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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鼓

乡村的大戏，从来不缺
优秀的鼓手
月光的水袖还没来得及起舞
性急的蛙鼓就登场了
从天边，从稻田，从溪涧
一起冒了出来
挥起铜豆般的小拳头
对着大地的鼓面使劲地擂
使出太阳的劲，使出大山的劲
擂得田埂、村庄幸福地发颤
它们还要擂
擂得乡下父亲的每一寸关节
和他种下的禾苗
一起舒展，才肯罢休

纳凉

灶上的母亲，把炊烟熄火
挽成一个结
乡村的纳凉就开始了
泛黄的竹凉床、门板、长椅
支在院中，不分高低
排列成亲如姐妹的清凉组合
凌霄花悄悄关闭小喇叭
蒲扇扇清风，驱蚊虫
也驱除农家人筋骨里的疲劳
星星轻轻点灯，是的
它们要为明天早升的朝阳引路
院门开着，敞开心扉
接纳串门的星星，也永远接纳
张家长李家短的邻里故事

银河

银河，是一条流在天上的河
也是一条
冒着母亲故事泡泡的河
银河里有多少颗星星
年少沉睡的我不知道
母亲摇蒲扇讲故事掰过的手指知道
银河里有多少条溪水
年少沉睡的我不知道
母亲悄悄早起溪边浣衣的棒槌知道
母亲说，银河不会老
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不会老
母亲说着说着，一头黑发
闪亮成一片银亮银亮的银河
时常把我的中年照得灯火通明

夏日旧时光
（组诗）

□ 吴晓波

寒春把心事淋湿在雨季
风把忧伤悄悄捎走
一个季节过去了
阳光重又展开笑颜
如果花，嫣然开放
如果山谷，有回声
如果悲伤的泪，被微笑风干
且让我，换了心情
为岁月歌唱

掩卷深思，鸟语花香
扑鼻而来的不仅有书香、墨香
心，和晴空下的花一样安宁
雨洗过的天空更干净
独处驱散浮尘的聒噪
斟一盏白茶
召唤季节的心
与阳光对话

回忆之光
竟然忘记自己如何跋山涉水
寻找被岁月尘埃遮蔽的往昔
当我们走过漫长的路
穿越了丛林险滩
眼前只剩下永远不可能
再倒回去的时差

我们平静坐下来闲聊
大学校园、图书馆
文学的神奇、诗歌的魅力
如饥似渴的知识朝圣者
以及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梦想

一次次举杯
直到红葡萄酒的味道
飞上面颊
夜幕浓重地掩埋了时间

回忆之光
从过去穿越而来
明亮、温暖、震颤
犹如爱和被爱的刹那

谁把光阴剪成了烟花
无须面晤
彼此仅用文字交流
逗号，句号，问号
破折号，省略号，感叹号
记录稍纵即逝
和随心所欲
也记录——
蓝天 白云
日月 江河

太阳，不会和我们分开
星星，不会和我们分开
岁月静好
是谁，是谁
把光阴剪成了烟花
绚烂或灰飞
我们
各得其便

日子
我想用蜂蜜和花酿
慢火煨炖、熬煮
生活的品质，让流水日子满溢
甜美芳香的气息

爱情与婚姻执手相对，如长夜
枯寂而漫无边际
浪漫不懂欣赏
沉默，不示于人的尊贵

日子总要搅拌
苦和甜，酸和辣
这万般滋味
慢慢反刍
生活粗粝的胃
因之坚韧而柔软
一路踉跄跋涉
总要有花香，总要有星光
品尝，感受，分享
命运啊！
如此这般，值得待见

季节的心
（外三首）

□ 崖丽娟

时间过得好快，稍不留意秋天到了。
望着即将丰收的景象，连长掐着腰站在
盐池埂上对胡师傅说，今年我们的生产
任务不仅能完成，而且会超额完成。

盐晒出来了，还有最后一关就是秋
后起盐。据说起盐时，不分早晚，又苦又
累，穿着笨重的靴子，在盐池里一泡一
天。为了赢得最后的胜利，连长多次给
我们这些班长骨干开会，为大家鼓劲
儿。有一个礼拜天，部队休息，我们和二
排长商议着要去花果山玩一天，可二排
长有些犯难，怕连长不给批假。我说，咱
们找连长试试。在连部，连长扫了我们
一眼说，都是连队的骨干啊！哦，出去放
松放松吧。紧接着又对我们宣布了几条

