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兴网网友开心到则摄团氿扬帆

4版
20202020年年77月月2727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值班编委值班编委：：李李 丽丽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徐沭明徐沭明 组版组版：：戴戴 军军 视觉视觉：：戴戴 军军 校对校对：：刘夕蓉刘夕蓉 电话电话：（：（05100510））8172970181729701 Email:cjyxdai@sina.comEmail:cjyxdai@sina.com

文学文学

夏风草木熏夏风草木熏
■ 耿艳菊

那年那鞋那年那鞋
■ 宋 扬

青涩的青青涩的青
■ 马 浩

陪你一起疼陪你一起疼
■ 李晓琦

爱的修剪爱的修剪
■ 邢 娟

青涩的青，是初春树皮的颜
色，是花褪青杏小的那只青杏，它
稚嫩的质感，蓬勃的冲劲，有种不
谙世事的天真。或以为，它属于青
春的色谱，实则，它更像一种不世
故的年轻心态，有着过尽千帆皆不
是的执着。

小杏青，枇杷黄。一青一黄，
青涩与成熟，不能不说，时光是催
化剂。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似
乎从来没有成熟过，这一发现，让
我惊诧。不为别的，我是怕从此失
掉了内心一隅的天真。

青涩，通常是酸的。回味的
酸，无不充满甘甜，正像咂品甘时，
余味常常会泛着酸。世事往往就
是如此奇妙，不可思议。

年少时，心底流淌着清凉的春
水，满目的欲滴苍翠，揉不进星点
的沙尘。一切是非的标准，但凭一
己内心的判断，自认为是对的，就
坚持，不计后果。

高中住校时，邻铺的同学，跟
我是无话不说的铁哥们儿。他喜
欢在寝室高谈阔论，收不住嘴。熄
灯的铃声已响过许久了，他还在那

里滔滔不绝，扰人清梦，被同学告
发。课堂上，班主任老师点名批评
他，他还抵赖，不认账，老师便让我
揭发他。当时，我就想，打小报告的
人真可恶，我可不能出卖朋友。心
里这么一盘算，嘴上便言出了心声，
一时便把老师晾在讲台上。后来，
看到一部《闻香识女人》的电影，不
由得便联想到高中时的那一幕。

去年，我路过那位同窗所在的
城市，一时心血来潮，下车去看望
他。晚上，我们都喝高了，他送我
到宾馆，老夫聊发少年狂，一路抱
肩搂腰，他的话依然是那么密。

到了房间里，聊兴方兴未艾，
一任茶水在桌子上散淡着热气。
我们聊的话题，没拿眼下的热门应
景，而是捡拾过往岁月的点滴，自
然也绕不过那次“告发事件”。说
得风轻云淡，仿佛在说着某个小说
的情节。当时，他曾咬牙切齿地发
誓，一定要找到告密者。他说 ，同
窗之谊，真是奇妙又诡异，同学多
年，有的根本就没有说过话，交往
更是无从谈起，不过，想着他们却
感到那么地亲切，你能说出个中因

由吗？
人情如纸，有时是点不透的，

即便点透了，那又如何？你能见
到标准答案吗？佛家有云，一切
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人是以心
灵与这个世界发生密切联系的，
人有病，天知否？那一刻，我看到
了一个成熟男人的青涩，从中，也
能洞见自己。

都说文人相轻，其实，骨子里
透着亲近。嫉妒者除外，那属于个
人的品质问题，是另一个范畴。不
是有这么一句话，爱的对面不是
恨，而是漠视。文人以文会友，惺
惺相惜，那份天真烂漫，透着人间
的温暖与美好。

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苏轼正
解衣就寝，一束月光透过窗户，正好
打在他的床上，他循着月光，但见
空中孤月一轮，清辉如水。苏轼遂
又穿戴好，步入庭院，突然想到了
居住在承天寺的好友张怀民，于
是，借着月色去找张怀民。“怀民亦
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
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在承天寺，他们都闲聊了些

什么，不重要了，此时，他们的心
是相同的，他们心底都住着一个
老顽童。

苏东坡对生活是保有一份童
心的，有着一份无邪的任性。喝醉
了，曾与童子相藉而眠。他是个饕
餮之徒，被贬黄州时，发明了东坡
肉。他有首《食猪肉诗》，很有趣，
诗曰：“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
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
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
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他有
一段写作文快意的文字：“某平生无
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
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
事，无逾此者。”那天真不染纤尘的
形象，跃然于字里行间。

