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意滨海

诗/滹沱

每日窗前览碧波，

炎阳急雨共消磨。

人言河曲风光远，

我道湖平景色多。

缓步游船犁旧浪，

轻开吉羽展新歌。

忽闻庙宇经声起，

洗礼楼群作福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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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ITERATURE OF NEW ECONOMY LIFE

梨子的滋味
■ 高洪波

中 国 新 经 济 文 学 专
刊

北京的夏天
■ 戴荣里

转眼在北京度过了十几个年头。北京的

夏天，相对于济南，似乎热度要小一些；相对于

广州和海南，则让你感觉到爽朗的幸福感了。

有一年夏天，从广州返回山东的空隙，火车窗

外的田野，一如书页般一页页摊开，不像南方

不分彼此的绿，心好像透亮了许多。正是艳阳

似火的样子。晚上睡在凉席上，通体冒汗。在

北方的夏天，喝一口水出汗，吃一口饭出汗。

在有空调的房间里，人或许能冷静下来。真想

不到，古人如何对待这炎热的夏天？想起少时

在大树底下乘凉，在河水里嬉戏，因为没有空

调风扇等电气化设施，古人的乘凉，更多求助

于自然吧！

雨后的北京，地上落满了黄色的花朵，那

是古槐花落地的景象。清洁工每天都在扫这

些槐花，在乡下，这些槐花是可以用来消夏

的。农民喜欢烧满满的一大坛水，将槐花放在

里面，热喝冷饮，都是享受。每个人的童年记

忆未必相同，在这个世界上，同一天生存在某

一瞬间，感受各不相同。就如喝茶，捧着壶悠

然饮用，和站在大街中央，渴盼冒烟的嗓子，润

喉一下的感觉大不相同。在过去缺少冰箱的

乡下，水井是绝妙的制冷工具。打一桶井水，

连喝几瓢，对劳动者是最大的享受，要是有西

瓜等泡在水井里，浸凉了，端上来吃，该是多么

大的享受。对比度强烈下的享受更让人难

忘。现代人习惯了优雅的生活，惯常的享受催

生了很多人的懒惰心理，所以，夏天就变了味

道。倘若一个城市缺少了电，现代人的夏天，

该是多么的仓皇不堪？！

昨天周末，与伊同登香山。沿途所遇乘

客，缺少了往年的熙熙攘攘，倒也呈现争先恐

后的架势。冬天登山，没有树叶的遮挡，道路

清晰可辨；到了这夏天，香山上的一切，覆盖在

浓荫之下。夏天容易出汗，台阶尤觉陡峭。沿

着台阶爬行，一步一喘，等到半山腰时，身上的

汗衫早已经湿透了。年轻的孩子们，一溜烟往

上跑。我身子趔趄着，好像每上一个台阶就要

倾斜下来似的。在极陡峭的地方，每登一个阶

梯，就像战胜了一个敌人。艰难踱步，几次都

有想放弃的感觉。伊提议说，走旁边的土路迂

回一下吧！我欣然应诺。土路泥泞，有下雨冲

成的溪沟，小石头层叠，正是攀登的小道。沿

着这条沟，一点点磨着往上走。树枝会刮着衣

服，蚂蚁会钻进脚踝，但没有了登石阶的恐怖，

人反而释然了不少。不是所有的得到都意味

着幸福。沿山而上，穿过土路，竟然又到了靠

北侧围墙的台阶路上。只见仅靠围墙边的石

阶上，葡萄架一样的绿荫搭在游客的头顶，攀

登几步，就有清风出来，好像大自然在默然赞

许你的辛苦一样。仍是辛苦，但有了这清风和

绿荫，就像有一个人格外的鼓励，一步一步又

一步，不怕膝盖疼，不怕腰部酸，一点点地向上

挪腿。手机上清晰描述着到山顶的步数。还

有409步，还有309步，还有209步……几乎每

一次提醒，都会让心底燃起一股希望。等登上

了山顶，坐在走廊上享受那登顶的快乐，人就

有说不出来的满足感。享用随身带来的美食，

