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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把这部纪实散文定名为《五味子》，源于本

书的主题和65篇文章，全部围绕“酸、苦、甘、辛、咸”的

五味人生所作。人活一世，各种酸楚无处不在，常会与

你不期而遇，让你猝不及防；苦，也许是最可怕的味道，

但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生活的打磨可以让你更加

光彩夺目；甘，尽管是五味中最令人向往的味道，令人

心旷神怡，但又往往稍纵即逝；辛，令不少人望而却步，

但是正因为它象征着一种态度和格调，所以才让更多

的人感觉无辣不欢；咸则多一分不舒，少一分不适，咸

淡适中才是生活的最佳状态。人生五味俱全，缺少了

哪一种，都会失去原本真实的味道。

《五味子》的主人公闫敏，经历过锻工的千锤百炼，

亲历过黄河漂流的盖世悲欢，体味过拍摄《魂系高原》

的个中艰辛和成功喜悦，担负过妻子因车祸至半瘫的

护理陪伴，也留下过某个梦想功亏一篑的遗憾。如今

已经步入花甲之年的他，把大半生所经历的一切都当

成了享用不尽的财富。

《初恋》的主人公，我的初中女同学于秋荣看过文

章后告诉我：“过去，也有朋友曾经想写我独特的恋爱

经历，但是一直未能如愿。今天，你终于帮我实现了这

个愿望！今后我要更好地生

活，跟你姐夫相伴到老。”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吃螃

蟹”的陈兴华对我说：“27年过

去，今天再看你曾写我的《剪出

一片新天地》这篇文章，又一次

回想起自己80年代创业时的种

种艰辛，真是心潮澎湃，甚至鼻

子有点儿酸酸的。”

