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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夏至，白昼的光阴愈加阔
绰。凌晨四点，天空就等不及地撩
开了夜的黑毡，露出蓝冰似的曙
色。蓝冰融开，化成漫天米白，黎
明的幽暗被漂洗干净。那一刻，还
不到凌晨5点钟，再次看到暮色合
拢，又要等晚八点以后了。

多长的日脚！
古人说：日长之至，日影短

至。至者，极也，故曰夏至。夏
至，是一年里太阳最偏北的一
天，北半球日照时间最长的一
天，也是白昼时间超过黑夜时间

最多的一天。
在二十四节气里，夏至排第

十。于公历6月22日前后，太阳
到达黄经90°，这就是天文学上
的夏至点。按照旧说法，夏至，
阳气极至，阴气始至；对应十二
时辰中的午时，11点到13点，阳
鼎盛而催阴生，属十二生肖的午
马当令，奔腾暴烈。中医说，午
时和夏至，都归于十二正经中的
心经。心为火脏，刚烈蓬勃。

节令如人，各有气质。夏
至，天生一种雄性气质，类似那

种又有家底、又有武艺的绿林好
汉。他饱含富有激情的冲击力，
率性豪爽、挥金如土。要钱，便
一掷千金；要命，便两肋插刀；
要吃要喝，便大碗喝酒、大块吃
肉，果断洒脱，气壮山河。夏至
的天气呢，亦是如此刚烈：要
晒，便是沸血热烈，接近四十度
的干燥枯热，四野苍茫，烈日煌
煌，滚烫的地面，走上去，烫得
跳脚；要雨，便是老天震怒，瓢
泼倾盆，一个雨点砸起一缕尘
烟，一夕豪雨，大河流水小河满。

而他常常又速战速决，瞬息
剧变：刚刚，晴天霹雳金锣响，
冷雨如钱扑面来；转眼，太阳撕
裂云层，云缝里扔下几挂金属样
光柱，又是“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了。

在夏至和夏至以后，你能见
到地球上最疯狂的草木，最热烈
的花朵，最凶猛的阳光，最急骤
的落雨，最畅肆的汗水，最多样
的瓜果。这么说吧，不经夏至，
你还真是无法知道，天地自然是
多么的立体和多面、辽远和广阔。

夏至的天气，有时候会走向
极端：雷阵雨，龙卷风，梅雨日

的霉，桑拿天的闷，烈日炎炎，
暴雨如注，蝉鸣如雷……极端到
须以极端的东西来对冲其中的暴
戾。酷烈的天气里，往往，我们
的脾气变坏了，耐心消失了，处
事的手段简单武断了。

然而，夏至的极端、执拗、
磊落、畅肆，让人相信，生活总
会有无限的可能性和巨大涵容
力。我不怀疑春雨润物的温柔和
耐心，我也相信，类似夏至的那
种猛烈的情感与潜力。它可以把
人从风平浪静的舒适日子剥离出
来，进入另外一种情境，邂逅另
一种景象，不断激起新的热情和
创造力。

是的，我们不能遮蔽蜷曲自
己，我们应该绽放自己。

天地那么广大，历史那么悠
长，我们那么渺小，尽情地来
吧，来挥霍一下自己的愿望，活
成我们自己想要的模样。在夏至
的炎热里，该做什么，就努力去
做，努力总是健康的状态！该出
多少汗就出多少汗，挥霍一下汗
水，也会是一种痛快。挥汗如雨
时，一根雪糕，也会让我们生发
出对生活的感恩之情。感恩，那

是别人教不会的，而夏至的火
热，很轻易就教会了你。

以夏至为起点，民间有“九
九消暑歌”，每九天为一个九，
九九八十一天。歌谣道：一九至
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
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
汗湿衣服透；五九四十五，树头
清风舞；六九五十四，乘凉莫太
迟；七九六十三，夜眠要盖单；
八九七十二，当心莫受寒；九九
八十一，家家找棉衣。

到了五九，清风来了；六
九，夜气凉了；七九，八九，九
九，虫鸣细了，菊花香了，天又
寒起来了。

夏至有限，挥霍无限；人生
有限，意趣无限。人，只有经历
了一定数量的“寒九”，一定数
量的“暑九”，才会真正成熟起
来：夏至三伏，把你热透了；冬
至三九，把你冷透了。人冷透一
次，热透一次，苦透一次，甜透
一次，爱透一次，恨透一次，梦
透一次，醒透一次，才会有了一
点见识、格局和胸怀，生命才会
像一回事，不至于那么平庸肤浅
狭窄了。

雄性的夏至
米丽宏

中央电视台的《朗读者》节
目很不错。不同的朗读者，用声
音讲述悠悠岁月里的故事，表达
着内心深处的情感。濮存昕、张
梓琳、徐静蕾、麦家……一个个
朗读者为我们展现了生命中最动
情的时刻，让情感在某一个瞬间
凝固。

