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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一棵麦子的方向，很容易
触摸到儿时的故乡。

芒种的风一烧起来，可怕的割
麦就要来了。

空气中弥漫着成熟的气息，麦
子站的整整齐齐。它们一会交头接
耳，一会沉默不语。每棵麦子都有自
己的理想，从而陶醉在即将到来的美
好前程里。庄重肃立，与大地对峙。

麦子一黄，农人的心就吊在半
空里。俗话说“春争日，夏争
时”，成熟的麦子必须抢打抢收，
老人孩子全民参与，否则，风雨一
来，麦子倒伏，就容易减产。露珠
未消的晨色中，村庄里响起油石上

“霍霍”的磨镰声，此起彼伏。一
把锋利的镰，带着我们与麦子展开
一场损耗与杀戮。

大地辽阔，麦田金黄，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丰收的喜悦，在父
亲的心头荡漾。种麦子时一耧三
垄，父亲先挑垄，率先把这一耧麦
子割倒。我们紧随其后，再把割下
的麦子放在他的麦捆上。割麦子要
拉开架势，弯腰屈腿，左手拢麦
子，让麦子倒向大腿根处；右手操
镰刀，照准麦根部一刀下去，齐着
地面，麦秸齐刷刷倒下，正好被腿
挡住，顺势往大腿根和腋窝处一
夹，往地上一放，再继续往前挪步
割。整个过程流畅自然，一气呵成。

一把一把的麦子倒伏在麦田
里。大家谁也不说话，使尽力气和麦
子较劲。从地头这边到那边，不停往
返。热气蒸腾，太阳毒辣，干燥的
风，能把人的心吹裂。衣服贴在背
上，汗珠落进泥土。甩一甩头，尽量
避免汗水流进眼睛里。穿着长袖上衣
太热，穿着短袖吧，麦芒又无情地扎
在皮肤上，灼热、奇痒、刺痛。望着
无边无际的麦田，心中的沮丧在疲惫
中一次次得到强化和挣扎。

父亲割麦很有技巧，速度快，
麦茬低，掉穗少，而我却恰恰相
反。但父亲并不苛责，看着我撅起
的小嘴，还要想办法哄我开心。休
息的时候，给我搓一把青麦，或者
递一个苹果。短暂的休息后，是继
续割麦，直到中午，再装车回家。

割下的麦子要先打腰，再装
车。打腰可是技术活，要选长的高
的麦子来打腰，这样才能捆的多。
两把麦子头对头，在麦脖处扭两
圈，放在脚底下踩结实，再把割好
的麦子放上去压住、捆好。腰不能
打松，捆的时候一用劲开了，还得
重新打。我抱麦，父亲打腰，母亲
则在麦田里捡麦穗。每一粒麦子，
都凝聚着太多的汗水，母亲绝不允
许它们遗失在外。对一个农人来
说，庄稼就是他的命，而收成关乎
一家老小的未来。

一架排子车停在地头，我们在
太阳下做最后的劳作。装车时，麦
子先顺着车厢方向装平，再横着车
厢方向两边探出车外。麦子不能对
半分，而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一层一层码高。父亲站在车上踩，
我们抱着麦捆递给他，看他排兵布
阵，最后用大绳前后扎紧。我已经
用完所有的力气，脚步踉跄，几次
差点被麦茬绊倒。一大车麦子，挡
住了父亲单薄的背影。我和母亲在
后边用力推车，上坡时，感觉整个
肺都被挤出来。

几天密集的收割，终于割完一
块地，可以打一场麦了。麦子被薄
薄地摊在打麦场上，均匀地在太阳
地下暴晒。麦子需要这样的阳光，
将最后的水分榨干。晒的越好，碾
压的越干净。为了尽早晒好麦子，
需要一遍一遍地翻场。一把木叉，
把下边的麦子翻上来，把厚的地方

