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青 辽阔之海

夏又至好像刚脱下寒衣还没几天，呼啦啦

麦子就黄了，一两场不像样子的雨过后，

原野里麦茬一地银白闪闪，河边路埂延

绵不断的青草野菜搭起大大小小的方格

子，虽有点刺眼却也不难看，细细琢磨竟

也有新意，大地换新装。不几天，玉米成

行成垅，原野里绿就狂野肆意了。

我们这，一抹平川，也只有见麦茬

时，一块连着一块，能分得出东家的地西

家的垄，南村的洼子地北村的细长行。菜

园子是看不见的，都隐在房前屋后的树

影里，水沟穿过村前村后，把大片的土地

构建规划，框架分明。

老家里盛产西瓜。大棚一个挨着一

个，也很少看得见一格连一格的麦茬。老

家里的西瓜在本市以及周围市区都出

名。相识的友人们也习惯了喊上自己去

老家购西瓜。自己虽不是少小离家老大

回，却也不记得那坡的地那坡的地名，哪

一块地哪一个人家的西瓜棚，电话里说

的好好的，去了也还是找不到，下车问一

问也不难，都是乡音，不觉升出自豪感。

三十七八℃的高温下，看着一个一个带

着鲜蔓摘下来，装车上，心里甜甜的。我

是一条线，老家的西瓜顺着这条线走出

了，它们就有了该有的价值了。抹一把脸

上的汗珠子，好像也没那么燥热。颠颠簸

簸云游般回到了小城，几百斤西瓜还没

弄下车，就发现有个车胎瘪子了……急

急忙忙去补胎，再回来吃西瓜，又觉更甜

了。

核酸日，大太阳白赤赤的，在头顶上

晃来晃去，还没走，就晕了。不足三百米

社区里，也还是开车去，上下车拖了一件

运动服遮臂膀，T 恤加裙子也心虚，上上

上次做核酸膝盖上磕破的地方还有个大

疤痕。也几乎没啥勇气穿裙子，带了口罩

一脸汗，走完了流程逃也似的上车下车

跑回来。做核酸，做核酸，天天都要做核

酸。大姐有恙，每一次想去看她就得提前

一天做核酸。相邻的两个城市，中间相接

地点设置临时站，来去都有值班人员细

细看手机查核酸。这几天有点好了，基本

不用四十八小时核酸实证，有个七天常

规就可以。大姐的病也逐渐稳定渐转好，

也不再围着核酸急急了。二姐说她们那

里也快好了。估计出六月也就差不多。不

得不说这些都是好消息。

昨晚有相邻相约去捉知了，心动了

动，又安稳住，不想去，也不能想去，这几

天害牙疼，还得空看牙医。现在知了也很

少，知了也还没有叫，还需要开车几十公

里，太费神还费油。捉着捉不着不重要，

重要是心情受干扰。晚饭后，咋也是走

步，转转圈溜达溜达一身汗，冲凉后这一

天才圆满。

夏至天，中午一个人，跟个风，吃凉

面。荞麦面，鲜黄瓜，吃撑了，晚上又是一

个人，一个西红柿，一个冰激凌，一个黑

芝麻球一个小面包做主食，草草打发了。

简简单单的酷暑才清凉那么一点点。

大太阳晒一小回儿，就傻两回。电脑

上研究天气预报曲线图，当天的，七天

的，半月的，四十五天的，高温都在夏至

到小暑这两周。有四五个三十八九℃，有

两三个雷雨天，熬过了这两周，气温都在

三十二三度并且平稳中渐低下。手机上

也扒了着看，几点有雨几点温度最高超。

越是关注越是揪心这酷暑。熬过去，又脱

一层皮，又曾了一年轮。固执的认为人是

在最酷暑里见老的，就好比那树又增了

一圈圈。

中午要不还是吃凉面吧，和自己商

量，加深一次：“冬至饺子，夏至面，吃过

一天短一线。”付一腔真情，对日子崇敬，

对节气敬畏，也是对日子的期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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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子
张店 杨玉勇

