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闲
张鹰

他们都是等闲之辈
是身边匆匆而过的行人
是你我的邻居或是朋友

也是大地不可或缺的底色
匆匆一个寒暑
你们来了又走

寂寂无名
谁又会在乎这个呢

盛大的季节里
不争先 也不落后
在合适的时间

把最美的自己奉献给风
雨 以及读懂你的眸子

丁丁花 苦菜花
白蜡 雪松

它们和谐在同一片蓝天下
朦胧的脸在面罩后恬淡了疫情

在五月的热辣与凉爽里
路边支撑起的帐篷

是安全的召唤
他们与你我在每一个新鲜的日子

以爱与责任的名义邂逅

32022年8月12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贺京梅 ■美编/王腾永定河

我老家火村的南山脚下，有一处山坳名曰“土
港”。这里，是我孩童时经常玩耍的地方，也是年少
时经常干活的地方。我从参军、工作，直到告老还
乡，都很少再光顾此地。

山里人喜欢山里的生活，退休后每年从开春至冬
初，都要在老家闲住。初夏的清晨，我沿着蜿蜒曲折
的山路，奔往“土港”故地重游。出了村子便开始爬
坡，约200米的坡路不算长，却非常陡立，没走几步便
呼哧带喘，汗珠儿也不停地往下淌。我三步一停，五
步一歇地坚持向上攀登，转过了山弯，地势豁然开朗。

我站在沟台上四下瞭望，只见沟港中梯田层叠，
梨树已打好树盘浇了水，枝叶间的花骨朵密匝匝的。
地堰里矗立着几座熏肥的草木堆，烟气袅袅升腾，真
有点“大漠孤烟直”的味道。新翻过的土地扒上整齐
的畦埂，形成一块块黑褐色的方格子。俗话说：地是
人的脸，区分勤与懒；活儿好不好，区别拙与巧。这山
坡地整治得俨然一幅活生生的闹春图，我决意到地里
看个究竟。

山路旁边，有一道木梢编成的栅栏门，坡根处搭

着一个简易的木棚。一老者在一张旧藤椅上仰躺而
坐，一顶发黄的草帽盖住了脸，脚旁扔着一把锄头，看
来他是锄地锄累了，正坐在棚口歇着呢。

“你好，这是你的地吗？”我走到棚口打个招呼。
那人向我打量着，突然站起来：“哎哟稀罕呀，这不是
老同学吗？你，你咋跑这儿来啦？”

“咳，退休了闲的，要知你在这儿，我早就来了！”
我俩不仅是中学时的同学，还是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
发小。这块地原本是他一个亲戚哥的，人家外出了他
才接过来。这里偏僻缺肥水，地里果树多，种庄稼长
不好。他这几年开荒垫土、割梢子熏肥、接管子引水，
费了老鼻子劲了，如今已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了。

“这么多地，你一人弄得过来吗？”“咱农村人呀，
对土地有种特殊的感情，坐在田间地头觉得心里踏
实。每天遛遛达达来这儿干点活儿，出出汗，看看草
绿，闻闻花香，说白了，就是玩个乐呵。不过，这地还
真挺掏良心，没让我白花工夫。”“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这是土地对你付出的恩报嘛！”

“甭拽了，老友相逢，无酒有茶，走，喝茶去！”他拎
着小桶去坡根的水泉里舀水，我独自坐在木棚里寻
思，我俩都已是古稀之年了，他身板硬朗，精神矍铄，
我虽不算体态臃肿，却也是肚囊外凸，走路喘气。我
知道：心有念想人不老，人有事做心年轻。若能像他
似的天天在地里干点活儿，我的身子骨儿也定会倍儿
棒。我萌动了种块地的念头，说实话，我并没指望它
有多大收成，就是想活动活动筋骨。可这无异是痴人
说梦，虽然我是村里的人，却是城市居民户口，村里不
可能把地块分给我。

老同学哼着小曲儿回来了，把山泉水倒进壶里坐
在电炉子上，不足一袋烟的工夫，壶嘴里噗噗的直喷
热气。我从手提包里取出今年的新绿茶，倒入玲珑剔
透的玻璃杯里沸水冲之。立时，叶片翻江倒海般地上
下浮动，绿中泛金、黄里吐翠的叶芽，缓缓舒展着自己
的身躯，茶杯里立马飞出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