摊均匀。大中午，寂静的打麦场
上，只有翻麦人寂寞的身影，就像
大地上几枚小小的石子。

晚上做梦，我在无边的麦田里
奋力奔跑，可无论怎么跑，也跑不
出麦田，我着急地大喊大叫，醒来
出了一身的汗。半夜睡不着，浑身
酸疼，皮肤刺痒。我对着窗外长时
间发呆，这个季节，城市的孩子在
干什么呢？一定不用割麦子，这是
肯定的。去风景区郊游?在电扇下
看书？还是在和小伙伴做游戏呢？

打麦的方式随着时代不断变

化，先是牛拉石碾磙，后是拖拉
机、小脱粒机，最后才有了今天的
联合收割机。农耕时代，牛拉石碾
磙的打麦最具有古朴的诗意。一个
老头，头戴一顶破草帽，肩上搭一
条毛巾。一手牵着长长的牛缰绳，
一手拿着鞭子，人站在麦场中心，
指挥老牛以自己为圆点围着打麦场
一圈一圈转。碾磙“吱扭吱扭”的
响着，老婆婆不停地用木叉挑动麦
秸秆，让麦粒全部落到底部。压好
了，再用叉子和耙起场。最有趣
的，是老牛拉屎的时候，老婆婆必
定眼疾手快，端着铁锨伺候着，然
后把一坨牛屎远远地扔到麦场外。

开拖拉机碾场的往往是年轻的
小伙子，黝黑的脸上淌着汗，头发
在风中飘扬，无意中收获着人们赞
美的目光。用小脱粒机打麦子需要
人多，必须几家人通力合作，打完
这家接着打那家的麦子。两个有力
气的男人站在机器最前端，以最快
的速度把麦子塞入进麦口。后边几
个人忙不迭地抱送麦子，还要有人
在出麦口扫麦秸，几个女人张开口
袋装麦子，有几个人就几个人忙。
几家的活集中在一起干，汗水与快

乐一起飞扬。这时候，人是最狼狈
的，脸上是黑的灰，鼻子里、嘴巴
里，都是黑黑的粘痰，怎么咳也咳
不干净。人也累到虚脱，想一头栽
在麦秸上，再也不起来。但我必须
坚持，再坚持，穷人家的孩子，要
活得像一棵麦子。

前两种方式的打麦，都需要扬
场。一个真正的农人，他的扬场技
术需要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首先
要有一场好风，木锨高高扬起，把
麦粒迎风抛到空中，那美妙的抛物
线和力度，让麦糠随风而去，让饱
满的麦粒各就各位。起起落落之
间，像厘清一些生活中琐碎的细
节。一个人扬，另一个人用扫帚扫
去麦粒上的麦糠、秕子、短的麦秆
等杂物。那时候，我的叔叔在邻村
当民办老师，扬场却会左右开弓。
在我童稚的目光中，叔叔的扬场就
是一场完美的艺术表演。一锹麦粒
像一场雨，慢慢的，地上隆起一道
麦子的山岭。

每次打麦，都是一个家庭的大
事。父母收拾了木叉、刮耙、扫
帚、木锨，套上牛车赶往打麦场。
每次父亲总会嘱咐母亲，多拿点口
袋。虽然口袋拿的多，未必都用得
上，但一定要讨个好口彩。帮着大
人张口袋，一股土腥味扑面而来。
装好的麦粮就像一个个浑圆的树
桩，一溜儿排在卖场上。小孩子无
忧无虑地坐在口袋上，躺在麦堆
上，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打好的
麦子，就是土地的馈赠，就是丰收
的年景，就是殷实的日子。

太阳刚落山，西天还有一片灿
烂的晚霞。傍晚的打麦场迎来了一
天中最惬意的时光。没有打麦子的
人家会派人搬着行李到打麦场上过
夜，看场。老爷爷坐在碾磙上说着
收成和庄稼，小孩子举着扫帚追蜻
蜓。高高的麦秸垛，压的瓷实而漂
亮，在上边打滚，摔跤，就是我们
天然的蹦蹦床。