喝一口水，身上泉眼一样涌出汗水。看群山四

野，看远处如积木一样的楼房，心胸空阔，累乏

顷刻忘掉了许多。我执意到刻有“香炉峰”的

石头前照了相，看那累傻的憨样子，多少有些

可怜自己。在北京的夏天，在更多人躲避酷热

的时刻，我与酷热，一起站在了山顶。

这一刻，我才感觉香山之美。香山上的石

阶之陡峭，不亚于泰山和庐山，登上了香山，同

样也有获得成功的感觉。而这，和冬天悠然登

香山，真不可同日而语。下山后，两腿酸疼，朋

友看我发朋友圈，说这么热的天爬山，真有点

傻。我则告诉他们，只有在夏天爬山，你才能

感觉到北京的夏天，到底是什么滋味！

美美睡上一觉，醒来，还是意犹未尽的感

觉。满身汗水地爬山，一步一挪地爬山，才是

爬山的滋味，才能感受到身体疲乏后，睡个甜

觉的味道。夏日登香山，真好！

在中国的文化符号中，有几种水果赫赫有

名，比如说桃子，“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至今还

在警醒着很多心胸狭隘的国人；还有梨子，孔

融让梨，这是我们小时候听到最多的一个关于

兄弟之间谦让的故事；和让梨的孔融生活在同

时代的人是权谋大师曹操，他把“望梅止渴”的

梅子挂在了中国文化史的水果排行榜上，同时

又用“青梅煮酒”的典故论证英雄的真伪。

“梨子的滋味”其实出自一个中国的伟人

之口，他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亲

口尝一尝。”朴素、朴实、形象、鲜明，这也使我

产生了对梨子这种水果的特殊兴趣。

记忆中，童年吃到最多的梨是冻梨，冻梨

在东北又叫秋子梨，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名字：

香水梨。冻梨，经常是一大盆棕黑色的冻得硬

邦邦的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把它们浸在一盆

冰水里，一身冰壳褪下，坚硬变成了柔软，这个

时候拣起一枚黝黑的冻梨，洗一洗，咬破果皮，

就是酸且甜的浓郁的果汁了。

这冻梨注满童年的味道，以后长大了走南

闯北，吃的梨子就更多了。记得从军云南的时

候，最先吃到的是宝珠梨，它产自呈贡，绿色的

宝珠梨像一枚圆圆的珍珠，吃起来果味非常香

脆，几乎没有一点渣，它的甜、它的脆给我留下

极深的印象。据说宝珠梨的种苗是大理国一

个叫宝珠的高僧到昆明讲经的时候带来的，清

脆的果皮和雪白的果肉使之得到“果中君子”

“滇中梨王”的美号。

从军的时候，以电影放映员的身份给陆良

一带的乡民们放映电影。陆良产一种拥有漂

亮名字的梨叫蜜香梨，这种梨一半浅红色，一

半嫩绿，个头不大，但是味道的确是又甜又香，

所以叫蜜香梨。我记得我们给乡亲们放完电

影的时候，老支书会把一个草席编成的草袋子

抬上我们的放映车，那里面装满的就是一颗又

一颗圆滚滚的蜜香梨。陆良的蜜香梨带着军

民的情谊让我们分享了青春岁月的甘甜，还有

一个电影放映员作为解放军的宣传员所享受

到的乡亲们的热情。

除了蜜香梨，我还在云南意外地吃到了雪

花梨。雪花梨产自河北赵州，当时比我们晚两

年入伍的有一批河北晋县的战友，处久了，他

们从家乡探亲归来，会带来家乡的雪花梨。这

种梨是我平生见到的个头最大的梨，每一个几

乎都有一斤多重，上面有雪花的斑点。这种巨

大的梨由几个战友分食的时候，那滋味是妙不

可言的。据说，这种梨在北魏时曾是贡品，味

道脆甜细嫩是它最重要的特色。

说完了雪花梨，我又想起了上世纪九十年

代中后期和一批作家走访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那是九月的一天，我们在新疆库尔勒铁门

