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纪事
本版电话：87891011 邮箱：yzwbcad@163.com

编辑：陈爱东 设计：刘惠芳 校对：肖腊梅

■

老公报了半程马拉松比赛，这个
他在《当我们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国际级的赛事，扬州已承办多年。老
书中说，长跑无关乎战胜别人，你唯
公虽没有跑步经验，但酷爱运动的他
一的对手就是自己。
每回看着许多男女老少在家门口跑，
今年 64岁的村上，是一个
便来了兴趣，心痒痒地要体验一回。
写作者，也是一个跑步者。为
既报了名，就没了退路，训练提
了能有耐力和体力创作小
上议事日程。周末在家，我便多了一
说，他戒烟并坚持跑步 31
项任务：陪跑。
年，
每年都要参加一次全程
■文星
这实在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陪
马拉松（42.195公里），还参
往返京华城，大约 12公里，跑了 仿佛慢跑在如诗如画的梦境里…… 加过 100公里的超级马拉
跑，因为我压根就没有跟着跑，而是
顺利抵达目的地，13公里，跑了 松，在 60岁“高龄”竟玩起
骑着自行车陪伴左右，呵呵。但只要 55分钟，老公浑身湿透。这一晚，他
整整一个小时。老公如刚出笼的包 了铁人三项（长跑、游泳、单
陪着，不管哪种方式，老公就不是一 睡得很沉很香。
第二天上午和妈妈、姐妹们约 子，全身冒着热气，特别是头部、大 车）。
个人在战斗。
傍晚时分，天空飘起了淅淅沥沥 好，给老爸扫墓。原本是坐公交车去 腿、膝盖处，烟气缭绕，宛若仙人下
跑步和写作一样，是孤独又枯燥
的小雨，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出发，老 的，一早起来，老公有了新主意：“ 算 凡。
的运动，需要超强的专注力、自控力
公已整装完毕：“ 雨中跑步，没有雾 了一下，差不多有 13公里的路程，超 “开跑不久，总有那么一段感觉 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村上说，我把跑
霾，没有扬尘，神清气爽，别有情趣。 过半马的一半了，我跑步去，你继续 不太舒服，这时候最容易畏难放弃， 步当成像刷牙一样的必做之事来每
陪跑，正好熟悉一下比赛路线。”嘿， 千万不能停，挺一挺就好了，再接下 天坚持，因此我的进步非常快。过了
出发！”
来就好像被人推着，惯性地往前跑， 不到一年时间，我就跑了个人的第一
一路往京华城方向跑去，那儿是 跑步去看望老爸，真有你的！
我们这回跑的大多数是半马的 停不下来了，这种感觉真是妙极了 次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路线的一段。老公跑得不
快，一直匀速前行。雨越下越大了，他 路线，这一路的风景真好，特别是瘦 ……今天跑完了一半，我对全程更有
这世上最怕认真二字，也最怕坚
浑然不觉，偶尔扬起手臂擦擦脸上的 西湖北门、大明寺、保障湖、蜀冈西峰 信心了。我是跑步新手，第一次参加 持二字，坚持一两年容易，坚持三五
雨水或汗水。我可撑不住了，连忙下 那段，柳树发芽、迎春花盛开、桃梅花 比赛，跑完全程就是目标。”休息时， 年或许也没什么，但坚持八年十年、
车穿上雨衣，边穿边喊他停一停，穿 相间，安静的湖边有人垂钓，不知何 老公如此感言。
十年二十年，必然会有所改变、有所
看着眼前这个热气腾腾的“蒸笼 收获。坚持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自然
上雨衣再跑，可他头也不回地摆摆 时，天空中落起了星星小雨，恰是一
派烟花三月俏美图，远远望去，老公 人”，我心生敬佩。想起了村上春树， 成个性，个性改变命运。
手，一下子把我丢下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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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刺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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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双小宝贝