写完《银婚》，我曾经问过

几个朋友能否预测一下男女主

人公的结局，几乎清一色的回

答是“恩爱一生”“幸福永

远”，谁也没有想到男主人公

的人生戛然而止于银婚到来前

的三个月。然而，看过他们的

故事，谁又能说这样的爱情不

令人称羡？

还有《钻石婚》《婆媳》《陪

读妈妈》……文中的主人公无一不是过着普通人每日衣食住行、柴米油

盐的生活。无论经历多少世事变迁、人情冷暖和沧海桑田，他们的初

心、爱心、仁心不变。

《双楫斋主》和《“幸运老公”》中的两对夫妇，一对是举案齐眉的画

坛伉俪，一对是琴瑟和鸣的神仙眷侣。尽管两对夫妻双方的性格如文

中所述不尽相同，但是，靠相互欣赏和求同存异，又因此成为了“最容易

相处”的绝配佳偶。

《校长“爸爸”》的主人公荆跃，为了给汶川和玉树地震灾后的西藏

孤贫孩子提供养教结合的环境，毅然将自己创办的盛基艺术学校改变

为纯公益模式。在做校长的同时给予孩子们慈父般的关爱，通过爱心

教育、科研教育和国际教育，把初来北京时带着心理创伤，连马桶都不

会坐的藏族孤儿们，培养成站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华少年风采的优秀

演员。

好友华姐在群里发了一张字条，并注明“1983年干休所共有五十

名警卫部队的老干部，三十五年过去，现在只有七人了”。我在心生崇

敬的同时，一股要用文字把几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留下来的紧迫感油

然而生。于是，便有了《“二〇后”》一文。写完后，我心中升腾起一股如

抢救国宝般的庆幸。

如果说“面人彭”“花儿金”“彩蛋张”“糖人潘”和“都一处”第八代传

承人吴华侠，属于民间工艺和“非遗”技艺传承人，那么全书所描写的名

人仅有相声表演艺术家冯巩、笑林和跳水运动员曹缘。而我笔下的他

们同样是“人”不是“神”，体味过或正在体味着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五

味人生。

每篇纪实散文的创作过程，其实也是我本人融入其中并自我提升

的过程。《钮氏状元厅》《我的妈妈》《姥姥》《女儿的故事》《晓华》和赴日

本留学生活系列，都和我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

自1991年以来的28年间，我力求用自己的拙笔，把书中每个主人

公异彩纷呈的故事，打磨成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同时，又从每个故事的

主人公身上汲取营养，在感动之余不断蓄积引人向善的能量。我特别

欣赏著名已故作家二月河提醒著书人的话，他说“我的作品也不是对着

墙想出来的”，要想把作品写得好还是要“下点力气”，如果作家不努力

就想得到读者的好评，“那连做梦都不如”。所以，我想问心无愧地说一

句：我下力气了。期待与每一位读者产生共鸣，也渴望感受和品味您的

五味人生。

感谢国家一级美术师、清代大学士纪晓岚六世孙纪清远先生为本

书题写书名。

感谢作家出版社编辑钱英女士和杨新月女士，以她们渊博的知识、

丰富的经验和严谨细致的工作，帮助我去掉拙作中许多不成熟的地方，

最终有了今天呈现给各位看官的这本《五味子：走进你我的多彩人生》。

（摘自《五味子》，钮敏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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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有一座小岛，远远望去，像一片

云在天边浮着。这里树少，草少，土也很少，却驻扎着一群

海军士兵。

将军上岛时正是这儿最凉快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七

八摄氏度吧。没法子，谁叫这儿离赤道近呢？也算是一种

近水楼台吧。将军不怕热，当年收复礁盘那一仗，他在这

里负过伤。那时他也就是和这帮兵一般大，嘴上刚冒出胡

碴碴。那次他腿上让弹片擦划了一下，鲜红的血洒在雪白

的珊瑚礁上，在将军的记忆里构成了一幅难忘的图画。那

点儿伤，本不是大事，可就因为天热，伤口感染了，差点儿

要了他的命。后来，因为补给上的困难，小岛上一度没有

驻兵，直到去年。

小岛不到一个足球场大，转一圈也用不了10分钟，

所以，到第5分钟时，将军就发现了问题。

“那碉堡，南边是什么东西，搞得那么神秘。是暗堡？”

将军说着就走了过去，才看清那儿用珊瑚礁围成一圈，上

面用油布遮挡着。掀开油布一角，竟露出一片绿绿的菜地。

将军不由得一愣。他知道，在这个地方，植物是无法

生长的。因为主要吃罐头，缺蔬菜，不少战士一上岛，很快

就牙根发烂，满嘴起泡。从大陆上运来的蔬菜，还没上岛，

就要烂掉一大半。即使有幸存的，叶类菜过不了两天，瓜

果类最长也熬不过一个星期。其他时间，最好的就是酸菜

罐头了。看着眼前一片片绿叶亮晶晶的，将军真疑心自己

是不是在做梦：“这是怎么弄出来的？”

守备队长说：“他们搞了人造地。”

将军说：“我当然知道是人造地，问题是，这土是怎么

来的，菜又是怎么长起来的？”

队长说他是北方人，从大棚养菜得出启示，也搞了这

个帆布棚，北方大棚是为防冻，这个棚却是防晒。这些土，

都是战士们从老家一口袋一口袋背来的。

“都从老家？”将军一时纳闷，“就近的海岛上有土，不

也行吗？”

“是呀，可战士们愿意从家乡背，连菜种也是从老家

带来的。您看，不少北方的菜在这里都活了。”

将军弯腰细看：好家伙，小小一块菜地，光小白菜秧

子就有好几种。

将军航海多年，方位感很强，看天看地就能分出东南

西北。他马上明白为什么这菜地要放在礁堡楼的南面：礁

盘在南海里太远，太阳不在东方升起，而是从北方朝这边

射着。选这个地方种菜，才能正面挡住紫外线强照的光。

“晚饭后，我们就可以把帆布都掀开，让您看看菜地

的全部。”队长自豪而又诡秘地一笑。

将军的眼光抓住了这一笑，心想：小东西，还有什么

瞒着我呢。就说：“好，我就在晚饭后来看。”

同行的秘书着急了：“首长，不是定了赶回舰上吃晚

饭的吗？”