那日想起童年时家乡的溜子。我的

家乡在谨饥岭以南的锦秋湖，溜子是家

乡对小舟船的独特叫法。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初，家乡河流众多，纵横交叉，芦苇

飘荡，苇絮飞扬，一片田园好风光。

家住在小河岸边，当春夏秋三季时，

河水暴涨，驾起溜子顺河流畅游整个田

野，不是江南胜似江南。

溜子呈长方体，前后翘起，中间低

洼，用每块木板拼合，木板之间用自制的

横扁铁钉链接，木板与木板之间连接的

缝隙用石灰、麻绳和桐油等混合物掺在

一起搅匀后抹缝，坚固耐用并且不透水，

有的溜子还刷上油漆。麦秋两季来临时，

溜子用处最大，家家户户驾着溜子收割

麦子、玉米等农作物，用溜子将收割的农

作物运回家。

竹竿驾溜子是技术活，溜子在水中

行驶，除了让溜子行驶外，还要掌握溜子

行驶的方向，方向偏离了用竹竿插在水

中在溜子左右两边进行调整。溜子行进

的动力是驾溜子人用竹竿插在水中用力

向前撑，溜子才能行走。少年时我驾过溜

子，那时春秋放假去生产队下坡给牛马

割草，草装在溜子上，自驾运回生产队。

当年家乡没有拖拉机、汽车等农作

物运输工具，溜子成了当时农作物主要

运输工具。每天生产队社员下坡干活时

驾着溜子，溜子上载着社员和生产工具，

干活回来溜子上多了一些农作物。

采莲蓬、割苇草时驾着溜子，把采的

莲蓬，割的苇草放在溜子上运回，方便快

捷。捕鱼时驾着溜子，鱼叉、鱼鹰捕的鱼

放在溜子上的柳条篓内，防止鱼乱蹦乱

跳跳入水中。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家乡发

生了巨大变化。家乡小块方田太多，不能

适应机械化作业，公社决定对家乡小块

田进行“整方”，由小块田变成大块田，

“整方”后河流少了，河水位低了，溜子没

了用武之地，从此家乡再也不见溜子。

说杏道桃

先是品尝杏，

后又品尝桃。

杏有杏之美，

桃有桃琼瑶。

杏是探路者，

桃却报春早。

杏穿皇袍衣，

桃拥寿名号。

人生如杏桃，

出道有晚早。

与其怨杨柳，

何如独风骚？

夏至

夏蝉的悲叹

荷叶上的蛙韵

奏响盛夏序曲

荷塘涟漪，翻开诗词浪漫

芙蓉绿裙的飘逸

撩动你的心弦

香椿游走在萝卜丝间

带来一丝凉意

母亲的凉面，赶走暑气

拉长了夜的乡愁

夏至贴

夏天如道，开始练功打坐

南风给天地拂尘，蜻蜓低飞

开始浇灭心火。所有的荷塘打起太极

直到，被依次出水的芙蓉

解答出满池的荷花定律

树上，刚有破土而出的蝉歌

以及行走枝叶的纷扰鸟语

那安家于树梢的鸟巢，把所有窗户

拉紧绿帘。一如谢幕的芒种

地上再也没人，仰头讥笑它们的蜗居

树下，蚂蚁们正在拖运大青虫

谁曾想到它会葬身蚁腹

几只乘凉的绿头苍蝇

正聚集一起，悠闲地叮咬着甜蜜

它们在一块西瓜皮里，戏说着滚滚红尘

一碗凉面，纷纷被习俗端上饭桌

雷雨和酷暑轮番登场

演绎，一场又一场的人间炼狱

夏至已到人间，打坐的所有加法

正被张天师一一减去

时光的脚步

时光的脚步

迈着前进的步伐

一去不返

一阵回忆拂过

都是脚步的碎片

年轮的沙尘

带着反思和憧憬

耗尽时光的青春

掩埋在岁月的脚步里

又到中午下班时间，吃什么？成了一

个哲学问题。周边的快餐、馆子吃了个

遍，红莲湖宾馆四楼的 10 元自助，也成

了最熟悉的陌生人。骑上小电动车，抱着

探寻的想法在周边兜兜转转，不知不觉

到了一个小区的侧门入口处，一排排地

摊，扎着棚子，在寒风中摇曳，似乎在说：

物美价廉，请君品尝。火烧、煎包、麻辣

烫、羊汤、小鱼汤、煎饼果子琳琅满目。用

冻僵的手停下电动车，看了看，忽然看到