纪律，其中一条，就是按时归队。
盐场不通公共汽车，若要坐车得走十多里路。为

了节省时间，连队上士开始给大家张罗自行车，太阳
刚一冒红，我们就上路了。自从部队来到盐场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去过，只有上士经常出去采购，到过新
浦市，去过猴嘴与花果山。还是胡师傅给画了一条路
线图，才让我们有了遵循。

猴嘴这个地方离盐场不算太远，我们看到一块奇
异而又巨大的怪石，在石头上面，蹲着一尊石猴，活灵
活现，这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令人叹为观止，据
说猴嘴就是孙悟空横空出世的地方。恰好，离猴嘴不
远就有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山，当地人冠以特别好听的
名字——花果山。沿花果山的石板小路拾级而上，不
大一会儿就到了十八盘，我们在蓊郁葱茏中穿行，竹
影摇曳，花香四溢。往上走就到了南天门，时不时有薄
云在峡谷中缭绕，为南天门平添了几分仙气。传说，孙
悟空不满玉帝为他安排的弼马温一职，一怒之下成就
了一段大闹天宫的传奇。往上走故事越来越多，众猴
居住的七十二洞就隐匿在乱石中。我们有些走累了，
就坐在照海亭观景。

近中午，我们开始下山，此时，肚子开始抗议了，
不停地发出咕咕声。二排长说，咱们吃饭去，大家都
想吃饺子。上士说，去猴嘴吃吧，那里有一家国营饭
店，经营的饺子馅大皮薄特别好吃。听上士一说，大
家忍着饥饿，一口气骑到了猴嘴，找到了那家饭店。
此时，已过饭口，就餐的人星星点点，服务员为我们
找了一张大桌坐下。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瓷盆，里
面的醋香不时弥漫过来。四班长是苏州人，懂醋，他
凑近闻了闻说这是桂花醋，大家拿了小碗品尝起
来。饺子端上来了，大家痛痛快快吃了个尽兴。

按照正常的时间推断，我们归队会是准时的，而
且还能提前。可老天不作美，好好的天说变就变，外
面已是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大家的心一沉，盼望着
太阳从云缝里钻出，一切都归于平静，晴好如初。乌
云在天空中翻滚，大雨没有停歇的迹象。大家心急如
焚，二排长说，我们不能再等了，即便是下刀子也要
走，不能超时归队，这是铁的纪律。

风雨扑面，我们推着自行车猫着腰艰难行走着，
走在湿滑的黏土路上，不时有人摔倒。走了一段路后，
自行车前后轮塞满了泥，推也推不动了，大家只好扛
着自行车走，这样的行军速度可想而知。快到盐场总
部的时候，天渐渐黑了，风雨交加的夜晚，让我们的归
途变得愈加艰难。一路跌跌撞撞，跌倒了再爬起来，我
们浑身上下弄得跟泥猴似的。正在大家吃力地往前行
走时，我们突然看见了一盏灯，那灯光红红的，好像被
人用长棍挑在高处，为我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离灯光越来越近，终于看清楚了，原来
是连长带着通信员来接我们了。望着被雨淋
湿的连长，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出来。
归队晚了，我们愿意接受纪律处罚。连长莞

尔一笑说，“都是老天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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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一座城，倘若不逛一逛那里的夜市，你看到的
城就不算完整。白天的城理性、忙碌而又庄重，夜间
才可见一座城的真性情。松开紧绷的面孔，放下一身
疲惫，夜间的城感性、松弛而又慵懒。