月亮升起来，星星也很明
亮。打麦场的边角地带长出青青
的麦芽，远望青葱一片。叔叔给
我讲外边的故事，还在我的手腕
上画了一个手表，他的话总显得
那么语重心长：“芳，好好读书
吧，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才
不用一辈子种粮。”

的确，麦收时节，就是从白天
到黑夜不停的劳作，用劳动焐热那个
苍白的年代。而我作为一个女孩子，
本就没啥力气，再加上身板瘦弱，农
村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是我吃不消
的。于是，我更加珍惜在学校学习的
时光，拼命苦读，最终考上了师范，
扎根县城，当了一名老师。

不经意间，日子老了，老了的
日子素面朝天。

如今，麦子成熟了，而我已
不在乡村。金色的麦田高贵而浪
漫，耕耘里有着太厚重的底色，
让人心存敬畏。年轻有力的父母
已经衰老，把麦子一小袋一小袋
分装，扛到肩头身体还不停来回
摇晃。望着他们佝偻的背影，我
才明白，没有父母、土地和粮
食，就没有自己安然读书的那些
春秋。没有走出麦田的父母，用
滚烫的泪汗和弯曲的脊梁，搭了
一座让我远离悲苦的桥梁。

台湾作家钟离和曾说：“原乡人
的血，只有回到原乡，他的血才能停
止沸腾。”小时候，曾经对城里的生
活满怀向往，现在却对小村的日子由
衷感激，人就是这样奇怪和矛盾。唯
有去过远方，才懂父母情长。唯有扎
根泥土，才可饱满金黄。唯有不忘出
身，才会活得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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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夏天，
走进
火热火热的季节。
金色的麦田
在火热中成熟，
丰收的喜悦
在火热田野上飞旋。
幸福的日子
在火热中腾腾飘香，
美好人生
在火热中金光闪闪
……
走进夏天，
走进
浓绿浓绿的世界。
朝阳产业
在浓绿中魅力四射，
千古太行
在浓绿中风光灿烂。
蝉笛蛙鼓
在浓绿中纵情响亮，
开心游客
溶进浓绿的山水画卷
……

走进夏天
彩虹雅趣

在上世纪70年代，我上初中
之前，没机会出远门，400千米的
距离，感到北京距离邢台很远。
那时，虽然通过街头电杆上的高
音喇叭定时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全国新闻联播》，每天听到来
自北京的声音，但是，在心里总
觉着北京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远
方。与北京联系，常用的通信方
式就是写信，单程 3 天，往返需
要一周时间。遇到急事，要到邮
局发电报或排队打长途电话。上
初中后，终于有机会乘卡车进
京，路上时常遇到堵车，我和哥
哥带上铺盖在货厢时睡时醒颠簸
一夜到了北京。上大学时，往返
邢台经过北京，火车站经常人山
人海，需要提前几个小时到车站
排队买票，还不一定能买到有座
位的票。

改革开放激发了巨大社会活
力，京广线火车客运能力一度难以
承受不断增长的旅客乘车需求。节
假日高峰时期，乘火车出行就是一
场“疲劳战”。特别在邢台火车站，
上车要舍得用力气，否则难以挤上

火车，多次看到因争着上火车出现
纠纷甚至群殴事件，有的旅客甚至
被迫从车窗爬上火车。

1997 年后，我国铁路连续几
年火车大幅提速，邢台到北京的
时间减少到约 4 个小时，但还是
时常出现晚点。由于交通和通信
不便，在我心里总觉着北京距离
邢台很远。

京港高铁开通后，邢台到北京
用时约 2 小时，而且还有始发列
车。高铁站除有旅客使用的电梯
外，还有专供行动不便的乘客使用
的电梯。我陪老母亲去北京，老母
亲坐着轮椅直接进入高铁车厢落
座，十分舒服便利。妻子到北京办
事，电话预约了有关事项，通过手
机从互联网上购买了高铁往返的车
票，查阅电子地图计划了在京活动
路线。她早晨离开家，晚上我下班
回到家，她已经到家了。早晨进
京，下午返邢，我强烈地感受到如
今进京办事就是这么轻松方便。北
京真是离我们近了！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
央制定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把京津

