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曾记得，儿时端午
节最有兴趣的是三件事：挂香囊、插艾蒿、吃粽子。

焦桥古镇有一座百年药店广济堂。端午前夕，坐堂的李
三先生就连夜配好香料，一手拿炊帚，两脚蹬药碾，咣啷啷
——咣啷啷——把香料碾压成粉末，过筛，然后用粉红色有
光纸包成小包，装在一只竹箩筐里。药店里香气浓郁，令人
兴奋。我问他是用什么药材配制的，李三爷爷笑而不答。待
到端午清晨，药店提前开门，三里五村的许多孩子聚集在门
外，等候领取香包。李三先生按照五月初五的吉利数字，每
人五包，送完为止。有的孩子来晚了，纠缠不休，李三先生就
把自留的一些拿出来，满足他们的渴求。我和弟弟是李三爷
爷的“爱宠”，也趁机走个“后门”，再讨要一份。然后到药店
后院熬黑膏药的铁锅里刮取药渣，粘在竹竿顶端，跑到田间、
地头、河边的大树下，粘取“知了皮”（蝉蜕），贡献给李三爷
爷，算作“知恩图报”。然后，把广济堂的香料装进自家缝制
的五彩香荷包，缀以黄色丝穗，挂在纽扣上，馨香扑鼻，经久
不散，令人神清气爽。配合着院门、房门甚至牛棚、猪圈上插
的艾蒿，家家户户都弥漫着端午节特有的异香。蚊蝇远离，
五毒匿迹，传说还可以驱邪。

时值仲夏，骄阳红似火，槐下午荫清，蝉鸣池边树，夜闻
蛙鼓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伴随着街头巷尾“江米糖—
粽子哟——”的吆喝声，打麦场上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勤劳朴实又忙忙碌碌的农民们，满怀着丰收的喜悦，就这样
简单愉快地度过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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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一个要饭的年轻哑巴
来到了京西永定河畔的琉璃渠。

哑巴岁数不大，一身已看不出
颜色的破衣烂衫，趿拉着一双露着
脚趾头的破布鞋，一头像蒿草一样
蓬乱枯槁的长发随意生长，脸和手
不知多少天没洗过了，黑乎乎的。
哑巴左手拿个豁牙裂齿的青瓷碗，
右手拎个破包袱，只有他的两只眼
睛看上去清亮有神。

哑巴进村后，径直奔了村东头
琉璃窑场的商宅院，窑场主六爷赵
春宜就居住在这里，他乐善好施是
远近出了名的。

赵春宜正靠坐在上房八仙桌旁
的太师椅上，下人进来忙向他禀告
哑巴的事。六爷让多给他点吃食打
发了，可哑巴还是不走。“带他进来，
看他到底要干什么。”赵春宜心善。

哑巴被带到了六爷的面前。进
得屋来，哑巴竟很懂礼数地向坐在
椅子上的六爷深深鞠了一躬。六爷
看了看哑巴，哑巴也上下打量着六
爷。见六爷岁数并不很大，五十多
岁，中等身材，瘦削而干练，一脸的
和蔼与慈祥。

“我说话你能听得见吗？”哑巴
不聋，使劲地点点头。“你来讨饭，得
到了吃食，为什么还不走？”六爷一
脸的严肃。哑巴摇摇头，用手指蘸
着唾沫在地上写了“干活”二字。

六爷明白了，点点头说：“窑场
里的活儿可是又脏又累，你受得了

吗？”哑巴坚定地点点头，他还摞起
了自己的袖子，显露了一下自己胳
膊上的肌肉。“那好，粉料场正缺人
手，明天你就去粉料场粉料吧。”

哑巴听了，又给六爷鞠了一大
躬，然后他捧着自己的破包袱来到
了六爷的八仙桌旁，把破包袱轻轻
地放在了上面，又推到了六爷的面
前。六爷有些莫名地问：“送我的？”
哑巴闭着嘴唇认真地点头。

六爷觉得哑巴很有意思。破包
袱被一层层打开，一共包裹有五层
之多，当最后一层被打开的时候，一
座精美的琉璃三彩观音坐像便展现
在六爷的面前。六爷惊得目瞪口
呆，细细地端详，琉璃坐像真的太精
美了，虽然只有一尺多高，但它透出
了久远年代携来而今挡不住的精湛
技艺。无论从坐像的神态表情，各
部位的匀称比例，还是釉色的协调
圆润程度，无不体现着高超精湛的
技艺。六爷是琉璃赵的传人，见过
精美的琉璃制品无数，但也很少看
到如此技艺高超的琉璃品，而且六
爷知道这座琉璃观音坐像还是旧时
的老物件。六爷心下甚是欢喜，脸
上却还保持着久经世事的平静，不
过他对面前的这个邋遢的哑巴已经
刮目相看了。