将军当然不会忘。还是他自己定下的规矩：在这一海

域，为了减轻岛礁上的负担，吃住必须返回军舰。但现在，

他对随行人员说：“你们乘小艇返回，我在岛上不光吃晚

饭，还要吃明天的早饭。”

大家都吃惊。

秘书马上问队长：“晚上岛上吃什么？”

将军白他一眼：“吃什么？战士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秘书更急了：“您的血压和血脂……”

将军挥挥手：“就这么定了。”问队长，“欢迎不欢迎？”

队长很矛盾，不太情愿的样子：“欢迎是欢迎，可您的

身体……”

将军又问围过来的战士们：“你们欢迎吗？”

“欢迎！”

将军点点头。他要住下来，可不是因为守备队长的那

一笑。他是想，要是这种菜法子真能推广开，那对这一带

的守岛守礁部队的作用可太大了。这种看上去的小问题，

往往直接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

小艇终于走了。晚饭时，队长陪将军来到队部，办公

桌上摆了好几个盘子，有罐头，也有几种鲜鱼，将军知道

这儿的鱼不稀奇，也就没说什么，坐下来拿起了筷子。

就在这时，炊事员端来一个盘子，将军一看，脸色马

上变了。

那是一盘小白菜。

“这是谁的主意？”

队长不知说什么好：“大家的……”

“大家的？哼！”将军重重地放下筷子，起身，“我说和

战士们一起吃，你劝我说我去了他们会拘束，我就听了你

的。现在倒好！我问你，战士们有蔬菜吃吗？”

“一个星期吃一次。”队长声音小了。

“我问的是今天。走，去看他们吃什么！”

队长急了：“首长，您别去了，这盘菜您一定要吃下

去，要不，您会后悔的。”

将军一愣，不知队长说的什么意思。

队长想了想，对将军说：“您等一下。”他跑了出去。过

一会儿，他又跑了回来，指着窗外：“首长您看。”

将军顺着队长指的方向看去——

那一片帆布棚已经翻开，露出了一大块菜地，那绿油

油的一片，竟构成了一幅中国地图。

将军在心里一阵沉吟，凝视着那片绿色。

“全国的省份，有一大半有土在这里。岛上的战士知

道您身体不大好，又上了年纪，一致要求务必让您能吃上

蔬菜。他们每人从自己家乡的土上摘下一根自己家乡的

菜，就凑成了这一小盘……大家不是把您看成首长，而是

一个长辈。”队长在边上喃喃地说。

将军只觉得鼻子有些发酸，就别过脸来，刚好看见那

盘青菜。他怔了一下，走过去端起来，大步走了出去。

饭堂里，战士们正在吃饭。见将军进来，都停住筷子。

将军看了看他们桌子上的罐头，喉咙哽了一下，说：“同志

们……”停了一下，又说：“孩子们，我给大家分菜，每人一

筷子。”