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作为重大
国家战略，强力推进、精心实施，给
邢台、给河北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
展机遇。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
邢汾高速、邢衡高速、青银高速在
邢台大地交织成了便捷顺畅的高速公
路网。京广铁路、京港高铁、京九
铁路、邢黄铁路犹如一条条巨龙，
横亘于邢襄这片古老充满希望的广
袤大地。高速公路川流不息的车
辆、铁路风驰电掣的隆隆列车，把
邢台与北京、天津、雄安周边城市
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截至2018年 6
月，邢台与京津合作项目 500 余
项，总投资3000亿元，与京津88
所医院、217 家教育机构建立了
协作关系。北京 ， 与 我 们 邢 台
越来越近了！

北京与我们越来越近了
李庆亮

刊头美术 吴 明
刊头题字 灵 均

夏虫鸣叫，那是催眠曲，像一
曲好听的音乐，让人安然入眠。

故乡的一种夏虫，有一个勤劳的
名字叫“纺织娘”。它叫声亮丽，一声
长，一声短，像一个纺织娘在摇响纺
车，那机杼声很亲近，也很亲切。少
年时，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夜读书
时，常感疲惫、昏沉，有时也想偷
懒，意欲睡去。可是此时，为了能够
继续读书，我常去屋外的空旷之地，
捉几只“纺织娘”回来，把它置于书
桌之上，听它歌唱，逗它戏玩。不知
不觉，我心情又振奋起来了。之后，
我把它放了，让它优美的叫声回归旷
野。这时，我转身回屋，又伏在书桌
上继续读书。那夜，我的情绪又开始
充沛起来，读书的精神头，有了空前
高涨。

夏夜，萤火在野地一闪一闪，
不绿不蓝的微弱闪光，像跳跃的精
灵，像天上耀眼的星星。我常把萤
火虫捉上许多，装在几只透明的白

色玻璃瓶里，那群集在一起的萤
火虫，亮堂堂的，那闪烁的光影像
在歌唱，犹如海洋浮动的光影，随
着波涛发出了隐形的声息，那是天
上遥远的天籁，也是我第六感中生
成的美妙节拍与生动旋律。我常伴
着这明亮的虫子夜读，书像活了长
出翅膀，那萤火虫的灯影也活了，
它活着的歌唱，让我心驰神往。多
年后，我仍能感觉，那萤火虫在我
的书桌之上伴我读书，之后它又照
耀着我上床安然入眠。

老家院外，开辟了一块菜地，
母亲插上豆架，种上豆角。每到夏
夜月光下，那豆花开满架上，绿叶
茂盛，细长挂成如瀑布或姑娘头发
一般的豆角，真是很迷人。这时，
知了在不远处的一棵小树上传唱，
而我透过红窗，手扶石墙，瞧着那
豆角下，知了声中曾经发生的凄迷
故事。那是我在一本书上读到的传
奇，当年日本鬼子进入了一个村

庄，将一片豆角地，一个知了唱着的
夜色家园，变成了屠杀场，后来又成
了坟场。书中的娃娃们，说害怕鬼子
进村，每夜躲到更远处的坟地，身边
没有娘的陪伴，没有温暖的被窝，却
能安然地入睡。书中还说，后来人们
总认为，那坟地的知了是鬼子变的，
所以没有一个人再喜欢它。

有人说“夏虫而已，也配言
冰”，还有人说“夏虫不可以语
冰”。意思是说，那夏虫不知寒
冷，无言孤独，永远都无法追求到
心里牵挂的那块冰的块垒，那是心
中久经磨练的成熟与苍凉。因为，
夏夜根本就没有冰的存在，那夏虫
就根本进入不了冰的世界。而这
话，却让我想起另一种为功名而读
书的古语——“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我知道，这是另一种读书
的境界，像在夏虫声中，让贫穷的
书生心怀激情与希望，在苦苦求索
中努力寻找萤火虫的歌声。

