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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谷声声

一道道金色的美丽的闪电

带领漂泊的心灵弃舟登岸

我知道，在城市之外

生命正汹涌着两种浪潮

不是金色的收获

就是绿色的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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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ITERATURE OF NEW ECONOMY LIFE

漫漫夏日（外二章）
■ 吴春萍

中 国 新 经 济 文 学 专
刊

小 店
■ 汪彤

我一直在观察小店，它在院子最西边，旁边

开着一扇小铁门。似乎这铁门，是为了方便进

入小店开通的。零零星星的人，总从四面八方，

拐进小门来到小店，可小店不会总一直开着。

小店是个百货超市，几排货架摆得满满当

当，一条长长的玻璃柜台，里面放满各色烟酒。

小店与别处不同，在门口上方的墙上，挂着一面

特大屏幕的电视，电视从早到晚播放着。

小店的五分之一，被一张大圆桌占着，圆桌

是小店夫妇的餐桌，也是他们会客招呼朋友的茶

台，夫妇俩是小店的主人，小店也是他们的家。

小店夫妇进货、卖货，忙忙碌碌，但闲暇片刻，

总会盯着大屏幕的电视看一眼，干着手里的活，并

不影响他们听电视里的声音，看电视里的节目。

很多时候，电视开着，也不一定认真去看，

似乎电视里的声音和人影，是一些陪伴。

在生活中，很多人一进门就打开电视，从早

到晚，一天也不和一个人说话，可是电视里有足

够多的人和事情，陪伴着他们，给他们一些内心

的安慰。

电视是夫妇俩闲暇时的消遣，除了新闻频

道，时常播放《舌尖上的中国》，电视里各色美

食，和到小店来买东西进进出出的身影，让小店

一直很热闹。只要小店的门开着，这里总是让

人感到生意红火。

那些有疫情的日子，小店隔壁大楼上的餐

厅萧条许多，后厨的大师傅和前台的服务员，无

事可做，总在小店附近踢毽子，打羽毛球。他们

的身体劳动习惯了，闲下来会感到浑身难受。

他们身上穿着干净、整洁白色的工服，随时等着

接外卖单子。

我第一次走进小店时，圆桌旁围坐着三四

个男人，他们是小店男主人的朋友。小店男主

人光着头，大脸盘，大肚子，笑的时候，大眼睛眯

成一条缝，像一个大肚弥勒。他的朋友们似乎

也和他一样，高高矮矮，胖墩墩、圆乎乎，敞开了

喉咙大声说话。

圆桌上放着一盘花生米、一盘鸡爪、一盘蘸

酱的黄瓜、大葱、胡萝卜，小店里飘着酒香。男

人们谈兴正浓，他们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

事。他们一个个似乎就是刚从那场战争中战斗

过的老兵，他们似乎亲历了战争的一切。

有一个分析战情的矮个子，他以“指挥官”

的口气，告诉人们下一个目标，攻击对象是哪

里。有一个似国家元首的“秘书”，他“透露”着

最近元首的战略布局。他们在侃大山吗？但是

他们说得头头是道。他们说的是真实的现实

吗？那样玄乎微妙，谁又能说得清楚！

店里的女主人并不漂亮，却也与男主人一

样的圆脸、丰满的身子，笑起来眼睛眯成线，似

一个女菩萨。

女人长得胖，说话却细声细气。我进门买

脸盆，她轻声地说：“有的。”便进里屋去取。一

会儿，抱出一摞各色的脸盆。

我想挑一个蓝色的，她取下摞在最上面的

红色盆。几乎是同时，我和女主人看到一只壁

虎在盆子底座正中静静地趴着，一动不动。

认真一看，壁虎被盆子压扁了，已变成一个标

本。我心里紧张，却僵持住，心里镇静地安慰自己，

让自己不要害怕。女人向后一跳，“妈呀”，逃到圆

桌后面，一个劲地叫唤：“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她脸上露出恐惧，眼睛看看壁虎，又看看丈夫。

丈夫从小店柜台里迅速走出来，用宽大的

身体，挡在女人与壁虎之间，似乎这个壁虎一瞬

间就会跳起来攻击人。却只是死去的东西，让

人内心又觉不祥。

丈夫一边低头仔细看盆底死去的壁虎，一

边骂骂咧咧安慰女人：“你这娘们儿，这么一点

小东西就把你吓成那样子，幸亏跟了我，不然你

怎么办呢？”

