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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插画 董昌秋

读书

节气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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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陆陆续续地走过很多地方，每
到一处，都习惯性地寻找隐藏在大街小巷
里的各色书店，当埋首在喜欢的书籍中时，
才忘却了自己是异乡人的事实。

世事喧嚣，阅读越来越成为小众的消
遣。但即便如此，一个爱书的人在不知名
的路上，偶遇一家书店，还是会情不自禁地
停下脚步吧。也许是受书店里温暖灯光的
召唤，也许是被书店里独特的人文环境吸
引，也许是书店里正好有看上去自己喜欢
的书籍。

爱书的人，大都是安静敏感的，所以才
会去寻找那安谧的环境，走进心灵的港湾，
把喧闹浮躁即刻抛到脑后，仿佛全世界只
剩下小小一方天地，只剩下自己和书籍。

一路走来，书店串起了美好的记忆。
记得中学时代，新华书店里的书还都是简
装本，买不起的时候宁愿站着看一下午。
青春里的记忆，幸好有书店的装点。第一
次走进新华书店以外的小书店，是在小城
繁华地带的一间书亭。一名比我大不了
几岁的年轻人，热情地介绍他小小书亭里
的书。正值青春、梦想于一身的我，对席
慕蓉、三毛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走进书
亭，翻看书籍，看到店主每卖一本书，都细
心地在书内页不起眼的一角盖上一个出
售章，而不像新华书店的售货员那样，随
随便便盖在封底。到现在，《无怨的青春》

《撒哈拉的故事》等还都是我书柜中不外
借的珍藏。

后来去省城，第一次来到那家叫作“遇
见”的小书店，店堂布置得典雅质朴，一幅
幅字画挂在四周墙壁上，一进门，人文气息
就扑面而来。我第一次体会了一边品茶、
喝咖啡，一边读书、记笔记的美妙感受。店
主不会在你身边转来转去问你买不买，不
会提醒你别弄脏了书。这是一个我走进
来就不愿离开的地方，它契合了刚刚参加
工作又深具小资情结的我内心的需求。
这样安静又有情调的书店在我的家乡小
城是没有的，爱上它以后，我每个月都要
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去省城，就像去赴一
场心灵之约。

好笑的是母亲以为我有了异地恋情，
旁敲侧击地想知道点什么，我实话实说了，
母亲却不相信，于是就随我去了一趟“遇
见”。回来之后母亲告诉父亲，这丫头疯了
痴了！父亲却笑而不语，他一定在想这样
爱书的女儿是随了自己吧。

如此地爱着书店，买的书越来越多，家
里也仿佛成了一个小书店。常常站在这书
河岸边，静下来审视自己，无限靠近自己的
内心。

常常幻想这样的场景，一个小小的书
店，在巷子深处，古意幽幽，最好是冬天，
架上摆放的都是我喜欢的书，屋内不多的
几个人游走在书架间。我拿起一本书走
到窗边的椅子坐下来，安静地看书，屋外
是雪花飞舞。如果我有一间这样的小书
店，人生不论有怎样不堪的境遇都无所
谓，它能弥补一切的不如意，让我觉得世
间总有香甜。

小书店里的
小时光

青 衫

小时候，记忆最深的是脚上的布鞋，鞋
底裂开，即将脱落，鞋帮子翻了起来，鞋尖
上露出的脚趾，像好奇的眼睛，探头探脑地
打量着外面的世界。对于新鞋的样子，我
几乎没有多少印象，尽管我对一年中仅有
的一双布鞋付出了一个孩子足够的深情。

夏天的早上，雷声碾过头顶的乌云，暴
雨开始清洗村庄，腾起的烟雾里，万物都在
漂浮，摇摇晃晃从眼底淌过。风住雨歇，浮
尘、淤泥、草屑、枯枝都被冲进了水沟和河
流。山路露出坚硬的筋骨，湿漉漉的石子
散落在上面，摆出一副慵懒的姿态，它们是
雨水的遗物，不管热闹在与不在，始终怀抱
着内心的安宁和寂静。我把布鞋用纸包
好，放在书包里，光着脚走在山路上。云彩
飘拂下的村庄，众水喧哗，它们脱下了伪
装，呼朋引伴，沿着沟渠、水圳、河流，向着
远方逃遁。路边的田垄里，稻子依旧沉默
着，头颅低垂，一副谦卑的样子，唯有剑叶
高高扬起，像谁的手，举着一串串珍珠。蝉
躲在看不见的地方歇斯底里，鸟在河边的
树枝上，放开喉咙重复着昨天的语词。与
我同龄的孩子蹦蹦跳跳的，走得轻松悠闲，
一旦碰到水洼便停下来，一只脚高高抬起，
重重地落下，水花打湿了他们的笑声。只
有我走得慢，一个人落在后面，孤零零的，
仿佛刚刚闯了祸，小心翼翼，躲躲闪闪，尽
管如此，石子还是像潜伏在暗处的敌人一
样，不时偷袭我的脚板，送来尖锐的刺痛。
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对付石子的棱角的，
在光脚走路这件事上，和下地帮家里干活
一样，我都属于弱势中的一员。