关停留，东道主把我们引进了一个梨园，树上

结满了著名的库尔勒香梨，这种梨的个头应该

是梨子队列中的迷你型，但它又是我见到的直

接从树上摘下来便味道奇佳的一种特殊的梨。

据说库尔勒香梨是张骞通西域时带去的树种，

那么它至少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吧。一个叫

谢彬的人在1917年写过《新疆游记》，他对库尔

勒孔雀河畔铁门关的梨树描写为：“对岸梨树成

林，梨实味甘，所谓库尔勒香梨是也。”我们这次

无意中与库尔勒香梨的邂逅使我知道了美丽

的新疆不仅仅有果子沟，不仅仅有哈密瓜，还

有我无意中见到的库尔勒香梨，这的确是梨中

的“美味骄子”。后来我查资料才知道，1924年

法国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是他们本国

的法国香梨，而银奖就是这库尔勒香梨。库尔

勒香梨号称“中华梨后”“果中王子”，它重要的

特点是皮薄肉细、香气浓郁、味甜爽滑、入口即

化，而且铁门关有很多百年的老梨树无私地、

尽力地奉献了自己的名果库尔勒香梨。

从那之后，我对新疆的感情又近了几分。

后来我才知道，库尔勒香梨的名气是很大的，它

号称“中华名果”，甚至说“天下第一梨”。它还

是中药梨膏的重要原料，和中药放在一起做成

的梨膏清新润肺止咳，尤其在燥热的春季，含一

口库尔勒香梨制成的梨膏会让你神清气爽。

说到北京的梨，最有名的自然是京白梨

了。京白梨比较普通，但是味道依然令人赞叹

不止，老北京人没有不好这口京白梨的，对它

的爱好甚至超过了天津的大鸭梨。尽管北京

有好几家饭馆的标牌上都写着“大鸭梨”三个

字，这是一个有力的广告宣传，京白梨似乎没

有这样的广告，但是北京的孩子们依然喜欢

着、热爱着、贪食着京白梨。

下面我要说一次和公梨母梨的巧遇，那是

我第一次知道水果还分公母。

那一年我出差到安徽淮南，淮南是安徽省

的一处重镇，那里的八公山也有很多有名的历

史典故，比如“八公山下，草木皆兵”。在去八

公山的路上，我见到四处是蓊郁的梨园，乡民

们正在三五成群地采下梨来，很平常地堆放在

马路旁叫卖。

这些梨注明是贺家围梨，实际上就是砀山

梨的一种，砀山梨极其美味多汁。我们停车，

买梨代水，陪同我的朋友是当地人，当他买梨

时，我才发现这里的梨居然如螃蟹般区分公

母，因为他一边念叨一边挑，说：“公梨不好吃，

我多买些母梨。”他的话是说给卖梨老汉听的，

那老汉便点头，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

我忍不住好奇，便下车问梨的公母如何区

分。卖梨的老汉一乐，说母梨个大、光滑、“肚脐”