“这个……这个壁虎是咱们家的镇宅之宝，

怕啥呢，这是好事……”男人嘴里支支吾吾地咕

噜着，轻声地安慰着女人，随手端起盆，走到院

子里，把壁虎倒在大树下。

小店的门不是时常开着，有时卷闸门拉下

来紧闭着，门上的铁皮耀着白白的光。

四面八方来小店买东西的人，跑到门口，被

卷闸门挡住，空着手，失望地走了。

小店没有开门的时候，院子里的树，随风哗

啦啦地摇动，像唱着一首清亮的歌。发现壁虎的

那天，闻到小店里有很香的炖肉的味道。与店主

人聊天，他说：老父亲八十多岁了，每过两三天就

要炖汤，给父亲送过去。老父亲虽然跟着大哥

过，但自己家的冰箱里冷冻着各种肉，他会做很多

种美味的肉汤，这些都是从挂在门口的电视里学

到的。舌尖上中国的美味，要让老父亲尝尝……

我常常坐在小店附近的台阶上，拿一把剪刀，

拿些报纸，再拿一本书。剪刀是用来剪报纸的。我

坐下的时候，总是拿起一张报纸读一读，这是免费

的报纸，有好的内容，我就把它剪下来收藏起来。

每个星期我能收到两份《文艺报》，在这张

报纸上发表作品，是我的向往。这张报纸上还

能找到全国的文艺动态。看报纸，就像我喜欢

去小店一样，这小店里能闻到美食的味道，能听

到世界各地所谓的“小道”消息，还能感受到小

店夫妇朴实、真诚、真实的烟火生活。

阳光灿烂，清晨早早醒来，夏日正睁着明亮

的眼睛，透过树叶的缝隙偷看大地。植物们沐

浴在阳光的金色恩泽中，不断拔高生长着。夏

日渐长，已经筑起绿色长城抵挡烈日侵袭的林

木，不甘心地不停想把手伸向更高更远的地方。

一阵凉风把牵牛花爬满的窗帘随手拉上。

喝足露水，一节一节使劲儿往上猛长的碰碰香，

挤挤挨挨不断长出小小嫩绿叶片；歪斜的小脑

袋们随风碰来碰去地，在牵牛花下喷涌而出阵

阵袭人的芳香——闻香而至的斑斓彩蝶，忙着

在这扇爬满牵牛花的窗帘间来回穿梭飞舞。红

的、黄的、蓝的、绿的蜻蜓们，以为是一朵朵牵牛

花开出的一个个大喇叭，把五彩缤纷的花蝴蝶

们给吹号喊去集合的；飞近一看，才发现原来秘

密是在喇叭花下的碰碰香身上……

荷莲开满池塘的酷暑，盛夏炎炎而至。一

场太阳雨后，荷塘里长满了浮萍，水面上漂浮着

绿绿的小圆片儿。朝颜花开，夕颜花落——当

一片片浮萍在水下用它们那又细又长的根须缠

住夕阳落满一地的霞光时，天空渐渐慢下来；一

朵朵如绸的紫红牵牛花，在慢下来的夕照里，渐

次合拢着它们的一个个大喇叭……

一些云烟雾般飘过。半明半昧的月光里，

夜风吹过树梢，枝叶哗哗响起；一些阴影在地上

跟着月亮一起潜移默动，一些树枝恰好拽住了

天上滑落下来的星子……清凉夏夜，浮萍随风

而动，水面倒映着梦幻般的星辰；蜻蜓点水，她

在尖尖的小荷角上不厌其烦地踢踏出繁复的节

奏，在深碧的荷叶上飞舞出柔韧的舞步——传

说中的莎乐美到底有多美？这一刻，也许答案

已经在你的眼睛里！

不论日短夜长，不论日长夜短；来日方长，

芸芸众生互为观众，微笑着互相鼓掌！夏日漫

漫，一路回望，真有一种无法说透的美妙，久久

萦绕于心……

荷塘月夜

紧拥一片片荷叶，洁白的云朵坐满枝头，细

细感知怀抱和月光的温度，就再也不怕冷了。

在月下浅饮，看带露的小荷尖尖开出一片花

海，视线中揉进一抹浅浅的娇羞淡淡的温柔。一

脸醉意，不经意放声而歌，差点吓飞了亭亭玉立的

小蜻蜓——就，再也没有哪个舞者，比得了一如赵

飞燕那般，能够在莲花上飞旋而舞的舞圣……

夏日正浓，淡粉的花瓣盈盈飘落，月光给荷

塘镀上一层银黄的皎洁光华。“嗬”，一声轻响，

荷花悄悄笑了。一回头，花瓣扑簌簌正叩问一

池碧水，轻盈而空灵，恍若水滴滴落平静无波

的水面，荡起一圈圈涟漪；星星点点的亮光，在