我宁愿冬天快点到来，天地变成广大
的沉默，雪花像是大地放牧的羊群，随风席
卷而来，把山路铺成软绵绵的鞋底，供我在
上面健步如飞。刚把脚踩在雪地里时，就
像遭到了寒冷的电击，连牙齿都在痉挛。
走一段后脚板变得通红，就适应了，不冷
了。到学校后，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会用

一个木桶给我打来温水，他是这所山村小
学唯一的老师，他说，水不能太热了，要不
会把脚上的皮烫掉。这话招来过怀疑的笑
声，只是没有人去验证。洗过脚穿上布鞋，
使劲蹦跶几下，一种踏实和满足在身体里
流动，觉得这就是幸福本来的样子。整整
一天，我们都是这栋一字形的瓦屋圈养的
孩子，在里面撒野、欢笑、哭泣。台阶以外
白茫茫的世界，成为我们不可逾越的禁
区，似乎那里竖着一道看不见的樊篱。只
有到了觅食的鸟雀一无所获，带着哀鸣疲
惫地飞向巢穴，白皑皑的屋顶浮起蓝色的
炊烟，我才会再次用纸把布鞋包起来放进
书包，光着脚走出那扇在寒风中吱呀作响
的大门。

那时候，没有谁像我一样渴望阳光来
迎接雨水，唤醒每一个新的日子。一早起
来，阳光倾泻而下，在山山水水间纷纷扬
扬，大地光明如雪。在充满善意的阳光里，
山路如一个和蔼的老人，从容、踏实、笃定，
在等待、接纳我穿着布鞋的双脚。那时候，
我的胆怯和失落都已雨过天晴，一路连走
带跑，无人懂得的欢乐像野花的芬芳，在弯
弯曲曲的山路上招展横溢。不过，这只是
我失败的想象，我生活的南方，不分季节，
雨水总是隔三岔五地降临，它从来没有忘
记过我的村庄。

山里的孩子性子野得很，不过到最后
都在生活中被驯服。赤脚在雨雪里翻山越
岭，对于一年只有一双鞋子的我来说，不得
不这样做，倘若雨一脚，雪一脚，过早把布
鞋穿破了，接下来就得光着脚挨过每一个
日子。

有一年刚入秋，我脚上的布鞋就像一
个老人油尽灯枯，充满了分崩离析的征
兆。母亲见了说，过几天丢了吧，给你做双
新的。她从席子下拿出一张压平的竹壳，
对着我的脚剪了个鞋样，熬了碗浓稠的米
汤，然后拿出一个竹篮子，篮子里装着不同

颜色的布条，那是平时做衣服时留下的边
角料，她把那些布条拼起来，在门板上铺一
层，然后用鬃刷刷上米汤，再铺一层，用手
压紧，再刷米汤，这样一层层往上铺，像一
个个的日子不断地堆积。直到厚厚的一
叠，在底面分别蒙上整块干净的白布，放到
太阳底下暴晒几天后，她从老书桌的抽屉
里拿出一把刀子，那把被她称为“皮刀”的
刀子小巧玲珑，刀身仅两指来宽，形状像一
把斧头，刀口闪着寒光，锋利得仿佛可以切
断生活中的一切困顿和哀愁。那时，母亲
虽已临近中年，但肌肉还很结实，对生活的
热情和期待仍是她一举一动的内容。刀子
在母亲的手里，像是学会了服从，刀锋顺着
鞋样的边沿泅过，布屑儿纷纷扬扬地跌落，
像是风吹落树上的雪条儿。