战士们怕烫似的马上躲远。将军没有追过去，也知道

自己没法追，从战士们闪开的敏捷中，他看到了陆战队过

硬的军事功底。他站在原地，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

终于，他眼睛一亮，看到了饭桌边上的一桶汤。他走

过去，顺手把手中的菜倒进汤里，而后拿起汤勺，在桶里

搅了几下。

这一切在几秒钟里完成，将军的动作也可以说是敏

捷。现在，他舀起一勺汤。

没有人招呼，战士们自觉地围了过来。一勺一勺的菜

汤舀到了战士们的碗里。将军看到不少人的眼角有些晶

亮，自己的鼻子又开始发起酸来，本来想说些什么，脑子

乱了，就张了张嘴……

清晨，将军离开了小岛，驶出海面好远，他忽然让快

艇又绕回到礁盘的南边。这时，他看到那片绿色上面，一

轮鲜红的太阳正在从北方升起。

他向着太阳，向着那片绿色，也向着小岛，行了一个

标准的军礼。

（摘自《小岛》，陆颖墨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11月出
版）

人
活
一
世

人
活
一
世

五
味
俱
全

五
味
俱
全

□□
钮钮

敏敏

爷爷逼我读两本书
□束沛德

《鲁滨孙漂流记》（连环画）和《寄小读

者》《爱的教育》《历史人物故事》这些书，

是我童年时代爱不释手的读物。这些书中

描述的人物、故事，深深地刻印在我小小

的脑袋里，对我性格的形成，起了潜移默

化的影响。除了这类文艺书，还有两本应

用性、工具类的书，成了我童年时代的亲

密朋友，一本是《日用杂志》，一本是《尺牍

大全》。这两本书都是爷爷逼着我经常读、

反复读的。

去年秋天，我带着几分怀旧的心情，

踏着江南家乡的青石板路，走进小巷深处

我童年时代住过的几间老房子。一进庭

院，眼前立即清晰地浮现出小时候在天井

里拍皮球、堆雪人的情景。跨进坐北朝南

的那三间房，首先忆起的是爷爷让我在一

盏煤油灯下记家庭日用账的往事。那时

我十一二岁，读小学五六年级。爷爷已是

年过花甲的老人，赋闲在家。每天薄暮时

分，吃罢晚饭，妈妈刚洗好碗筷，爷爷就催

促我：“快把今天的账记上！”我打开那印

着红格子、分上下两栏的旧式账簿，上栏

记载收入项目，下栏记支出项目，都是用

毛笔竖写。妈妈坐在我身边，一边想，一

边报账。我在账簿上逐项记下：“青菜五

分”“毛豆八分”“豇豆一角二分”“鲫鱼三

角五分”“肥皂两角四分”“开水两分”，等

等。有时碰到我一时写不上来的生字难

字，如“荸荠”“藕”“三瓣头（野菜名）”“鳝

鱼”“簸箕”等，爷爷就让我查《日用杂

志》。这本《日用杂志》编得好极了，蔬菜、

水果、鱼虾、服装、日杂用品……分门别

类，还配有插图，查找起来很方便，不消半

分钟，就可一一找到答案。天天、月月与

这本书做伴，几年下来，我把收集在内的

各种食物、日用品的名字背得滚瓜烂熟，

增长了不少生活知识，而这些都是小学课

本里没学到的。

爷爷是个很古板、很严肃的人。他不

仅让我天天记账，还要求每天核对收支是

否相符。我拨动算盘珠，打了一遍又一遍，

有时仍对不上。即使差几分钱，爷爷也得

让妈妈再想想，再想想。妈妈左思右想，实

在想不出来。这时奶奶走到我跟前，贴着

我的耳朵悄悄地说，写上零用或零食花了

多少吧，对爷爷打了个马虎眼。我从小受

到省吃俭用、勤俭持家这种家风的熏染，

几十年如一日，不管是手头拮据还是略有

余裕，都坚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从没有

大手大脚、挥霍浪费。

爷爷逼我认真读的另一本书《尺牍大

全》，也就是《书信大全》。牍是古代书写

用的木简，用一尺长的木简写书信，所以

叫尺牍。那时，我爸爸远离家乡，在外地

就业。每逢接到爸爸的来信后，隔上一些

日子，爷爷就催我写回信。开头我对书信

的格式一点也不摸门，读了《尺牍大全》，

才知道该怎么起头，怎么落款。于是，也

照猫画虎地写起：“父亲大人，膝下，敬禀

者”，结尾写上：“敬请福安！儿沛德叩

上”。熟能生巧，常常动笔写信，逐步掌握

了书信这种应用文体的特点，我对写信一

点也不发怵了，而且有了兴趣和热情。从

那以后，不管是在中学、大学读书，还是东

跑西颠，在外工作，我一直勤于给亲人、朋

友、同学写信，因而被弟妹、儿女戏称为

“写信积极分子”。

《尺牍大全》不仅教会我写信，更重要

是在思想、品德、修身治家上，给了我可说