姿态优美轻盈的飞舞中，温暖地低语着簌簌而

下……风华，绝代。

此去经年，花开花落几番晴；最想看的，还

是，荷塘月夜：那一抹最自由不羁的白色身影，

悠然自得地坐在荷叶上面，浅酌一口晚风晨露，

微醺的笑意在碧绿的流水中晕染荡漾……这一

刻，水流和时间相对静止，仿佛有悠远的回音自

夜色深处凌波微步而来……

莲花轻轻打开内心

阳光普照，莲叶荷田田。清辉四溢，每一片

荷叶都坚定透出光的自在与安然；一枝白莲优

雅地轻移莲步，于片片碧荷中淡定走出——天

空一时间云卷云舒，一瓣莲花轻轻打开内心，吐

露夏的芬芳；有蝴蝶蜻蜓闻香纷飞而至。

风吹荷动的池塘，声声蝉鸣里，皱眉沉思的

水面忽然漾起了一圈圈波浪；凉风温柔地吹向

四面八方，可是风儿的方向，怎么也吹不熄夏日

铺天盖地的阳光——听风一声喊，一瓣莲花轻

轻打开内心，一枝忘记睡懒觉的白莲翩翩行来；

舞动轻盈双翅的蜻蜓蝴蝶们，环绕你敞开的怀

抱，慢慢放缓了心跳，一起绽放，一荷塘——水

一样滴翠流香的笑颜。笑颜里，有一瓣莲花内

心深处无处不在的细腻与柔软；笑颜里，有整个

夏天生命中无所不能的豪放和坚韧。

明眸浅笑间，一些在碧水里直立行走的荷

叶渐渐垂下臂膀；夏天的颜色也纷纷滴落池

塘——浴水而开，一瓣莲花轻轻打开内心，打

开通向无限多种可能奇妙世界的通道；让阳光

自由出入，内心欢快流淌的声音溢满一池碧

水……一直在枝头注目凝视的小蜻蜓，满脸崇

拜地由衷赞叹一句：“真美！”红透薄薄羽翼的笑

意，一不小心就被旁边的花蝴蝶不动声色地渲

染开去，成为夏天一道美丽的风景。

深邃的天空一片湛蓝，朵朵白云在那片湛

蓝深邃的云海里随心所欲地游来游去；一不小

心，就从天上游到了清凉无比的池塘里。

水面上除了东一汪西一汪漂来漂去的有趣

水生植物浮萍外；还有一大片一大片想要摘下天

上朵朵白云的伞一样的碧绿叶片，那是一枝枝在

充足的光照下使劲儿向上生长着的荷莲——它

们在一池碧水中尽情释放那种蓝天白云也无法

压制的承天接地的蓬勃气势，在阳光下昂首直

立。仰望高高的天空；悄悄摘下朵朵白云，小心

地把它们一一藏入水中……微笑着轻抚耳畔的

阵阵凉风，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渐次丰盈饱满起

来的一粒粒莲蓬，不知是不是也觉得这样的行

为看起来有点像“小偷”，这样的想法让它们顿感

娇羞——“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一片片荷叶遮掩了一缕缕火热的阳光，夏天也无

法克服一道道清爽；那些藏在水中的云朵纷纷浮

出水面，开成了一朵朵天使般洁白美丽的花儿。

风儿抓起一把把阳光，撒手涂抹在一片片荷

叶上。临水照花，浮光掠影——一荷塘的碧水一

时间溢彩流光、滴翠流香，荷花们再也无法忍住内

心的无比欢畅；美丽夏日，在荷塘里汩汩流淌……

刚从热气腾腾、极具烟火气的

菜场挤出来，就与街边水果摊上那

黛紫盈盈的桑葚撞了一个满怀，捧

起一小篮这童年最诱人的蜜团儿，

忽闻一阵急促的“算黄算割”布谷鸟

的啼叫声，又是一年“麦子黄时桑葚

熟”，轻掐一粒含于口中，那酸甜醇

香的童年“老味道”，激活味蕾也唤

醒记忆，刹那间，悠悠往事宛如插了

羽翼般，扑棱棱飞至眼前……

在漫漶岁月的那头，在如火的

骄阳暴晒下，举目四野里麦浪翻滚，

童年的我们在麦茬地里大汗淋漓地

捡拾“漏网之麦”，那时地畔有几棵

高大的桑树，那些“三天不打，上房

揭瓦”的男娃儿，出溜几下，就如猿

猴般蹿上树顶，一边美滋滋地拉扯

着枝桠噙一粒入口，一边吧唧着嘴

馋羡着树下伸长脖子直咽口水的女