星期三晚上，我和双双爸爸一
起回家。进门就没有看见小东西。平
时这个时间段，双双一般都是坐在
客厅地垫上，吃着零食看着报纸，舒
服得很！
“回来就在卫生间皮，一直到现
在都没有出来！”我妈跟我告状。
我推推卫生间的门，里面竟然
反锁了，似乎有板刷刷地的声音。
“在里面干吗啊？”我隔着门问。
“打扫卫生，刷地！”双双答。
“没必要锁门吧？”只能隔着门
讲话了。
“地湿，拖鞋进来就有脚印了！”
孩子做家务，总不是坏事吧！由
着她了！
吃晚饭了，喊了几次，终于从卫
生间出来了：好家伙，拖鞋都不穿，
赤脚，衣服也脱了，裤子的膝盖部分
■顾吉林
是湿的。双双说是跪在地上刷地弄
湿了。
这几天晚上活动结束后，就得
我站在卫生间的门口朝里望：
立马回家。原来，随着季节转换，多
打扫的工具一应俱全，大刷子小刷
家网店开始了大甩卖，几近疯狂。女
子抹布；洗涤剂洒了好多在地上；小
儿更是特地打电话回家，反复叮咛
桶里还盛着水。
老妈不要错过这一机会。
去年年底之前，我也尝试了几
“今天谁都不准进卫生间！”双
双命令。
次网购，多数情况下是在网上淘书，
结果还不错。特别是那些刚刚出来
睡觉时，老公突然对我说：“小
东西今天是不是在学校受刺激了？”
的新书，网购不仅速度快，价格也便
“怎么这么说？”我有些不解。
宜。不过这些动作大部分是借他人
之手完成的，有时候还麻烦远在南
“她从来没有做过家务啊。今天
南方 摄
春水
这样玩命干，不对劲啊！”老公担忧
京读书的女儿。
姐姐留了十几年的披肩 严要求，把孩子的心思全部放
起来。
今年春节，女儿放假回家，看见
早晨，我小心翼翼对双双说：
女儿什么东西都在网上搞定，顿生 卷发，竟因与女儿的约定，剪 到学习上来。姐姐经过深度反
“你昨天受刺激了？”
羡慕。我下了决心跟在女儿后面，熟 了个齐耳短发。一时间，同事 思，决定从自身做起，剪掉心
“我还说你受打击呢！”扔下一
悉了网购流程，办了支付宝。女儿返 好友皆疑惑不已，好好的一个 爱的长发。经过中午饭桌上和
句话，上学了。
校后开始了“单干”。除了自己买书， 卷发美女就这样变成平常的 女儿的一番长谈，两人谈妥下
午一齐去剪短头发。
放学回来，小东西继续昨天的
就是给电脑操作还不大熟练的太太 邻家大姐。
■ 李昌先
其实，姨侄女知道妈妈是
其实原因很简单，是为
—在卫生间刷地！
工作——
买衣服、买化妆品。
清晨，天刚蒙蒙亮，就听见了窗外喜鹊叽叽
“家里蛮干净的，你？”我还是想
起初，太太对网购多持怀疑的 了姨侄女的学习。姨侄女今 个极注重仪表的女人，只是没
一探究竟。
态度，认为衣服不试穿，光凭电脑上 年上高一，正是学习的关键 料到妈妈这次竟如此决然，让 喳喳的叫声。我知道喜鹊夫妇又回来了。
每年到了春季，楼房前数十米高的铁塔顶
“我下星期三喊了几个同学来
的照片，很难买到称心如意的衣服； 时期，偏偏一颗少女的爱美 她颇有些吃惊。当她在美发店
还觉得网店出售的东西牌子不响， 之心难收，尤其对她那过年 看到妈妈眼圈发红，偷偷拭 端，就会有一对喜鹊来安家，在此繁衍后代。今年 家里玩，我要告诉同学，这些都是我
也如期而至。
打扫的！”
担心东西的质量。在尝试着买了几
遗憾的是，由于这个铁塔刚刚被重新油漆
件夏装后，太太对网店的看法来了
过，喜鹊的“老巢”被工人无情地“拆迁”了，喜鹊
个 180度大转弯，同样品牌的衣
夫妇失去了繁衍后代的家园。
服，不仅比街上的实体店便宜许多，
正在我为喜鹊担忧的时候，只见喜鹊夫妇一
颜色、款式可选择的余地大，还省去
上一下，分工合作。一只在地面寻找树枝，一只在
了很多逛街的时间，网店的服务工
铁塔的顶端比去年更高的地方垒巢。开始，寻找
作也没得话讲。
■ 点绛唇
这阵子，经女儿提醒，太太主动
树枝的喜鹊每衔一根树枝，就往铁塔的顶端飞
要求逛网店，衣服和化妆品仍然是 时烫的卷发爱得过分，放学 泪，就明白她心中有多么的不 去，感觉非常吃力，中途还得休息一下，才能将树
她购物的首选。货比三家，逛实体 回到家就直奔穿衣镜前，梳 舍，只是为了她，收起爱美的 枝送到。我当时在想，按照这样的速度，要垒好一
店，累的是双腿；逛网店，累的是双 呀弄的，姐姐是看在眼里，急 心，甘愿陪她平凡。所以她跟 个鹊窝，喜鹊夫妇非得累个半死不活。谁知道，后
眼。初选结束后，还要发给在南京的 在心里。确实也是，把写作业 我这个小姨说，剪掉她曾经倍 来，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负责衔树枝的喜鹊，