读张籍“蛮声喧夜市，海色浸潮台”的诗句，我就
会想起三亚，想起那个温暖如仲夏的南国新年。一家
人在如昼的夜市里围坐，晚风带着海的微咸，啤酒就
着各色海鲜，一家人吃得轻松快意、惊喜连连。三亚
的夜市，就算海不在眼前，海的气息也无处不在。而
读到“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句子，我
又会想到西安，想起那年初秋的那次出游。做核酸检
测，等检测报告，各种通关，到达西安已是晚8点，马
不停蹄赶到回民街已是晚9点多。街市灯火辉煌，行
人摩肩接踵，西安的夜生活似乎才刚刚开始。当我们
吃饱喝足，逛到筋疲力尽时，夜已深了，而街市依然
沸腾。不愧为十三朝古都，西安夜市之兴盛堪比夜市
鼻祖——北宋之东京汴梁。

夜市无大小，大有大的繁华，小有小的热闹。曾
经生活过的那座小城，主城区不过万余人口，平日晚
九点过后，街上便少有行人。但一到夏天，一条小吃
街就人流涌动，食客一拨儿才去，一拨儿又来，直至
午夜方休。小城的夏天气温奇高，夜市的“热力”不输
白昼。无夜市，不夏天，在小城体现得淋漓尽致。

暮色四合，街灯亮起，当第一批食客涌向夜市，
那些虚位以待的店铺就满了，那些张开怀抱的桌椅
也满了，一条安静的街市开始喧闹起来，吆喝声、说
笑声、煎炒烹炸声此起彼伏，炉火、街灯、霓虹灯交相
辉映，一幅夜市版《清明上河图》正在铺开，一场“唐
宫夜宴”般的盛会正式拉开序幕。

美食是夜市的灵魂。白天的吃为果腹，山珍海味
都无暇细品；夜间的吃才是生活，一碟花生米都吃得
滋味绵长。宵夜不需要繁复，几碟小菜、数瓶啤酒便
已足够。三五好友，且吃且聊，且聊且饮，越夜越欢，
兴尽而归，吃的是欢快的氛围，饮的是放松的感觉。

当然，灯火通明的夜市也照着另一种生活、另一
个群体。有如云的食客，自然就少不了林立的商铺。
一间商铺就是一条流水线，担起的是一个家庭的生
计与希望；一条夜市就是一池春水，激活餐饮经济，
衍生就业岗位，丰满百姓的“钱袋子”。繁荣的夜市既
是人间烟火，也是满天星光。新东方主播董宇辉曾
说：“早上讲书是理想，晚上卖菜是生活。我不能只抬
头看天上的月亮，我也得低头捡地上的六便士。早上
是浪漫气，晚上是烟火气，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
生。”为粮食蔬菜，也为星辰大海；有红尘烟火，也有
诗和远方，这便是真实的生活。

有人说，失望时去夜市走一走，就能重拾生活的
希望。这话或许有些夸张，但热气腾腾的夜市的确温
情、柔软，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夜市辉煌的灯火和涌
动的人潮打破了夜的黑暗与沉寂，让人们一天的疲惫
得以消解，让餐饮人的盼头得以实现，让城市的活力
得以延续。

夜市风情
□ 祖 儿

“一缕春红染画缸，几身霓衣伴梦乡。”缸，
盛东西的器物，一般底小口大，大肚能容。因工
艺不同，有的细腻如脂，有的粗糙如沙，是过去
东北人生活的必需品。它低调内敛，静坐在角落
里，忍受着阴暗与潮湿，孤独与冷落，承载着东
北人的勤劳，存储着一年四季的丰收果实。

缸，用途广泛，盛水放粮，酿酒腌菜，不可或
缺。同时又堪称农家人的脸面，掀开缸盖，家中
贫富当即知晓：是新米是旧粮，是酱肉是咸菜，
是陈年佳酿是劣质小烧，一望而知。尤其是深
秋，一年的幸福和欢乐，满满地写在农民的脸
上，装进缸里。

丰收时节，一家人忙中有序，不到半天，便
将丰收的粮食倒进了大大小小的米缸。太多了，
用手使劲儿按压，甚至把小孩抱上去，用力往下
坐。之后盖上盖子，再压上一块石块，便储下了
本年的收获和明年的期许。取粮时，掀开缸的盖
子，浓浓的米香扑面而来，美得人心花怒放。到
亲戚家串门，从不像如今问生意如何收入多少，
而是随着主人瞧瞧一缸又一缸的粮食，啧啧不
停地夸赞，主人自是舍得拿出上好的美食将客
人款待一番。