娃们。我则灵机一动对两腿骑坐在

树顶的邻家哥哥喊：“栓子哥，给我

摘些，明儿卖冰棍的来了，我给你买

雪糕。”一见雪糕就迈不动步子的栓

子一句“好咧！”便猴急猴急地爬往

高处给我一粒粒采摘，稍顷麻利地

快如闪电顺树溜下，他倾囊掏出那

一粒粒如玛瑙般诱人的紫果儿，如

数放到我的花手绢上。那清甜若

蜜的桑葚，食之如风过田野，染黑

了唇齿也滋润了童年干涸的味蕾。

年少时我曾在陕北就读于一

所大山深处的子弟学校，每天晨读

时，我们便手捧书本或踱步于河

畔，或坐在紧挨学校的一处宽敞的

窑背上，我则极喜落坐于校园一隅

的桑树下。彼时我正上初一，一遍

遍老和尚念经般背诵着《从百草园

到三味书屋》，“不必说碧绿的菜

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

紫红的桑葚……”面对那轮从山巅

冉冉升起的红日，我神思犹如飘进

了鲁迅先生那油蛉低唱、蟋蟀弹琴

的有着无限趣味的百草园。正值

麦黄葚紫之时，好朋友递给我几粒

圆润饱满的“紫红的桑葚”，那汁液

饱满酸甜爽歪之感，食之味蕾生花

般妙不可言。当轮到我去给老师

背诵时，匆忙中竟忘擦嘴角，背得

磕磕绊绊惹得老师一阵数落：“那

‘紫红的桑葚’吃了，怎么还背得跟

挤牙膏一样，重新再背！”隔着悠长

的岁月想起那染红的嘴角，还让我

羞赧面赤。

我国是蚕桑文化的起源地，华

夏先祖们早在几千年前就靠植桑养

蚕赖以生存，桑树由古至今无数次

出现在古籍典册中，也是《诗经》中

提到最多的植物。“翩彼飞鸮，集于

泮林，食我桑黮，怀我好音。”这出自

《诗经·鲁颂》的描述，让我犹如置身

千年前的泮宫水滨，锦旗飘飘鸾铃

悦耳，战胜了淮夷，举国欢庆赞颂鲁

侯功绩之时，连被视为恶鸟的猫头

鹰都翩跹展翅落于泮林，啄食了美

味的桑葚，连那原本凄厉瘆人的叫

声，都变成了柔和“好音”，后人因此

以“食椹”来喻人感恩变善。

“蔫红黝紫簇成堆，但摘儿童莫

更猜。说与故园风物好，玉盘冰醴

浸杨梅。”人生如寄缥缈若萍，我兜

兜转转竟飘至这明代文学家王世贞

故里，慢读诗篇，品咂江南之鲜果，

可味蕾却储满了三秦故土之绵醇，

桑梓之地，父母之邦，这盈于唇齿的

汁液里，凝入的是我对故土乡情那

份浓得化不开的眷恋。

麦子黄时桑葚熟
■ 李仙云

仲夏夜，喜欢一个人独处，尤其

爱在小城夜色里散步，漫无目的地

游荡，去公园，湖畔，江岸。夜色里，

星月下，我寻着寂静之地，看高大的

香樟林，看远处灯光，近旁的水光潋

滟。如果，有微风吹来，感觉不再燥

热，身心舒适，惬意清凉。有一夜，

看见林间的路灯下，有位少女，唱着

温柔的歌，好听极了，像抚摸夜色的

天籁。我想，彼岸灯火，心之向往，

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夏夜追凉》

诗云：“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

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

凉不是风。”我感觉，那少女和她的

歌唱，就不是风，是凉意丛生，清爽

宜人，时光静美。

小时候听父亲说，仲夏苦夜短，

犬鸣深巷中。说这话时，仲夏薄薄

的热气，漫漶室内，父亲打开窗户，

看浅蓝色的夜空，他神情凝重，语气

感慨。他还说，天上有繁星，有月

亮，地上有夏虫在叫，蝉在鸣，流萤

在飞，蚊蛾也不会歇着，飞来飞去，

窃窃私语。父亲还说，开轩纳凉，

古人早已为之，有浪漫，有诗情。