夏虫声中苦读书
鲍安顺

●心香一瓣

●休闲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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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我的生活已离不
开兰花了，虽说她看上去并不起眼，
但其淡淡的幽香却宛若一股清泉滋润
着我的心田。

去年秋天一位好友帮我从外地捎
回了几株建兰，并再三叮嘱我说建兰
喜湿润但又怕水涝，畏阴暗但又惧烈
日。我素爱兰花，但却疏于管理，只
是随意地将其插入到阳台上一个空余
的花盆里，不浇水，不施肥，任其自
然，随心所欲……没想到今夏小暑时
却蕙叶茂盛，四处伸展，叶根部悠悠
间现出细细长长的鹅黄色茎苞。

见此情景，之后便日日观察，发
现其茎苞慢慢抽长变壮且逐渐脱萼吐
蕊，进了三伏季节居然串出了两株婷
婷玉立的花梗，绽开了两组微黄鲜嫩
的蕊群，还散发阵阵幽香。笑靥半含
还半吐，素心皎皎濯醍醐。

兰花生于幽谷，悠然飘香，不显
摆，不张扬，有君子之风范，故而文
化人都喜欢以兰自喻。爱国诗人屈原
在《离骚》中就多次歌颂兰花香草，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朝搴毗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等等。他不仅以兰为佩，朝露夕饮，

还以兰花为范，洁身自好，嫉恶如
仇，他最终以投江的方式向世人证实
了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人格魅力。

历代诸多文人贤达对兰花的颂词
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我最喜欢的还要
数李白的那句，“幽兰香风远，蕙草流
芳根”，轻轻一说，流传千古。还有他
的“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将清
风与兰香此二雅合为一处，足以显示
出他孤傲不群的个性。“扬州八怪”之
首的郑板桥是画兰花的一代宗师，他
的那句“兰竹石，相继出，大君子，
离不得”也是其自身的真实写照。

古人将纯洁高贵的友谊称为“金
兰之交”；也将美好的地方叫做“芝
兰之室”。兰花的历史悠久，品种繁
多，所以其文化自然极其丰富，我对
兰花也是感慨良多。而今海清何晏，
能于斗室之中看到亲手栽种的兰花含
苞怒放，细细观赏，犹对佳丽尽闻幽
香，让人忘却了烦恼忧愁，只留下一
丝兰韵芬芳，还有内心的一份清凉。

酷暑炎夏，赏荷理所当然，然
而，我今年于三伏天赏兰倒也是别有
一番情趣。窃以为，赏荷更可悦目，
而赏兰，足以清心也！

夏日赏兰可清心
徐学平

根据《退役士兵安置条
例》和相关规定,经邢台县和
谐稳定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经邢台县退役军人管理服
务中心将王志军等7人安排
到邢台县安监系统乡镇综
合执法岗位工作。我中心
工作人员已多次通知王志
军到邢台县安监局报到，王
志军至今未报到。请王志
军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到
邢台县安监局报到并按规
定办理安排工作相关手续，
逾期视为放弃安置。

邢台县羊范镇祁村退
役军人罗文明（享受带病回
乡优抚金领取待遇），经邢
台县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中
心从 2018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1 日以不同形式多次通
知罗文明到邢台县退役军
人管理服务中心报到安排
体检，罗文明至今没有报
到。请罗文明自公告之日
起 15 日内到邢台县退役军
人管理服务中心报到并接
受邢台县退役军人管理服
务中心安排的体检，逾期视
为病情痊愈，邢台县退役军
人管理服务中心将按有关
政策规定取消罗文明带病
回乡优抚金领取待遇。

邢台县退役军人管理
服务中心地址：邢台市桥西
区冶金北路 629 号（邢台县
民政局院内一楼西侧）

联 系 电 话 ：0319-
5991916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