无独有偶，当代大家汪曾祺也
有过类似的文字，他说写完一篇得
意的文字，大有提刀四顾的快意。

“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
子！’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世事洞明，心底尚留有一份青
涩，就像不懂爱情的初恋，不被外
物所染，只关乎内心，心态便会宁
静、泰然、充满活力。

唐朝诗人郭熙在《四时之风》
里写道:“夏风草木熏，生机自欣
欣。”

珍珠梅细碎的小花朵连成一
片，真是壮观。这几天下班路过
时，我会放慢脚步，微笑着和小花
朵们打个招呼，问声好。一年又一
年，它们像赴约一样，又来装扮我
们的世界，隆重、盛大、准时。

昨天也有人惊喜它们的盛开，
是一个男孩子，骑着单车，呼啸着
路过，很大声地自言自语:“哇！槐
花茂盛，槐花似雪呀！”

我在男孩旁若无人的高声惊
叹里一愣，转而也大声地笑了起

来。这个可爱的男孩子，他一定是
个很有趣、对生活细腻深情的人，
虽然他把珍珠梅认作了槐花树。
这不怪他，珍珠梅也不怪他。这时
候的珍珠梅生命力太盛了，花开得
那么好，简直不容人忽视。

茂盛的又岂止珍珠梅，蔷薇花
何时爬满了人家的院墙，仿佛也是
一瞬间的事。看到蔷薇，脑子里难
免要蹦出唐代高骈的诗《山亭夏
日》:“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
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
一院香。”诗中的蔷薇只是一架，而
那户人家的蔷薇却是一院墙，从北
墙到南墙，密密匝匝。

住在被花环绕的院子里，内心
一定是芳香安宁的吧。这样想着
的时候，突然听见有笑声，原来南
墙边的蔷薇花下，两个中年女人在
染头发，一个低头坐着，一个嬉笑
着在花白的发上揉搓着。怒放的
花朵，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人
向往年轻。

月季花似乎永远开不尽。胡同
里有户人家大门口一边一个木花
坛，养了几株月季。从春天就开始
开花，前段时间花渐渐蔫了，失去了
水分，没精打采的。最近发现浓青
的枝上又长出了不少花骨朵，一朵
朵深红浅红呼之欲出，可爱得很。

最有意思的是灰灰菜，它们竟
然围绕着一根电线杆而卓卓生长，
有半米多高。从远处走来，还以为
电线杆是一棵大树呢，正纳闷这棵
树怎么没有枝桠，又近了些，才看
清原来是光秃秃的水泥电线杆，不
禁惊叹起这些灰灰菜的生命力。

“灰灰菜怎么长在这里？”“只要
有土的地方，花花草草们无处不在。”
几个老太太边掐灰灰菜边聊天。

灰灰菜是野菜，可以凉拌，也可
以蒸着吃。郊外的公园里到处都
是，并不稀奇，也很少会得到关注。
然而，它们长在市中心的小巷子里，
就一下子珍贵稀奇了。

朋友怀胎十月，终于迎来
小宝宝出生的日子。俗话说：
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女人生孩
子的疼痛据说可以排在所有
疼痛的第一位。

在医生的建议下，朋友选
择了自然分娩，这也就意味着
她要承受那种剧烈的疼痛。
整个生产的过程，她老公一直
陪在左右，我看到，朋友在疼
得厉害时会不自觉地抓她老
公的胳膊，直到她把孩子生下
来，她老公的两只胳膊已经鲜
血淋淋了。

生完孩子之后，朋友才发
现老公胳膊上的伤，追问下，
得知原因，她心疼地斥责他：

“你脑子进水了吗？那么疼，
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下一刻，她老公的话感动
了在场所有人：“你疼，我就陪
着你一起疼。两个人一起分
担痛苦，会轻松很多。”

听了这话，我不禁想起小
时候的一件事。

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有
一次，学校组织运动会，在比
赛跳远时，我由于大意没控制
好距离，不小心跳到了沙坑
外。顿时，右腿上传来一阵钻
心的疼，豆大的汗珠片刻便湿
透了衣服。老师见状，一边把
我抱到场外，找了两张椅子拼
起来让我躺下，一边赶忙让人