“龙井呀，还是你们会享受，今儿个，我就秃子跟
着月亮走，沾你点光吧！”我俩开心地聊着，什么上树
掏鸟儿，下河逮鱼儿，偷吃瓜果梨桃等等，都是儿时调
皮捣蛋的过往。人间至味是清欢，我们似乎又回到儿
时的童真。聊着，笑着，不知怎地又聊到种地上。他
大概看出我的心思说：“我看你还没丢掉种地的情分，

要不，你在这儿弄片地种种？嘿嘿，只要活儿一上手，
保你像被勾了魂儿似的，就再也舍不得撒手了！”“老
同学，你耗费那么多力气，我却坐享其成，这不合适
吧？”“啥合适不合适的？朋友无虚，明儿个你就来，我
正愁一个人闷得慌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进了“土港”沟，老同学分给
我一片约六十平米的地块：“这就足够你忙活的了！”
他拎了几桶自熏的草木灰撒在地块里，我翻地、扒畦
打埂，累的坐在地头喘粗气。其实，对于耕耩锄耙，我
并非全然不懂，只是多年不干撂生疏了。歇了会，我
种了一畦扁豆，一畦莴苣，在畦埂上簪种了水萝卜。
然后，我又刨坑，把土豆种儿放进去埋土、踩实。我数
了数，大概有120多棵。我不停地干着，老同学一声
不吭地看着，等我忙活完了，他笑眯眯地说：“行，小鸡
撒尿，有点道道，还像是那么回子事！”

种子下地，心里就种上了希望。每天吃过早饭，
就往地里跑，要么是蹲在畦边上久久地看，要么是在
地头不停地转，恨不得秧苗儿早些长出来。过了些
日子，豆角苗拱土了，露出嫩黄的豆荚；莴苣小心奕
奕地探出头来左顾右盼，很快长成密匝匝的新绿；水
萝卜悄无声息地钻出来张望，没几天叶子便绿格盈
盈的。最后滋出来的是土豆，几片带着绒毛的叶芽，
一出土便显示出碧绿的茁壮。

个把月过去了，我天天爬坡钻沟，不但身体轻盈
不喘了，肚皮也眼瞅着瘪下去了。几种菜蔬却竞相
茁长，豆角儿吐蔓爬架，水萝卜露出半截子粉红的腰
身，莴苣一片淡绿嫩黄，土豆高已盈尺，顶端开出白
色小花。我适时地浇水锄草，间苗培土，像伺候自个
儿孩子似的精心。老同学说：“开花是结果的象征，
再过个把月，就可以吃上新山药蛋了。”

我的希望变成了现实，莴苣和水萝卜已是我家饭
桌上不可或缺的点缀，自己亲手种出来的果实，吃着
香啊！不过，头茬儿的莴苣和水萝卜，我毫不吝惜地
送给了老同学，他知道我是在表达谢意，因而欣然接
受了。

每日里干完一阵活儿，我俩就坐在树下喝茶、侃
大山。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清风、绿树、花香。
一些朋友也时不时的来坡地凑热闹，叽叽喳喳的笑
闹，把林中的鸟儿都惊动了，颠着尾巴翘立枝头，也叽
喳个不停。我们忙着、累着，心里却乐呵着。

借块坡地种借块坡地种““乐呵乐呵””
李德禄

月亮湾的笑声
李志娟

儿时的冰镇水果
杨丽丽

儿时的农村没有冰箱，却有天然的制冷剂。
在还没有安装自来水的日子里，到了夏天家家户
户的深井就成了瓜果蔬菜的“避暑胜地”。

农村的井都打在自家菜园里或者院子里，深
入地下几十米，盖上大大的石板防止东西的掉
落，夏日里不管暑气多么蒸腾，一掀开井口的石
板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凉气，农村吃不完的蔬
菜水果，就会吊在一个篮子里凉在深井里。

炎热的夏季，暑气蒸腾的厉害，父母下地劳
动之前，都会把一些菜园里新摘的黄瓜、西红柿
凉在深井里，回到家捞上来吃一个，清脆可口，凉
爽宜人，劳作的辛苦，蒸腾的暑气立马消去一半。
家里吃剩的饭菜在夏季也是放不住的，母亲就会
放在一个饭盒里，密封好了，和那些瓜果蔬菜一
样吊进深井里。母亲有时还会熬解暑的绿豆汤，
撒上白糖，装进大大的塑料瓶里，凉在深井里，等
我们这些小淘气玩的浑身是汗，母亲就会给我们
分一碗凉好的绿豆汤，一碗下去，从嘴里凉到心
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起来。