小的时候，我家有大大小小十几口缸，除了
盛米，缸还有诸多用途，有不同种类。首先是水
缸。几十年前没有自来水，家家户户肩挑水桶到
水井旁担水，回来后倒入缸中。因为水缸关乎着
一家人的生活用水，也供给牲口饮用，地位非常
重要，所以每个人对水缸都有着刀刻斧凿般的
记忆。

其次是酸菜缸。在东北，夏季短暂，冬季漫
长，冬春季所食蔬菜基本是冬储菜和酸菜。酸菜
粉条、酸菜血肠、酸菜炖排骨、酸菜馅饺子等等，
想想就口水直流。所以每家至少要准备两口甚
至更多的大缸，用来腌酸菜。酸菜缸与儿时的我
几乎等高，虽价格不菲，但家家少不了。

再次是咸菜缸。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咸菜是
冬春季节天天都吃的小菜。一日三餐，将咸菜切
成细丝儿，浇上醋，点上几滴香油，便是记忆中
永久不忘的美味。咸菜缸较小，但数量多，很多
人家有一溜七八个矮缸，盛着萝卜、黄瓜、白菜、
糖蒜、芹菜根、香菜根等等。

小时候，我常常对腌在小缸内的鸡蛋“心怀
不轨”。妈妈将攒下的生鸡蛋洗净，之后在缸内
放入水、盐、花椒、大料，把鸡蛋整齐码入缸内，

只待腌到一定时日，捞出煮熟即食。小时候家中
清贫，少有荤腥，我便偷偷从缸里取出鸡蛋煮了
吃。妈妈知道了，也只是无奈地笑笑。

接下来是酒缸。每年到了丰收的季节，妈妈
就开始忙活起来。先备好酒缸，提前洗净、消毒、
晾干，之后将精选的各种米淘洗干净，上灶蒸熟
冷却，加酒曲搅拌，然后盛入酒缸，密封放置阴
凉处发酵。待酿制成功后，打开酒缸，浓郁的酒
香扑鼻，人没醉心先醉了。

还有酱缸。首先将黄豆用中火不停地翻炒，
直到豆子炒到微微有点儿糊的颜色，再用水煮
制成酱块。发酵一段时间后，将盐及配料放入缸
中，用水搅匀，盖上纱布，放到通风的地方，等一
两个月可食。

杀年猪腌腊肉，是过年的前奏。将盐里加上
花椒、大料入锅炒熟，将炒过的花椒盐放凉后，
再把肉和盐放进缸内，用大青石块压瓷实，放在
阴凉背光的地方存放。缸腌的腊肉，美味喷香，
随时可炒、烩、炖等。当然，在那个年代，吃肉是
奢侈的，每年一口缸足矣。

东北的缸已深埋我心底，贮藏着我永难忘
却的温情岁月，更盛满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缸中温情岁月 □ 张子焕

不下雨的时候，我们都在
屋里学习活动；若下雨，大家
都拼了命地往外跑。这样的情
景，是当年海边军营生活的真
实写照。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
连奉命到地处海滨的盐场劳
动。盐场就建在海堤下面，网
格状盐地排列得非常整齐，卤
水沟上面设一个大大的水闸，
需要时把海水放到卤水沟暴
晒，晒到高粱红般的颜色。说
是晒盐，其实就是管理盐池，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防雨，
防不住雨，晒出的一池好盐，

即刻化为乌有。所以我们时刻严阵以待，随
时准备下雨的时候往外跑。

盐场的工作是半机械化的，防雨设备的
展开与收起靠电机完成，其他许多活还是靠
人工。晒盐也好，管理也罢，对我们一贯操枪
弄炮的军人来说，毕竟是陌生的领域。胡师
傅是我们连的技术顾问，有着丰富的晒盐经
验，他身材魁梧，常年在盐场劳作，海风吹，
太阳晒，脸色黑红。在他的指导下，不长时
间，我们终于掌握了盐池管理的流程，和怎
样在下雨时使用塑料膜制成的防雨设备，以
最快速度完成对盐池的覆盖与保护。