去找我的妈妈。
去医院的路上，我疼得直

叫，妈妈在一旁一边抹泪一边
安抚我，还把我搂在怀里给我
唱歌，想通过转移注意力来缓
解我的疼痛。可是，我的腿太
疼了，疼得我都不知道该如何
是好……

还好，检查结果显示我的
腿并没有骨折，只是软组织挫
伤比较严重，经过医生的处理
和治疗，疼痛渐渐减轻了。此
时，我才注意到妈妈的手臂上
有几个深深的咬痕。询问后
我才知道，那竟是我在疼痛难
忍时用牙咬的！

我自责地轻轻抚摸了一
下其中的一个咬痕，妈妈疼得
轻哼一声。我哭着向妈妈道
歉，连连解释我不是故意的。
妈妈轻轻拍着我的肩膀，疼惜
地说：“傻闺女，妈妈知道你不
是故意的。”“那么疼，你怎么
不躲开呢？”“妈妈是想陪着你
一起疼啊，如果妈妈能替你
疼，那该多好啊。”

一生中，我们的身边会有
很多人陪伴，有人可以陪着你
笑，却不愿陪着你哭；有人可
以陪着你同享福，却不愿陪着
你共患难。

那些愿意陪着你一起疼
的人，或亲人，或师长，或朋
友，且爱且珍惜吧。

黄昏
庭院正上演
一场暴行
我是唯一的杀戮者
举一把硕大的修剪钳
突然对它们动手
无情斩断
正亲密纠缠一起的紫藤和

爬山虎
杂草被连根拔起
准备接受垃圾桶里的葬礼

疯长的紫苏暗示
夏天一定被施了魔咒
环境争夺的战火正由地面

蔓延到空中
甚至贫瘠的枯树桩
也挂上了金色小蘑菇做成的

项链
宣告它对主权的拥有
万物
张扬个性
流淌着自我膨胀的美艳之汁

咔嚓咔嚓
一只壁虎被揪出
莫名惊恐
我的手臂
娴熟宛如蝴蝶上下翻飞
树叶飘落
红锦鲤顷刻沉入水底
小鸟从空中拉了坨热粪
作为唯一的反击者
我欣赏它的神勇机智

丁零丁零
手机铃声如期而至
她总在这个点
不断提醒
重复叮嘱
芝麻绿豆般的细碎琐事
二十多年
我们相处和美
在虚拟的时空中
我以上帝之手修剪庭院
她用爱来修剪我
植物长成了我要的样子
可她还在操心我！

小学时，我一直渴望能有
双和米强同款的布鞋。

米强的布鞋是塑料白
底。他走进教室总伴随一阵

“哒……哒……”的声音，马蹄
一样清澈。我的布鞋全是土
头土脑的布底。布底磨旧后，
起了毛边。米强的爹是乡粮
站的，他们一家人的布鞋都来
自乡供销社的柜台。塑料底
布鞋和米强一样洋洋得意。

我的这个梦想没敢向母亲
说，母亲的老木箱子里还有好
几双新布鞋。凉鞋，母亲做不
出，只能买。新凉鞋上脚，如踩
在棉花包上一样松软——鞋底
是发泡塑料。男式凉鞋颜色
单一——泥巴色的鞋带，泥巴
色的鞋底。米强也只能穿这
种鞋。

下大雨了，通往乡中心小
学的机耕道被人和牛踩成了

“麻糖”。麻糖粘鞋，每一次从
烂泥里拔脚都可能让一双凉
鞋当场殒命——接头扯脱或
鞋带扯断。父亲在灶火上烧
红一根钢锯片，“嗞……”的一
声，白烟冒出，父亲用废鞋的
一截鞋带补接了我断掉的鞋
带。父亲撅起嘴，吹冷还在发
烫的凉鞋。他眉头皱得深：

“下雨天，就把凉鞋提着走，走
到大水沟，洗了脚，再穿！”大
水沟在学校门口，父亲怕我又
把凉鞋扯坏了。

夏天，我光着脚一路滑到
学校。冬天到，父亲和母亲商
量说要给我买雨靴，我兴奋了
一夜——我再也不用穿母亲
的巨无霸雨靴去上学了。巨
无霸是一条大船，我瘦小的脚
控制不好船的行进。巨无霸
在黏性十足的土路上一扯，黏
腻的黄泥就甩进了豁着大口
的靴统。我的新雨靴合脚，它