第二天，哑巴在琉璃窑的粉料
场开始上工了。洗了澡、梳了头、刮
了脸、换上了窑场的工作服，哑巴像
是换了个人。

窑场里琉璃的烧造技术与生产
是一道相当复杂的工艺流程，要经
过采矿、筛选、粉碎、淘洗、炼泥、制
模、制胚、精雕、烘干、胚烧（素烧）、
施釉、彩烧等二十余道工序经高温
才能烧制而成。琉璃制作分工细
致，分为上三作、下三作。上三作是
烧造琉璃的主要部门，即负责产品
设计、图纸、制模子、成型的稳作，烧
窑看火候的窑作，配制各种色彩釉
料的炒铅房。下三作，就是技术含
量较低的筒瓦作、板瓦作、忽头作，
以及粉料、沤料、装窑、出窑、供应燃
料等活计。

选料和粉碎在窑场里是最低
等、最没技术含量的活儿，活茬儿
又脏又累，可哑巴却没有丝毫反
感，每天不声不响地按点上下工。
烧制琉璃胚胎的材料是一种页岩
土（坩子土），哑巴每天都要把牲口
用鞍子从采矿场驮来的原料中不
合要求的细心挑捡出去，然后把筛
选剩下的矿料用铁锹均匀地散在
空场上进行晾晒，使其中的水分完
全蒸发。原料晒好后，哑巴就轰着
毛驴，拉着地石碾在矿料上细细地
碾压，一圈、一圈，一丝不苟。师傅
告诉他，烧造琉璃对粉出的原料要
求极高，要细得和吃的面一样才行，
然后把叶腊石粉按比例掺入坩子
土，进行均匀混合，哑巴把师傅的话
一一记在心里。

（未完待续）

会飞的向阳花会飞的向阳花
龙泉小学龙泉小学 六六（（22））班班 王可欣王可欣

父亲说：“当你怀抱诗书的时候，
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如今人至而
立，我依然记得这句话。

我们所居住的山村，除却明媚葱
翠的山野，隔绝了一切新鲜事物，唯有
从书中可以获得对于未知的探寻。父
亲是爱书之人，家中一个老式木柜里，
是父亲积攒的所有书籍，有很多连环
画，亦有很多父亲上学时留下的课本，
年少时的我，读着这些有趣的文字，那
个年代，真的是靠“诗书消夏长”。

然而，真正的阅读是从小学时代
开始，开始贪恋各种故事，开始对生活
与未来有了期盼，开始积攒自己的书
籍，到现在读过千万本书，很多书的内
容都已经忘却，唯独一本书给予我的
经历自始至终都还留在记忆里。甚至
二十年前父亲给我买的这本书依然压
在枕边，伴随着我走过了很多年。

从10岁开始，我接触到了《红楼
梦》这本书，年少的时候并不懂得这些
晦涩的句子，父亲会在天井纳凉时同
我念里面的诗句，我便跟着父亲诵读，
平仄押韵的句子朗朗上口，读来抑扬
顿挫，年少时记忆好，几乎读过两三遍
就自能成诵，父亲惊讶于我对诗词的
领悟，便将整套红楼梦买回来，那时他
说：“等大一点点再读，现在你还读不
懂。”年少时读书，读的大都是故事，曲
折婉转的故事，新鲜有趣的故事，自然
不懂书里的真谛，年少读其事，年岁渐
长方能读其髓。

青葱豆蔻般的年华，那时读红楼
已经有些岁月，父亲害怕我受书中影
响，也学得伤春悲秋，于是将书藏了起

来，却不知后来竟被祖母当成了引柴
火的火引子。当被发现时，书的目录
已经被祖母撕下燃成了灰烬，记得那
时我抱着这本劫后余生的红楼，泪流
满面，祖母看着我的模样说：“这丫头
莫不是魔怔了吧？”我不能嗔怪祖母，
只是对这本书守护得更加紧要，将她
放置在枕边，小心呵护着，被烧毁的目
录是父亲一笔笔对照着抄下，再用浆
糊黏贴。很多年后，依然记得父亲在
灯下为我粘补红楼目录的情景，这本
书里，有我年少的故事，亦有父亲予子
女的爱。