胡师傅是观天气的能手，那是他起床后
的第一项任务。常见胡师傅着一身工装，拄着
锹站在盐池埂上望天，望云，望太阳，判断是
否有雨，及时告诉连长，由连长部署安排。那
个年代的气象播报和胡师傅的人工观测也有
不太准确的时候，海边的气象瞬息万变，雨说
来就来，说走就走，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
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失误亦属正常。

下雨没什么可怕的，及时保护盐池就
是了，最可怕的是碰上狂风暴雨的天气，那
年七月的一天，我们着实领教了它的厉害。

虽然我们提前接到天气预报通知，但
是战士们再快也是赶不上狂风的速度。当
我们赶到盐地时，天空是乌云压顶，暴雨夹
杂着黄豆般的冰雹倾泻而下，一时间电闪
雷鸣，狂风大作，暴风雨扑打眼帘，搅得战
士们视线模糊。幸好我们都已站好了自己
的位置，按动电钮，覆盖盐池的塑料膜在电
机马达驱动下，缓缓向前伸展。突然，一股
强大的风钻进了塑料膜下，还未合拢的塑
料膜瞬间被掀起。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险
况，战士们拉的拉，拽的拽，试图以最快速
度盖上盐池。此时，盐池上到处奔跑着忙碌
的战士，在这样的雨境下，人们的呼叫声完
全被淹没在狂风暴雨中了。

当我们班在操控保护最后一个盐池
时，副班长突然被狂风卷进了盐池，在塑料
膜上随风起舞，身体时而被抛起时而被摔
下。我几次试图靠近他，把他从盐池中拉出
来，都失败了，只好奋不顾身跳进盐池去解
救他。如果掉进盐池，最可怕的是呛喝卤
水，抢救不及时，会有生命危险。我一边踉
踉跄跄地靠近他，一边大声向他呼叫，让他
紧闭嘴巴。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盐
池进水顶多造成盐的收成减少，可生命只
有一次。在同暴风雨的激烈搏斗中，我终于
把筋疲力尽的副班长从盐池中背了出来。

几十年过去了，在盐场下雨往外跑的
日子，仍然历历在目，令我记忆犹新。

下
雨
往
外
跑

下
雨
往
外
跑

我们连长是全团最为
出名的连队管家，连队伙食
经他的精打细算，富得流
油。进驻盐场后，连长最关
心的就是如何把伙食搞上
去，他常说，繁重的体力劳
动，紧张的部队生活，不吃
好怎么能应付得了。

有一天早上部队出操
归来，洗漱完毕，开饭时，看
到炊事班班长和一位战士
拎着双耳大盆放在地上，放
眼望去，嚯，满满一大盆盐
水大虾，颜色通红，像火烧
云似的。炊事班班长对战士

们说，能吃多少吃多少，大虾管够！连队
通信员对我说，这是昨晚连长带着战士
开闸放水时，用网捕捞的。胡师傅说，正
是虾的季节，每一网都有丰厚的收获。一
班、二班晚上跟连长轮流值班，放水、捕
虾，我们班与四班担任盐池战备值班。连
部门前的操场上，大虾仁铺满一地，连部
的通信员、卫生员、文书工作之余，时常
出来在席上不停地翻晒。

记得连长亲口对我说过，等施工任务
完成回到驻地时，有让我回家探亲的打算。
想到此，我就想，探亲总要带点儿海边特
产，干虾仁不就是最好的礼品吗？动了这个

“歪主意”以后，我曾经几次“侦察”连部几
位战士轮流值班的情况，三位战士忠于职
守，搬个椅子坐在荫凉的地方看着虾仁，搞
得我不能下手。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利用通
信员值班的时间，与他搭讪。当我出现在他
面前时，通信员笑了。他对我说：“连长早就
预料到了，特意嘱咐我说，小心三班长。”这
句话让我很尴尬，甚至有些狼狈。通讯员说
完，转身回到连部拿出了一个粗布袋，里面
装满了虾仁，足足有5斤。通信员说，这是
连长特意为你探亲准备的。

一股暖流顿时袭
上心田，深深的
愧 意 油 然 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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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青 麦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