夜晚，母亲开始搓麻线，她把两腿并
拢，上面搁着块凹面朝下的瓦，脚下放一碗
水，身边的竹篮里，是一个个麻线团。她隔
一会在掌心里蘸点水，在手掌和瓦片的摩
挲声里，麻线变成一根根细细的绳子，匀
称、柔软，像岁月一样悠长。接下来开始打
鞋底，把鞋底夹在一个木夹板上，双脚把底
座踩牢，食指戴上顶针后，从容地飞针引
线。屋子里，煤油灯的光在风中影影绰绰，
母亲的额头渐渐冒出汗珠，妹妹趴在墙角
的竹床上酣睡，刚学会走路的弟弟躺在她
身边的摇篮里。外面月光如雪，照亮了半
边台阶，草虫在台阶下的石头缝里低低地
吟唱。

纳好的鞋底，平整、结实，被细小的麻
绳分成整齐的菱形的格子。那些格子，被
母亲的手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储藏着斑驳

的夜晚，有星光、月色、犬吠、鸟啼，还有一
个女人不曾命名的秘密。

鞋帮子是青色的，这种颜色耐脏。用
米汤浆过后，平贴在门板上，像一只摊开翅
膀保持着狩猎姿势的鹰，母亲对着它轻轻
一挥手，它扇动翅膀，唰的一声从门板上飞
了下来。在夹板上一针一线绱好后，母亲
将装楦子的木箱子拿下楼来，从里面反复
挑选，大小合适后往鞋帮子上喷一口水，先
在鞋尖上塞一块，再塞鞋跟，接着在中间加
一块或两块，用小铁锤敲得严严实实，然后
放在太阳底下晒。楦过的鞋平展、顺畅，看
着舒服，如一个女人尚未出现皱纹的脸。

几天后，母亲把崭新的布鞋递给我，对
着我笑吟吟地说，试试，看合脚不？我穿
上，走几步，转一个圈。母亲蹲下身子，在
鞋跟和鞋尖上捏了几下，嘴里嘀咕着，嗯，
大小差不多。她很满意地站起身来，摸着
我的头叮嘱一句，要记得爱惜东西。我点
了下头，穿着这双新鞋去打发飞奔而来的
日子，寻找生活赋予我的快乐，承担不属于
我这个年龄的酸楚和悲伤。

其实，新鞋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好穿，硬
邦邦的，甚至还有些硌脚，只有穿过十天半
月后，才能逐渐感受到它的柔软，一脚下
去，像踩着一朵温柔的云。洗过晒干拿在
手里，还能闻到草木的清香，来自棉、麻和
水稻。土地养活的草木，总是以不同的形
式抵达我们，贴近我们的肌肤，进入我们的
身体，像母亲的爱和慈悲，在我们的身体里
形成一条河流，这条看不见的河流，生生不
息，不仅穿越个体、族群，也穿越漫长的时
间和遥远的空间。

看不见的河流
晓 寒

小满时节，夏意初显，炎热未至。
物致于此，小得盈满。
江河渐满，四处流水淙淙。
走进农田，看着麦子籽粒饱满，即将成

熟，庄稼人心中便升腾起夏收满囤满仓的
憧憬。

这时候，把青麦穗剪下来，可以做成一
种家乡方言叫“冷稜”的食物，我不甚喜欢，
可老人们常说这是以前青黄不接时最好吃
的东西了。

在农家孩子的眼里，自然物候此时带来
的是另一种愉悦。

记得那时上学放学最喜欢走一边是麦
田一边是沟渠的小路。晴朗的早晨，一路呼
吸着清新的麦香去学校，有时还会看到栖停
在麦穗上翅膀沾着露水的蜻蜓；傍晚放学
时，走进麦田，寻找那里掩藏的一种很好吃
的豆子，沿着田埂慢慢走，很小心地不踩坏
麦子，仔细地看着麦秆上有没有缠绕什么绿
藤，一旦碰着了，嘿，那根藤蔓上准保有好几
个豆荚，捋下来剥开一个，一粒粒碧绿圆润
的豆子挨挨挤挤，排成整齐的一列，放进嘴
里，鲜嫩可口！

屋后几棵枇杷树上的果子金灿灿、圆溜
溜的，在阳光下散发出诱人的色泽。母亲拿

来梯子，摘下先熟的枇杷，自家留一些，给周
围邻居都送一些，尝尝鲜。等到枇杷都熟了
全部采摘下来时，奶奶总是挑拣好的密封放
在一个玻璃瓶中，用冰糖腌制上，以备秋冬
时节家人感冒咳嗽时食疗之用。