偶尔奢侈一把买上一个西瓜，用刚打上来的
深井水凉上半个小时，那西瓜就会变得格外的香
甜、脆爽，吃到嘴里凉到心里。往往一个西瓜不
舍得一气吃完，总会留下半个慢慢吃，凉在深井
里是最好的选择，即使隔夜了，第二天吃还是新
鲜如初，一点坏的味道都没有。

还有那些自家种的桃子、杏子，摘下来吃不
完，也会吊进深井里，留着慢慢吃。在深井里冰
过的水果似乎更加香甜，儿时的自己就特喜欢吃
在深井里冰过的桃子，那桃子毛茸茸的，因为刚
从深井里拿出来，凉气还没有散尽，咬一口脆生
生的甜，那凉气就顺着喉咙流进胃里。

在那些没有冰箱的日子里，就是有了凉爽如
斯的深井，我们才吃到了那些新鲜的水果蔬菜。
因此，那些用井水洗涤过的岁月，就是记忆里夏
天的老味道。

夏天的脚步越走越远，炎热也逐渐降下来，
静下心来回忆这些儿时的记忆，心情也似乎变得
凉爽起来。

那天午休的间隙，准备倒水喝，路过同事的
办公桌看到她在练字，“商业互捧”地夸奖她业精
于勤，时间管理大师之类的……并关注了一下她
练字的内容，是有关处世哲学的，刚好她写到了
题目为《感觉幸福就是幸福》这一篇，这个题目既
是篇章的开始，也是整个文段的中心思想，经过
交流，我俩都认可这个观点且感触颇多。往杯子
里续完水，回到里屋的办公桌前坐下，还在想着
刚才的那篇练字文儿……

幸福，是一个美好的词汇，是人快乐的状态、
愉悦的满足。我认为幸福这件事每个人的感受
和评判标准都不一样，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听过一
段相声里说的关于幸福：你渴了，刚好有一杯水
递到你面前，就是幸福；上厕所，没带纸，刚好厕
所有纸，就是幸福……

幸福，是一种情绪，它与金钱无关、与年龄无
关、与身材无关……甚至我觉得懂得感受幸福是
一个人优秀的品质。幸福来自于一个人的内心
感受，且从不以他人的想法为转移，也从没有固
定的规则，并不是说我们在夏天就一定幸福，或
者说我们领到了奖金就一定幸福。

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雷锋同志不计
报酬，用自己的钱给丢失火车票的大嫂补车票；
雷锋同志在大雨中脱下自己的雨衣披在了瑟瑟
发抖的小女孩儿身上；雷锋同志，在沈阳转车的
时候，把自己刚买的面包送给了同行的年迈的大
娘……这一切的一切，在有些自私自利的人看
来，简直就是个傻子，他们一定不理解雷锋为什
么把时间、金钱、精力，都奉献给了他碰到的需要
帮助的群众。我想：雷锋同志秉承着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的伟大精神，在每一次施以援手的同
时，他一定是幸福的，快乐的吧，不然他不会一直
坚持奉献，乐于助人。

我们常说“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不可以语
海，凡夫不可以语道。”其实幸福，也是这样，人与
人之间无法完全的感同身受。自己的幸福也只
有自己懂得，自己的幸福也只有自己能体会。所
以，每个人都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体谅”别人、

“安慰”别人……不要觉得凌晨四点去上班就是
不幸福，不要觉得省吃俭用就是不幸福，毕竟有
一种幸福叫奋斗不息，毕竟有一种幸福叫喜欢看
着存款越来越多。

幸福的人，喜欢看到生活好的一面，懂得在
平淡的生活中汲取幸福的养分。幸福的人，会恰
到好处的知足，认清自己的位置，不为与自己能
力不符的目标熬垮身心，不为与自己财力不符的
东西沉浸虚荣，不为与自己不投缘的圈子硬着头
皮往里挤……幸福的人有很多，但是他们大多相
同，因为他们都拥有一种制造幸福的能力，这种
能力在任何环境、任何心态下都能孕育出幸福的
果实，都能让一棵叫幸福的树越来越茁壮！