我听了想，父亲的话也有诗情，仲夏

夜很安静，偶尔几声犬鸣，给寂静的

小镇古巷，增添了生活的情趣，日子

的风情，心境的安详神秘，似水流

年。是呀，父亲说得有道理，那仲

夏夜短，只有七八个小时，好像刚

躺下，天就亮了。那短夜的燥热，是

苦，在短夜之后的烈日当照，更甚为

苦。所以有人说：“苦夏，短夜苦，苦

短夜。”

没有想到，父亲的感叹，在诗圣

杜甫的《夏夜叹》里也有写照：“仲夏

苦夜短，开轩纳微凉。虚明见纤毫，

羽虫亦飞扬。”那场景，写于仲夏之

夜，打开窗享受微凉，看夜色空明，

纤尘不染，还有夏虫振翅飞翔。此

诗写于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那

年关中大旱，灾民四处逃荒，流离

失所。杜甫从洛阳回到华州以后，

时时忧虑动荡的局势，同情苦难的

人民，对唐肃宗的朝政失去了信心，

所以写下《夏夜叹》一诗，以此表达

心境。

前几日，在网上看到有人写道：

“仲夏苦夜短，挥汗白雨翻。”那仲夏

夜苦，是天气所致，闷热难耐，高温

难熬，真是挥汗如雨，大汗淋漓，写

得情景交融，形象生动。可是我几

番查找，古诗里没有此句，感觉蹊

跷，不像今人所作。偶然读到陆游

《夜热》一诗，看到诗里有一句：“摇

扇腕欲脱，挥汗白雨翻。”可见那夜

热之苦，摇扇摇得手腕都要脱节了，

浑身还是挥汗如雨，苦不堪言。那

陆游，虽未说夏夜之苦，那苦在描述

的情境中，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让

人感觉更热，也更苦。

苦夏伏天，心浮气躁，想土润溽

暑，就得下一场大雨，让飒爽清凉降

临人间。有一夜，惊雷阵阵，伴着闪

电，雨点密密匝匝下着，击打尘土，

浇灭了满城暑气，煞是凉快，通体舒

爽，感觉真好。那夜雨后，我走在清

凉的街道上，看小巷灯光、茶社、酒

吧、餐馆等，在江南的大雨漂洗后，

石板路温润，幽淡的灯光湿润，那

清新淡雅的画卷里，有位水乡女

人，身穿素雅旗袍，撑着一把油纸

伞，缓步走来，高跟鞋敲打着的哒

哒声，像江南小调，温香软玉，让我

仿佛看见浮世沧桑，花开花落，那

简净婉约的步履，纤尘不染，让我想

起红豆情思，巷陌人烟，平凡的幸

福，人情的烟雨。

突然想到诗人帕斯说过，“倾听

一个人，如听雨。”那听雨，一个人在

听，听得细腻亲切，听出雨中的声

韵，那雨造彩虹，雨生情意，雨打芭

蕉，犹如静观闲庭，冷看浮漾水萍，

欣赏雨落深巷的踪影缥缈，扑朔迷

离。诗人余光中在他的散文《听听

那冷雨》里说，厦门街的雨巷，他走

了二十年，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

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

他回去。他在晚餐后的沉思冥想

里，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

海，古屋不在，只能听听那冷雨，让

悲伤的思乡之情，心生苦涩，却又有

一丝清甜。这诗意，让我想起一个

读书节目，题名“仲夏苦夜短，等你

在雨中”，读的就是余光中的《星之

葬》诗。那诗里有一句：“梦见另一

个夏夜，一颗星的葬礼，梦见一闪光

的伸延与消灭，以及你的惊呼，我的

回顾，和片刻的愀然无语。”我想，仲

夏苦夜短，也有美境，美在诗情画意

里，在雨后，也在灵魂里。

诗意仲夏
■ 鲍安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