离家不远的桑树林一派生机盎然。我
们这边养蚕的人家少，即使养也只有几个
匾，所以村里的桑树叶供应充足。而小孩子
呢，很喜欢去那玩耍，偶尔还帮忙采桑叶，树
上那紫红紫红的桑葚才是他们真正愿意前
往的诱因！

这时节总能听到“布谷布谷”的鸟鸣。
循着声音，便会看到灰黑色的大鸟正从天空
飞过，飞往远处的麦田去了。它最终落在
哪里呢？后来它又去了何方？听说它不会
筑巢，总是借窝生蛋由他鸟代育，为何又能
一代代生存下来呢？那时的我总是充满了
好奇。

遇上雨天，家门前的芦苇荡一片迷蒙，
河水这时不再冰凉，而是带着和暖的温度。
大沟小渠里的水都涨起来了，水很清澈，站
在岸上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水生植物
没在水里的茎秆上或者倒在河里的树枝上
粘着很多田螺，拿来篮子，三把两把就能摸
上几斤，带回家放到清水盆里“吐泥”。过一
两天，将田螺外壳洗净，剪去尾部，放进锅里
用葱花油盐一阵爆炒，然后放上适量的酱
油、黄酒等蒸煮一下。一盘炒田螺端上了餐
桌，一家人围坐下来，“哧溜哧溜”地嗍着，不
一会儿每人面前出现了一小堆田螺壳。田
螺肉香嫩咸鲜，又有嚼劲，甭提多美味了！
看着一家人吃得带劲，爷爷总会说：“人哪，
要懂得知足，你看现在吃得饱穿得好，日子
多好啊！小满过后是芒种，没有大满，古人
在教我们不要太贪心啊。”

是啊，大满则溢，小满即安。满而
不盈，满而不损。时节如此，人生也应

如此。
离开故乡很多年了，童年时

的乡村生活已成遥远的美好记
忆。而今，又到了小满时节，
城市里不会听到布谷声声，

不会看到麦穗青青，不会
闻到泥土芬芳，节
气的转换在城里只
是 时 间 的 变 化 而
已。“麦穗初齐稚子
娇，桑叶正肥蚕食

饱”“乳鸭池塘水浅深，
熟梅天气半阴晴”的田园风

光也只能在诗歌里领略品味了。
今夜，早早入睡，“子规声里雨如烟”的水晕
墨章还能飘然入梦吗？

子规声里雨如烟
丁爱华

1

每一朵槐花
都是故乡借给游子的
一瓣月光

从农历十五开始
一直借到初一
借着借着
月亮就瘦了下来
槐花就开了

2

当我
把槐花含在嘴里的时候
我才知道
月光是甜丝丝的

我必须咀嚼
甚至把月光咬碎
只有这样
我才能找到母亲的乳汁
甜蜜的线索

3

循着槐花的芬芳
我轻易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而妈妈包的菜团子
正好刚刚出锅

这时的妈妈分明是个
老中医
让月光入药
只一味
就治好了我想家的毛病

4

那些无数次从槐树下
走过的乡村孩子
总是义无反顾地把槐花
作为胎记

风儿一次次
磨破了肩膀和膝盖
油灯下的妈妈
定能扯下来一片片月光
给日子带来温暖

每一朵槐花
（组诗）

李 皓

种玉米

四亩多的田垄
都乱七八糟地卧在
丘陵山地间

不肥沃
旱涝不保收
等着降下一点雨水
一滴
就能蹿起三尺的苗
一滴
就能长出满坡的绿

在种玉米不赚钱的老家
种玉米的人更多的是
种一缕情怀

干旱

雷声不见
雨水不来
辽西的田垄
被蒿草覆盖

父亲满是老茧的手
抚摸母亲头上的花白
一阵风袭来
往事翩跹起舞

多少个干旱的季节
我的父亲和母亲
都用执着的守望
等来花开

镰锄

一把柴镰
曾经锋利了一个时代
一把耪锄
驰骋过悠长的岁月

年轻的时候爱过多少
山峰 田野
年轻的时候亲过多少
杂草 野菜

如今挂在了檐下
多少悸动的心绪
就此掩埋
只有父亲长满老茧的手再次抚摩
它们才鲜活起来

我的辽西
（组诗）

李 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