鸡汤辣豆腐，听名字很好吃的样子，要不

尝尝？

摊主是一位中年大姐，虽然天气寒

冷，但满脸微笑。手脚麻利地招呼着吃饭

的人群。因为是在建筑工地附近，来就餐

的多数是建筑工人，衣服裤子尘土飞扬，

安全帽规整的带在头上。还没落座嗓门

就震天：来三碗辣豆腐，五个馒头，大个

的。听着声音必然是九尺开外魁梧大汉，

来到面前却是干瘦，似乎这阵风就能吹

走。摊主忙说：大哥，今天的馍馍和卷子

都大，顶多两个，要不先来一个半先吃

着, 然后从锅里将盛好的辣豆腐汤和馍

馍板板正正的放在小饭桌上，另外盛了

一小碟萝卜干咸菜送来。只听得唏哩呼

噜，风卷残云，就像吃人参果一般囫囵吞

下。慢慢的，周边工人来吃饭的越来越

多，小小的摊点变的拥挤，让冰冷的天气

升了一点温度，大姐不慌不忙将每个人

的吃食送到各自面前，熟悉的打着招呼：

大哥，今天几个馒头，还是卷子或者干火

烧？老弟，今天来的有点晚了，活干的咋

样了？我静静地吃着，看着寒冷冬日这一

幕幕，心中却突然温暖起来，这就是人间

烟火，这才是生活。

鸡汤辣豆腐，简单，也不简单，会做

的很多，摆摊的也很多，这一家之所以门

庭若市，我想不光是味道好，或许是大姐

豁达开朗的性格让食客更加自在，久而

久之，陌生人成了回头客。

一边吃着，一边与对坐的大叔聊天，

聊着周边的工程进展，问了问哪里人，得

知将近 60 岁，出来打工是为了给家里减

轻点负担，赚点药费，我手中的勺子静

止。想起了我的父母，想起了很多很多，

这位大叔也是一位父亲，也是一位丈夫，

也是家里顶梁柱，如果不是为了家人，怎

么会在很多人本该退休年纪在寒风着用

黝黑的双手扛起重担。看着大叔鬓角的

白发，破旧的衣衫，寒风都失去了凌冽。

吃饭的人走了一批又一批，我吃的

慢，大姐以为我吃不饱，又给我盛了一大

勺：大兄弟，使劲吃，不够再加。朴实的话

语，让陌生人变的熟络。隔壁桌大叔要赶

着回去上班了，在结账时痛快的说：大妹

子，明天来二十个人吃饭，你可准备好

了。大姐笑了：哥您吃好就行，就不开玩

笑了。大叔看了看，认真的说：不骗你，俺

从不晕乎人，俺明天真带那么多人，就是

木有也差不多，咋着咱也是个包工头啊。

大姐没说什么，只是轻轻的笑了，回头时

我看到应该是感动的泪眼。

简单的午饭，普通的地摊，一个一个

故事上演着，一幕幕感人的画面，让这个

冬天不再寒冷，抬起头看了看天，阳光洒

在脸上，生活真的很美好。

张店 国承新

桓台 胡华业

桓台 马玉涛

桓台 徐强

夏至思绪

盛夏的风

吹动垂柳摇曳

走在湖边

汗水打湿了衣衫

六月的太阳

燃烧起炽热火焰

用最诚挚的问候

抒发季节的情感

漫步走过红莲湖畔

湖中的荷花，露出灿烂的容颜

静静看着，心中却荡起悲观

那些过往思绪

在这个瞬间涌现

静静站立在清风亭中

乌云遮蔽了上一秒的欢快

耳边呼啸的风雨

让灵魂飘荡在昨天

光阴就像流水从不停歇

岁月的重量

压弯了脊梁

那些从未忘记的回忆

一声叹息，留下无声的思念

夏至

汗蒸云梦泽，

热火煮流年。

团扇摇无力，

日长盼西偏。

何时风万里，

鼓我身上衫。

穷巷无苦夏，

微凉再开轩。

昨暑夜雨晨晴复雨

昨日太真造，

夜来天水逍。

晨曦看莲池，

造化尽妖娆。

绿树浴后翠，

玉兰富带娇，

花猫探池鱼，

锦鸡和飞鸟。

俄顷云乌遮，

顿作雨急到。

小湖珍珠多，

兰亭近飘摇。

行人多疾步，

我自漫曲道。

苏子蓑何在？

温润不相扰。

桓台 徐强

张店 杨玉勇

桓台 天马行空

张店 赵自鹏

鸡汤辣豆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