让我在一众穿着大人的雨靴
歪歪扭扭的同学中健步如飞。

到初中时，白网鞋出现
了。白网鞋鞋面白，鞋身轻，
燕子一样飘盈。只有一双白
网鞋的我，只能利用周末恢复
白网鞋的白。在过去的一周
中，白网鞋的鞋面浸出了油黑
的汗渍。我刷净鞋子，把鞋粉
兑成浆抹在鞋面上。五儿的
娘舍不得给他买鞋粉，他偷偷
从讲台上拿走了两支白粉
笔。太阳一晒，我们的白网鞋
又容光焕发了。周一，我们穿
上白网鞋出门，刚下地，地上
就多了两行鞋印。鞋印朝学
校走去，由浓而淡——白网鞋
在扑扑掉粉。

读高中时，皮鞋热在乡村
兴起。我们村的建波在省城
学做皮鞋，他回到乡上开了家
皮鞋店。某天，母亲卖了肥
猪，从建波的铺子带回一双
棕色皮鞋给我。第一次穿硬
邦邦的皮鞋，我的脚后跟起
了水泡。直到水泡破裂，伤
口愈合成茧，皮鞋的舒适度
才与它的洋气稍稍合拍。这
双皮鞋，我穿了整一年，它的
鞋面已很旧了，还有了深深
的折痕，鞋底更穿了孔。父亲
把它提到乡上李崇顺的修鞋
摊。“梆……梆……”，李崇顺
给我的鞋底钉上两块铁片，我
的皮鞋春光再现，一路走，一
路“咵……咵……”

如今，家中的鞋柜塞满
了各式各样的鞋，有正式场
合穿的皮鞋，有郊游爬山穿
的旅游鞋，有去游泳馆才穿
的沙滩鞋……这些鞋有不同
的使命，却再没有一双鞋让我
难以忘怀，就像那些年的塑料
底布鞋、凉鞋、白网鞋、雨靴和
皮鞋……

夏日雨韵夏日雨韵
■ 陈兴宇

坐在阳台上看书，雨突然落
了下来。忍不住站起身，欣赏起
这淅沥的雨。

夏日的雨常伴有闪电和雷
声，比春雨来得更突然、更猛烈，
也更有韵味，如同一首震撼人心
的交响乐，把一颗颗长期被炙烤
的心，放到了一片惬意和清凉
下。声音响起，沁入肺腑，瞬间便
抵达了灵魂深处。

这雨，有苏轼笔下“黑云翻墨
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简单
自然，也有陆游“风如拔山怒，雨
如决河倾”的霸气。你仔细听，那
暴雨敲打万物的鼓点，有震荡，有
强弱，其中还夹杂着大风拔山摧
峰似的怒吼。

有了这雨，屋里，就不乏临窗
伏案、抒发万物饥渴的人。而屋
外，冒着大雨赶路的人，一把小

伞撑起的喜悦或无奈，同样让人
感叹。

这雨，随风飘过来，像一串串
剔透的珠子，沿着玻璃窗向下滚
动，一列又一列，很快就挂满窗
户，模糊了视线。

我闭上眼睛，心中便有了松
树、村庄和冉冉升起的炊烟。这
是记忆中的童年。听，还有一些
声音，由远及近，那是不停转动的
时间齿轮。做一次深呼吸，眼前
便浮现出庄稼，扛着锄头的父亲，
以及骑在牛背上的我，大家戴着
斗笠，不慌不忙从翠绿的缝隙中
悠然走来。此时，空气中泥土的
香味越发浓郁。

一场雨，解了饥渴。一场雨，
也拨动着我的心弦，让时光倒
流。想起了农村的玉米地，想起
山坡上的野生菌，想起父母裤脚

上的泥水，干了又湿，以及那些与
小伙伴相伴走过的日子。每一滴
雨都像一颗晶莹透亮的心，智者
一样向我诉说着人生的道理，诉
说着生活的喜乐哀愁、豪情壮志
和从未忘却的爱。

走进城市，雨的内涵更加丰
富，它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
画，一首抑扬顿挫、激情奔放的抒
情诗。雨珠飘落，大有“无田似我
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的感
慨，让沉睡的思想苏醒，让灵魂尽
情接受洗礼。

醉了，我真的醉了。醉在“雷
声千嶂落，雨色万峰来”的惊心动
魄，醉在“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
敲铿羯鼓催”的奇特景致。倚窗
品这烟雨，如同一次遨游。

睁开眼，空气清新，微尘已消
失殆尽。好一片干净的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