是刻骨铭心的影响。我记得，上小学五年

级时，学校里开运动会，表演团体操，要求

同学做统一的运动服。我回家向妈妈要

钱，妈妈死活也不答应。她担心叠罗汉时

我从高处摔下来。加上当时家里也不太宽

裕，要花这笔额外的钱，她也怕爷爷那里

通不过。那时我不理解妈妈的心情和难

处，又哭又闹，奶奶、姑姑怎么劝我哄我也

不行，甚至连晚饭也不吃了。后来还是妈

妈悄悄地答应掏出她的私房钱来交制运

动服的款，这场小风波才算平息下来。过

了些日子，爷爷针对这件事耐心地教育了

我。他翻开《尺牍大全》，与我一起读曾国

藩给二儿子纪鸿的一封信，其中有一段写

道：“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

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

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

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爷爷语重

心长地对我说：“你要记住，由节俭变奢靡

容易，由奢靡再变为节俭就难了，从小可

要养成勤劳、节俭、朴素的作风啊！”从那

时到现在，60年过去了。如今我的脑海里

依然不时闪现出“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

难”这句话。它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准则，做

人治家的座右铭。

（摘自《束沛德自选集·散文卷：缘分
与担当》，束沛德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9
月出版）

吴氏集团董事长吴礼60大寿的生日宴会定

于今晚6点在王朝酒店天字第一号包间举行。这

场生日宴会从一开始就充满诡异的气氛，怪事一

件接一件，给人不祥的预感。

王朝酒店的金色旋转门不停地缓缓转动。

酒店外，夜黑如墨，大雪纷飞，不时响起

沉闷的阵阵雷声。冬天打雷，这是难得一遇的

异常气象。

酒店内，大堂灯火辉煌。

赵慧出现在旋转门口，她摘下蒙上一层雾气

的黑框眼镜，跺几下脚，掸去肩上的雪花。这位吴

氏集团财务总监永远皱着眉，脸上深刻四条法令

纹，比31岁的实际年龄显得老许多。隔着落地大

玻璃窗，她监视着她的丈夫、吴氏集团行政副总

经理吴仁将黑色奥迪轿车开进停车场。吴仁、赵

慧是吴氏集团董事长吴礼的长子、长媳。

赵慧不耐烦地等了半分钟，顺着满铺紫红地

毯的环形大楼梯，她独自快步走上二楼。

走廊尽头是她预订的天字第一号豪华包间。

隔壁二号包间，一名枯瘦的黑衣年轻人站在

门口，胸戴白花，一对白多黑少的眼睛死盯着她。

赵慧低下头，避开那人的目光，匆匆走过

去。她来到天字第一号包间的彩绘玻璃门外，眉

头不禁皱得更紧。奇怪，包间里面没亮灯，黑沉

沉中，闪动着忽强忽弱的蓝色幽光，隐约还有压

低的鬼哭似的声音，好像隔门透出一股阴森森的

冰寒之气。

怎么回事？赵慧疑惑地伸出手，刚碰到门把。

突然，包间里面传出一声女人的惊叫！

叫声尖锐、战栗。

赵慧吓得呆立了几秒钟。她清醒过来，扭身

就跑，一头撞进丈夫吴仁的怀里，她颤声说：“你

快去看看，包间里杀人了，还是闹鬼哪？”

胖乎乎的吴仁畏缩退后，不敢上前。

“废物！”赵慧责骂道。

值班经理闻讯赶到。他头上冒汗，气喘吁吁

的，身后跟着两名保安。人多胆壮，三人合力撞开

包间的玻璃门，大吊灯亮了，炫目的光线立刻照

亮包间每个角落。眼前一幕，把值班经理的鼻子

气歪了。

几个女服务员挤在电视荧屏前，正在偷看一

部讲述白衣女鬼的恐怖片。她们一见值班经理，

一个个垂下头，悄悄溜走了。

值班经理亲自动手，收拾乱糟糟的包间。

赵慧板起脸说：“今晚费用八折。”她根本不

容值班经理商量。

“慧姐，您到得真早，您一手操办的生日宴

会，董事长一定满意。”随着话音，吴氏集团业务

副总经理孟艳笑吟吟地走进包间，这是位高个子

漂亮女人，时尚高雅，欧式风味。她身后跟着丈夫

吴钢与5岁的儿子吴信，乳名信儿。吴钢是吴氏

集团董事长吴礼的养子，吴仁的大学同学，经营

着一家名为成钢的小贸易公司，专接吴氏集团的

活儿。他中等身材，面白无须，恭谨地冲着吴仁、

赵慧笑笑。

信儿乖巧地叫了一声：“慧妈妈好。”