关于幸福
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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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家乡老院子群里二叔兴奋地宣布：“长操
村河水又通了！”还发了几段视频，浓绿的山岭下一
条大河哗哗地流淌着，几乎淹没了由东到西的“搭
石”，河边的水蓼吐着一串串粉红、淡白的花，坡地
上还有一片已经秀了穗的玉米地。

这不是家乡的大西河嘛！儿时的大西河是一
幅流动的画儿，春天浇水种地、夏天摸鱼捞虾、秋天
河边到处都泡着一捆捆荆条，等到天寒地冻那就
是天然的溜冰场……大西河永远翻滚着白色的浪
花，哗啦哗啦，不知疲倦地唱着歌，直到拐弯时，撞
见了秀美的南山，才不由得歇了一下脚，在山根底
下留下了一弯半个月亮似的水潭，才继续向南汇
入大石河。

月亮湾是我们儿时的乐园。这湾水清澈透亮，
河底的石子圆溜溜的不扎脚，最深处也没不了头
顶，离村子又近，正适合散养孩子。每天早上，太
阳刚把水面晒温，十几个孩子就扑向河里，一会儿
水面上就昂出一个个小脑袋，两只手臂哗啦哗啦
地刨着水，真像小狗一样；两条腿一蹬一蹬的，又
像个小蛤蟆。“狗刨”谁教的呢？泡几天，呛几回水
就会啦！细胳膊划水划累了，就“踩水”——竖直
身子，两只脚一上一下紧捯饬，腾出双手好打水

仗，细腿也蹬累了，那就翻个身，仰泳，手、脚不紧
不慢地划着水，面朝蓝盈盈的天，白云像羽毛一
样，丝丝缕缕，河水在身下轻柔地涌来涌去，像荡
着秋千……

“找石子啦！”一条黝黑的胳膊高高举起，手里
捏着一枚带着花纹的青石子，“看清楚了！都闭上
眼，我扔啦！”小胳膊使劲向上抛下石子，只听“噗”
的一声，石子落水，大家立刻屏住一口气，纵身扎进
水里，睁开双眼，四处摸着那枚青石子。黑的、青
的、大的、小的，满河底的石子，你藏在哪啊？找一
块，不是，再找一块，还不是，哎呀，憋不住气啦！哗
的一声，顶着一头水花钻出水面，抹一把脸，自动认
输了！看着还潜在水里的那几个，泥鳅一样钻来钻
去，那豁牙子一咧，噼哩啪啦地狂击水面，溅起阵阵
水花儿。可惜，骚扰没凑效。“找到啦！”胜利者举起
那枚青石子，扯直了嗓子，像打了胜仗的将军。“再
扔一回，再扔一回！”扑通、扑通，水面上又泛起一片
水花……

不知不觉，肚子咕咕叫了，“去南山喽！”趿拉上
凉鞋，相继跟着爬上南山。南山有什么呢？树上有
娇黄的山杏、紫黑的桑椹、黄绿的毛桃；树下有黑亮
的野葡萄、橘红的小灯笼，嫩绿的老鸹嘴……酸的

甜的，软的硬的，七手八脚，边摘边吃，谁都停不住
嘴。吃饱了闹够了，躺在大栗子树下，才听见鸟儿
的啁啾，知了的鸣唱，才闻见若有若无的野花香。
一阵微风捎来了瞌睡虫，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睡
吧，睡吧，把月亮湾的笑声都留在梦里吧。

吃过晚饭，天边升起一片绛紫、绯红的晚霞，
如锦如缎。村边的场院里大人们正在挑灯夜战，
打麦子，收谷子。村子里的小人们撂下饭碗，呼朋
唤友，跳房子、扔沙包、滚铁环、抽“汉奸”。晚霞回
家了，银钉子一样的星星撒满暗蓝的天空，萤火虫
顶着针尖样的微光，一闪一闪，飞进金黄的倭瓜
花，穿过雪白的葫芦花。看，那嫩嫩的小葫芦，多
可爱呀！

铺着青石板的院子里，地上燃着一堆火绳，散
发着青蒿的香味，一股轻烟慢慢悠悠，去找天上的
星星了。瞎柱手里的竹竿轻一下重一下地敲击着
青石板，低沉暗哑地唱着：“对着伤情处，转自忆荒
茔……”，老爷爷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锅子，老奶奶
忘了搓手里的玉米棒，孩子们敛声屏气地倚进老人
怀里。

半个月亮升起来了，一只萤火虫飞走了。啊，
我儿时的月亮湾，仿佛笑声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