然而这本书的劫难似乎还没完，
上初中时，我开始深入阅读这些文字，
那时寄宿在学校，学习紧张没有时间
去看这些课外书，为此入寝熄灯后，我
在床头点着蜡烛看书，后来睡着了，蜡
烛倾倒，点燃了枕头和书籍，直至额角
传来剧痛才发现，书的封面已经开始
燃烧了，好在发现及时，没有造成大的
灾难，然而这次的教训是十分巨大的，

从而告诫自己，不能将自己置于危险
的境地，红楼梦的封面烧掉了一大半，
也时刻警醒着我，后来自己找来硬纸，
将扉页细细的修补，重新包好书皮，父
亲在封面写上了“红楼梦”三个字，同
时也写上了：“时时自警”四个字。年
少时分谁没有犯过错，唯有自警，告诉
自己有些错不能犯第二次。以至于
《红楼梦》成为我的警世之书，父亲在
封面写下的四个字刻在了我的心上。

红楼读了不下数十遍，书中很多
内容都已烂熟于心，年少时分家境并
不宽裕，没有什么闲钱用来买书，一本
书往往都是反反复复的读，我读完弟
弟们读，唯有这本红楼却从来没舍得
给弟弟们翻阅，每每在睡觉时，总会随
手翻阅几章，在红楼梦的书香里甜甜
的入梦。它几乎成了我睡前的一道点
心，不可或缺。

少年不知味，很多年少时不懂的，
不解的，未曾探究的秘密随着年岁渐
长也开始慢慢懂得，由此而明白父亲
所说的你现在未必懂得是怎样的一种
深意，有语云：“年少不读红楼”所谓繁
华万千事，大都转头空，我过早的进入
红楼的世界，但如父亲所言：“读书乃
是知其意，解其事，却千万不能学其
样。”我到如今依然记得这句话，此亦
是我读书之信条。

“腹有诗书气自华”，多年后，当我
怀抱诗书之时，希望父亲还会说：“看
我的女儿是最美的孩子，”守望着《红
楼梦》，念着当初那一点阅读的初心，
这本书早已成为了我人生中的“良师
益友。”

书香里的过往书香里的过往
陈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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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的日子不需多

一只粗碗盛酒

好不过格窗夕阳

打马弯弓关山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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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臂弯处的火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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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时候以涟漪引火

烧成莲花

偷 艺
赵春光

一天放学后，我和潘彤君看到
本来干净整洁的街道，小广告就像
狗皮膏药，影响了城市形象。我俩
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狗皮膏药”，
心里就非常气愤，便自觉地清理起
来。我俩一边清理，一边自信地
说：“今天晚上的日记，咱俩就可以
写这件事了。”

晚上，当我写好日记正要往班
级家长群发的时候，看到了老师对
潘彤君日记的评语：“真好，这么冷
的天儿还能做保护环境的事，清除
小广告的过程写得比较细致，但没
有写出为什么这样做，就不能让大
家感受到你们这样做的意义了。
（良）”我一定要比她的日记写得更
好，弥补她的不足，获得老师的好
评，我暗下决心。

谢老师总夸我的日记和作文
语言生动，感受深刻。我要加倍努
力，将来梦想成为一名作家！绝不
能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我赶紧用
心写起日记来。把我对贴小广告
行为的痛恨，一字一句地写了出
来。写完后，又一丝不苟地检查一
遍，发现有的词语不是很合适，有

的语句不太通顺，清理小广告的动
作还不够细致，又反复思考之后把
它们全部“搬家”了，因为老师经常
告诉我们“好作文是改出来的。”

认真修改完，我才放心地把日
记发出去，过了一会儿老师就把评
价发了出来。“哇！王可欣的日记
语言自然生动，清除小广告的意义
写得非常深刻，很有感染力！（优
秀）”以往老师对同学日记的评价，

“优”就已经是最高了，这次我居然
破了我班的吉尼斯纪录啦！

这天夜里，我在睡梦中做了一
个浪漫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朵
太阳花，在一个没有小广告的湛蓝
天空飞翔。在空中，我看到谢老师
的笑脸，她不断肯定我们的优点，
让我们优点保留下来，发扬下去，
帮我们把错误一条一条地修正，使
我们不断进步，更加优秀，变得越
来越出色。

甜蜜的梦里，我变成了会飞的
太阳花！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 谢焕弟谢焕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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