女儿征求意见、定夺。网店品种齐 的时间浪费在头发上，不值 加爱惜的卷发，她没有怨言， 在地面寻找到树枝后，不是急着往铁塔顶端送，
全，货物充足，琳琅满目，买了这个 呀。如果把弄头发的时间花 以后一定会努力学习，考个理 而是衔到屋顶上，待屋顶上有了几根树枝后，它
还想买那个。这不，昨晚看中了一款 在作业上，还能提前睡觉养 想的大学，实现妈妈对她的期 才用嘴巴一根一根叼住，衔住三四根树枝一起往
铁塔顶端飞去，这样一来，效率提高了好多倍。没
衣服，打对折，在女儿连声说“合适， 养精神。只是平时姐姐埋怨 望。
合适”后毫不犹豫下了单，今天又看 归埋怨，并没真和她对着干。 今天晚上，姐姐用手机给 有几天时间，喜鹊夫妇的爱巢就搭好了。
昨天姨侄女的班主任找 我发来几张照片，照片上的她
美好的春天，在高楼林立的小区，有喜鹊陪
中了一款，打三折，蛮便宜的，想了
想，在女儿接连敲了几个“OK”后又 姐姐谈话，才知道孩子最近的 虽少了些许妩媚，却也清新动 伴在身边，分享着喜鹊那叽叽喳喳的快乐，也是
曲径通幽 朵朵 摄
一种幸福。
下了单。我也趁机给自己买了一件 学习成绩小有滑坡，关照她从 人。
棉衬衫，打一折，够便宜吧。
几天下来算了总账，卡里少了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
去，回来时已临近春节。那时糖是按
1000多大洋。不过，看看买到的都
计划供应的，在家很难买到，托上海
是些时尚、实惠、叫人喜欢的东西， 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
我还。”伴着儿时就耳熟能详的诗句
的亲友帮忙，白糖、红糖各买了一些，
心里直喊值！
记忆的，还有曾经穿梭于大江南北的
还有孩子们特爱吃的大白兔奶糖，装
轮渡。
在一个军用书包里让我背着。从上海
过去的扬州人过江有两个通道，
回来乘的火车是夜车，凌晨到的镇江
一个是从六圩，另一个是从瓜洲。
站，跑到江边时天还没有亮，坐在码
我们家在瓜洲江口的老街上，离轮渡
头边等船时，包就随手放在了旁边，
■ 安民
码头很近，总觉得那时人们都很勤
结果上船时闹哄哄的给忘了。等到船
快，赶早班船的人很多，天还没怎么 乎每年都要去镇江北固山南侧的烈 还要再跑这么远的路。
已离岸，我发现包没有了时，一下就
亮，门口的街上就有急匆匆的脚步 士陵园祭扫。孩子们都很兴奋，早早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 哭了。父亲一边安慰我，一边给旁边
声。听爷爷说过去的渡口不是这样 便起床，到渡口附近集中，按班级排 是我们登上北固山时看到的江景， 的人做着解释。这时，一个中年男子
的，金山寺的塔是立在江中央的，离 好队，依次上船。记得那时还是木质 不过这句诗却是上中学后才读到 手举着包从人缝中挤了过来，问我是
北岸还更近一些。早上寺庙的小和尚 的挂桨机船，要往返好几次，才能把 的。尤其是在背诵“千古江山，英雄 不是他手中的这只军用书包……
站在塔上喊一声，渡口边面馆的伙计 学生全部运过去。到了对岸就靠两条 无觅，孙仲谋处”，“ 天下英雄谁敌
上小学的时候，渡口开始有了汽
就会摇着船送一碗干拌面过去。在 腿跑了。从渡口到金山寺这一段有六 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等诗句 渡船，后来建了大桥车辆分流后，汽
《瓜洲志》上我没找到这样的记述，估 七里，因为大都是江滩上的路，人们 时，依稀还能回想起当年在山上抚 渡船可以搭载行人、自行车、摩托车
习惯将这一段称为“跑滩”。到了金山 摸过的那块试剑石。
计爷爷也是听他的爷爷说的。
一同过江，客轮便渐渐减少航次，到
轮渡留在我脑海中记忆最深的， 后来就停运退出了。
读小学的时候，每年清明前后， 就到了城边上了，如果是去苏州、上
学校都要组织学生扫墓。可能是因为 海，从这走到火车站就不远了。不过 是儿时的一件事情。有一年放寒假时
那年我还专程去了码头，在船上
青春 心飞 摄
过江比去扬州更便捷的缘故，我们几 我们是去北固山，穿过西津渡差不多 父亲出差去上海，有机会带着我同 站了好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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