对于一家三口的问候，赵慧的鼻子眼儿里

“嗯”了一声。

吴钢展开一幅红底金字的大寿屏，倍加小心

地挂到墙上。值班经理看到寿屏有点歪，想帮忙

扶正。

“你别动。”吴钢慌忙阻止。

孟艳问值班经理：“隔壁二号包间办的什么

宴会？怎么都是些穿黑衣、戴白花的人？”

值班经理装作没听见，他把一大篮温室鲜花

摆放到圆餐桌正中，绿叶映衬着五颜六色的花

朵，烘托出喜庆气氛。他殷勤地说：“如有需要，随

时叫我。”说完，他退出包间，拭去额上汗珠。隔壁

包间办的什么宴会，他可不能说，不敢说，但愿不

要因此引发轩然大波。

王朝酒店旋转门外，吴智停下电动自行车。

他的同居女友陶蜜儿从后座上跳下来，抬头仰望

面前这座金碧辉煌的摩天大厦，赞叹说：“好气

派，来这儿的都是跟你爸一样的有钱人吧。”

吴智不屑地撇撇嘴。他是吴氏集团董事长吴

礼的二儿子，瘦高，长发披肩，留着一抹小胡子，

叼着从不离嘴的大烟斗。他开了一间名为“黑白

时光”的影楼，兼任老板、摄影师，生意惨淡。陶蜜

儿丰腴，又白又嫩，她自比杨贵妃，是个做梦都想

成为女四号的群众演员。这一对是吴家的另类。

两人相拥相抱，晃晃荡荡地走上环形大楼

梯。因只顾腻声说笑，他俩不经意中闯入二号包

间。吴智穿了件黑皮夹克，有人给他拿过一朵白

花，让他戴上，他这才觉出不对，进错了包间。他

看见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带黑框的老头照片，连说

sorry，跟陶蜜儿转身出来。

他跟陶蜜儿走进天字第一号包间，朝先到的

各位挥挥烟斗，算是打了招呼。他坐下，习惯性地

摸摸左侧额头被长发遮住的一道伤疤，说：“那老

头的遗像拍得不好，光线运用缺乏韵律感。”

“遗像？什么遗像？”赵慧问。

“隔壁二号包间办的是丧宴，墙上挂着死老

头的遗像。”吴美站在包间门口，气愤地说。她是

吴氏集团董事长吴礼的小女儿，现任集团公关部

长。她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不客气地批评道：“赵

慧，你这个儿媳妇怎么当的，挑这么个地方办爸

的生日宴会，伴着哀乐给爸庆寿，太晦气了。”这

位吴大小姐浓妆艳抹，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大。

赵慧的脸色由红到紫，她命令女服务员：

“去，把值班经理叫到这儿来！”

值班经理刚赶到，没来得及解释，后厨又出

事了。

操作间，一位年轻厨师头上高高的白帽子耷

拉下来，手里拎着一只炸到半熟的八爪章鱼，他

对面站着吴氏集团安保部长吴义。吴义是吴礼的

亲叔伯兄弟，他有一张刀削斧劈般的脸，尽管年

近60，仍然高大威猛，年轻厨师在他面前就像一

只待宰的小鸡子。吴义双手抱肩，沉默如山，这更

让年轻厨师害怕。

值班经理问清情况。

吴义从机场取回一只空运来的八爪章鱼，要

求加工后活着端上餐桌。谁知年轻厨师一个不留

神，八爪章鱼溜出水箱，爬上不锈钢排油烟罩，纵

身一跃，跳入下面的滚油锅，疑似自杀了。这种事

太怪异啦！值班经理打出一长串电话，好不容易

从另一家酒店找到一只相似的半死不活的八爪

章鱼。

（摘自《风雪迷失夜》，李振平著，作家出版社
2019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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