桃红，还
有菊花。

故乡那个开满菊花的院落，曾经给
过我无限温情，曾经让我很骄傲。

菊花院落是五爷爷家的。五爷爷不是
爷爷的亲弟弟，还隔着一层血脉。但五爷
爷对我们一家非常好，如同对自己的孩子
一样，多年后想起依然心生感动。

五爷爷并不是排行老五，他没有兄
弟姐妹。他小名五儿，晚辈的人喜欢喊
他五叔或五爷爷。这并没有不尊的意
味，反而很多人很敬他。五爷爷一肚子
笔墨，是泥土里滚爬的庄稼人中唯一端
公家饭碗的人。

母亲告诉我，从我摇摇晃晃能走路直
到上学，这一段时光，多是在五爷爷家度
过的。那时候，我们家光景惨淡，母亲常常
忙着干活，顾不上我。五爷爷路过，见我满
身脏兮兮的，心疼地把我抱回去。五奶奶
忙活着给我洗脸，拿好吃的东西。小孩子
都是鬼精的，从此我便常常一个人跑去五
爷爷家。时间久了，母亲过意不去。五爷爷
说，菊丫头来了，我和你五婶都高兴，院落
里也不冷清了。母亲没再说什么。五爷爷
的两个女儿，都已远嫁他方。

慢慢懂事之后，我没那
么嘴馋了，开始关注五爷爷
家那一大院子的菊花。萧条
的秋日，那菊花实在怒放得
明烈。五爷爷五奶奶都喜欢
菊花。五爷爷常在菊花旁支
起画架，鼻梁上架着老式眼
镜，涂涂抹抹，一会儿院子里
的菊花就开到五爷爷的画里
了。五奶奶则穿一身鲜亮衣
衫，对着菊花，翘起兰花指，
咿咿呀呀唱起老戏。我呢，像
只快乐的小蝴蝶，一会儿飞
到五爷爷身边，一会儿飞到
五奶奶身边，一会儿又飞到
菊花丛中。

有时候，五爷爷会泡上
一盏茶，茶是菊花茶，是自
家院落里的菊花。五爷爷笑

眯眯地看着菊花在沸水里舒舒展展。然
后把我叫到他身边，边喝茶边教我背
诗。当我摇头晃脑站在菊花前背“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时候，正在摘菊
花的五奶奶笑了，把刚摘下的一朵菊花
簪在了我的马尾辫上。我跳着跑走了，
向伙伴们炫耀去。整个村里，只有五爷
爷家有这种好看的花。

转眼，我上了小学。上学之后，有了更
多伙伴，我总是会向他们大肆描述五爷爷
家的菊花多么好看。他们很羡慕我有一个
五爷爷，都想看一看五爷爷院落里的菊
花。一个春日的午后，我把他们带到了五
爷爷家的院落里。母亲知道后，骂了我一
顿，说我不懂事。五爷爷却一点也不恼，还
热情地招待了我的伙伴们。可惜是春天，
菊花不开，院落里青青的一大片。五爷爷
拿出了他的菊花画，给我们这群孩子看。
临走时，又送给每人一捧菊花秧。不过，孩
子们似乎没耐心，没等到秋天花开，已经
弃之不顾了。而五爷爷院落里的菊花依然
开得明艳。

记忆深刻的是有一年歉收，过年时，
外面雪花纷飞，我们一家人只能围坐在一
起吃着母亲包的素馅饺子。这时，五爷爷
披着一身雪花推开了我家的门，手里拎着
一条肉。父亲接过来递给母亲，他们的眼
里闪着泪花。五奶奶已经病了两年，家里
的钱早花光了。五爷爷却笑着说，院子里
的干菊花，放着也是放着，换了点肉，给孩
子们包饺子吃吧。

不久后，五奶奶去了。五爷爷一下子
变了很多，清瘦得如冬日里的一根竹子。
几乎不说一句话，坐在盛开的菊花中，一
坐就是一下午。母亲常打发我给五爷爷送
饭，而多数送去的饭都不曾动过。

过了一年，五爷爷也去了，院子里更
冷清寂寥了。来年秋天，院子里的菊花还
是一如从前一样开了，只是稀稀疏疏的很
是寥落。

过节放假，漂泊异乡的我回到故乡，
立刻跑去总是出现在梦里、总让我惦记的
菊花院落。离得好远就看到那斑驳的墙、
褪色的木门，杂草蹿出了围墙外。我转过
身，泪如雨下，不忍看那荒芜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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