深，他说的肚脐，实际上是梨的顶部。公梨呢？

自然个小、有麻点、“肚脐”浅，他又补充了一句。

于是我和陪同的朋友买回一堆“母梨”，吃

一口，“母梨”的确汁多肥厚，是颇鲜灵的果子。

归来我和一些朋友说起这件事，却没有人

感到奇怪，他们说梨跟人一样，也有性别的差

异，母梨如女人，味道就是比公梨好！

再仔细一想，银杏树就分雌雄，植物开花

也有雄蕊和雌蕊，竹子也有公竹和母竹，大自

然中的动植物原本出于同一造物的安排，梨分

公母也就毫不奇怪了。

那一次走淮南，除了品尝名满天下的八公

山豆腐，凭吊了淮南王刘安墓外，还多了一点

关于砀山梨的雌雄的生活小常识。

梨是一种好水果，它由于有一个特殊的和

“分离”的“离”相近的音，所以很多好朋友分手

告别的时候，一般都不用梨来切分，苹果和桃

子就没有这个忌讳。因而梨伴随着人类生活

了漫长的岁月，留给我们味觉上的舒适快乐，

还有一种文化上的特殊意蕴。

梨花此刻正在盛开着，洁白如雪的梨花到了

变成梨子的时候，肯定又是一番特殊的滋味吧。

好久没拿起笔来写字了
面对干干净净的一张白纸
担心歪歪斜斜的墨迹
弄脏了它的纯洁

读纯洁这个词，唇齿
也没从前那么利索了
跑风漏气的嘴啊，一定
曾在某个地方或某种场合，犯

下了
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错

肉体
在斑驳的尘世奔波几十年了
灵魂
还干净吗

启动双唇，我轻声呼唤她的乳名
无知无觉的两个字，此刻
如两把雪亮的刀子，扎得人
心疼

发现一枚甜瓜

它曾是枚青瓜蛋子——
浑身纤细的绒毛
满脸无邪的笑

嫩叶绿叶黄叶
是乳娘，是玩伴
也是梦的衣裳

众多野草表妹与它嬉戏玩耍
让它内心柔软
也令它啼笑皆非

太阳催它长大
月亮约它私奔
——爬瓜的人哪儿去了呢

熙熙攘攘的集市里
琳琅满目的超市中
它，俨然暖男的模样

凌晨四点

肯定不是你。虽然
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就是你

也不会是他。越来越模糊的容颜
如何辨识得出从前

大概是你吧？昨天

我不经意的目光分明绊了你
一个趔趄

或许是她吧？早年间
我写下的诗句她还能脱口而出

可以确定的
我会经常在耄耋之年的父母

梦中浮现
并在那里嬉戏玩耍，一点一点

长大

亦会在多病的妻子心里闹腾——
这个经常醉酒、面目可憎的男

人是谁？
那个目光清澈、敏而好学的少

年哪里去了呢？

噫吁嚱！一轮残月，孤零零挂
在夜空

我在大地的梦境里荒凉着

燕山的雪

燕山老了，须发皆白
纷繁的尘世顷刻间干干净净

祖籍江南的竹子，一节一节挺
直身躯

显得愈发青翠，愈加性格鲜明

黝黑的、光秃秃的柿子树，将
枝头

仅剩的几枚鲜红的果子，举得
更高、更甜了

高矮胖瘦、攀比不休的榆柳，
一夜之间成了亲人

叽叽喳喳的喜鹊，满世界传播
着喜讯

热爱诗歌的人有福了——
仗剑北游的李白，踏雪而歌，

仰天长啸

燕山的雪，在硬朗的风中温柔着
并以深情的男低音，修正天地

良心

晨曦初现。在这个简单美好
的日子里

我双目微阖，置身天籁

纯洁（外三首）
■ 杜康

斫去散乱的芭茅与刺丛
岗坡露出黑褐的喀斯特岩溶
凝固的波涛交缠石头的时空
贝壳、海螺、珊瑚焚成模糊的化石
手执锄锹的人，刨去时间的尘埃
沉入一条河流的滥觞……

把挖出的洞穴匹配给迁徙的苗木：
腊梅、红梅、三角枫、白玉兰、

紫玉兰、
红叶石楠……白刃翻开的层次
潮湿新鲜，带着我们不知的淬炼：
表层灰黑的腐殖质，下面是
包含人类和动物骨头的黄土
再下面是坚硬的砂砾与岩石——
时空有掘不尽的深度，不断挖掘
会掏出远古干涸的大海……
铁锹、锄头抵达白垩纪，又沿着
一棵树的根部上升。挥锄栽

植的人
翻阅了漫长的地质光阴——
阳光下站立的位置，刚好是中生代
大海与陆地奇妙转换的分界

线……

宁夏

春天是被倒伏、黄熟
然后收割的油菜带走的。
泥土孕育成熟之后，
要倾吐全部的果实——
像一位拼力生产的母亲，披着
空荡荡的衣裳……

这时渠水来了。嗞嗞响着，
注入田亩、淤泥，荡起一片
山田的明镜与汪洋。蝌蚪来了，
泥鳅与田螺来了，接着，这一畈
水田会被秧苗和蛙声覆盖：

新的生长，与新的成熟
在这里重复、叠加……

照例是炎夏、忙夏、苦夏：
河流会发两到三次洪水，冲走
堆积一年的枯枝落叶，和散落的
塑料袋、包装盒——
老人故去；青果黄熟；新笋
长成青竹；穿校服的少年，
在艳阳里进村出村……只有
坟冢伫立村东的岗上，一动不

动——
故去的人站在卒年里，不动声色地
观看：季节的流变、世事的更替
和草木虫鱼的繁衍轮回……

夜曲

沙沙的背景里，滴落几粒
金属棚顶上的清音。春夜寂寂，
糅合天地、泥石、草木之间
一支交响曲的绵延连接……

一些细雨打到树枝、树叶和
横卧的原木上，一些水珠
滴到紫玉兰的花瓣上；
落到楼前草丛中的细密无声
落到水泥地坪上的跳跃悦耳
落到香樟树林中的凝滞舒缓
落到枇杷枝叶上的柔和润泽
所在自然在，所鸣自然鸣……

有一刻，我听出父母那一代人的
声音了，听出去年的、前年的
和更早年代的雨声了……这
声音噗噗的，多了些坚硬，多了
些分贝，多了些忆念……原来，
在形而上的江河上，春天属于
夜读里静听春雨的那个人……

挖掘或种植（外二首）
■ 阿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