我以为，朗读的妙处在于
把 故 事 和 情 感 用 真 情 演 绎 一
遍，以便于我们更深刻、更丰
富地体味人生的种种况味，让
生命更加丰盈和厚重。朗读，
让我们深深铭记，让我们懂得
珍惜；朗读，让记忆永存，让
生命升华。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遭遇了
人生的重创，以为自己永远也走
不出那个幽深的黑洞，会成为一
只滑向黑暗的囚鸟，再也飞不起
来。这个时候，朋友送给我几本
书，对我说：“每天早晨起来，你就
大声朗读里面的文章。朗读的同
时，心中的浊气会慢慢消散，文
字的清气会弥漫心间……”书里
面的文字，充满了阳光的味道和
向上的力量。我想，生命除了磨
难和痛苦，还有那么多值得珍惜
的。即使磨难和痛苦，翻开它们
的背面，也依稀可以看到它们带
给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无论如
何，生命都是值得珍惜的。每
天，我大声地读那些智慧而美丽
的文字，就如同沿着一朵杏花的
指引，终于抵达了春色无边的彼
岸。走出了困境，我依然喜欢朗
读，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声音
演绎出来。我成为了生命的朗读
者，人生悲欢离合，语调抑扬
顿挫，把生命的各个章节朗读
出来，我收获了一份沉淀着生
活百味的礼物。生命如酒，散
发着醇香的味道，而且历久弥
香。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生
命的朗读者。即使你的生命再
平凡卑微，人生的历程也不可
能波澜不惊。生活中的每次起
伏或者动荡，都将成为生命之
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值得我们
回味。人生中总有一些浓墨重
彩的片段，是我们用尽心力来
完成的，值得铭记；也有一些
不期然的喜与悲，毫无征兆地
来打破宁静，这些记忆甚至成
为了人生的分水岭，左右了生
命 的 走 向 ， 所 以 需 要 我 们 回
味。做生命的朗读者，幸福的
章节需要回味，也无需刻意回
避 苦 难 的 章 节 ， 喜 怒 哀 乐 总
关 情 ， 悲 欢 离 合 都 是 缘 ， 把
生 命 中 难 忘 的 篇 章 大 声 朗 读
出 来 ， 读 出 铿 锵 之 音 ， 读 出
生命的精彩！

不可否认，人生中除了偶有
大喜或大悲，大部分日子是平凡
的。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仍然要
做生命的朗读者。平静如水的日
子，正是最真实的幸福，我们应
该为这样不着痕迹的幸福低吟或
者浅唱，品味岁月静好的味道。
做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溪，一路
走，一路歌，轻轻吟唱着平凡平
淡的日子，走向每一个诗意的远
方。做生命的朗读者，你会把日
子过得诗意和从容，让生活变得
有节奏有韵律，每一天都充满了
希望。

做生命的朗读者
伍若毅

我记事起，村头田畈间镶
着的老井，依然是全村30多
户倚山而居的人家唯一的生活
饮水源。这口老井的生命力极
强，不用刻意去呵护它，只要
没人去践踏它，它就源源不断
地渗出清澈井水。

这口深超5米、上口直径
约0.8米的老井，井沿是手工
开凿的条石相砌并爬满青苔，
通向水井的是一条被脚磨成
玉般光滑的青石板路。村里
几位80多岁的老辈人说，他
爷爷的爷爷也是吃着这口井
水长大的。正因有这口历史
悠久、久旱不涸的井，才使
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多了几许
神秘与妩媚。

那时，家家备有水缸、水
桶、木盆、瓷灌或塑料盆等，
人人每天都要与这口老井打交
道。刚会走路时，常尾随父母
去挑水。由此，这口井从小便
深深地烙于我心间。最初，我
总战战兢兢地走近井沿，探着
身子往下看，井幽深深，那清
冽明亮的水中晃动着蓝天、晃
动着人影，似乎要把自己拉下
去，看了直晕眩。七八岁时，
跟哥哥抬水，胆子渐大，哥哥
拎着小铁桶去打水，因力气
小，我只等贴着井沿的绳子快
至井口才出把力往上拉，那桶
碰着井壁叮叮咣咣地响，晃到
上面早只剩下半桶水。趁哥哥
再次打水间隙，我就趴在井栏
上，井水像一面镜子映照着我
的小脸，扯着嗓子喊自己的名
字，嗡嗡的声音在井中回响，
分外有趣。

被岁月风霜浸染厚实的古
井，平日里是寂寞的。一到春
夏之交的汛期、酷暑和过年，
老井旁便热闹起来。清楚记
得，上世纪70年代以来，每
年春夏之交的主汛期，尽管老
井有石条砌成“保护圈”，但
水始终浑浊不堪，挑回家都
需要用明矾沉淀才变“清
澈”；而高温少雨的夏天，随
着山林干枯、河塘见底，小
溪、田间沟渠断流，老井的
水源很快捉襟见肘。老乡们
常常半夜起来排队守于老井
旁“打水”，往往连井底泥沙
也一并运回家，经多次过
滤 、 长时间沉淀，方可饮
用。过年期间老井的异常热闹
源于家乡独特的过年风俗，吃
年夜饭后到农历正月初二清晨
开门前，家家户户水缸里不进
生水也不往倒水。因此，每年
的大年三十吃年夜饭前，古井
旁便率先演绎“抢”备这份

“独特年货”的大戏：通往大
井的青石板路上铁皮桶、木桶
争相斗艳，“哐啷”“咕咚”的
打水声不绝于耳，“吱呀”

“吱呀”的担水声像庆贺春节
所奏的交响乐弥满山村。我
恍惚觉得，山民春节的快乐就

像那口古井的水，一担清流的
水就能使乡亲们的年过得满足
了。

我多次帮母亲“抢”过那
份“年货”。能挑水的时候，
家里生活拮据，年夜饭置办的
简单，一般下午三点就熟，因
此都能挑到干净清澈的井水。
兄妹离开父母身边赴外地工作
后，也只有春节才能全家大团
圆，父母便把春节作为隆重的
节日，早早就张罗丰盛的年夜
饭，烧上几十道菜，由此吃的
也较晚。一般除夕下午 5 点
多，父母烧好年夜饭后，我便
自告奋勇地去“抢水”，勉强
挑了一担干净的水后，再去挑
不仅需用绳子吊了，而且水也
浑浊了。母亲说不妨事，用另
一水缸装，放点明矾淀淀就好
了。望着那一缸质量低劣的

“特殊年货”，我既痛心又无可
奈何……

老家不缺水，但老乡们总
找不到好的饮水源。上世纪八
十年代以来，几个先富起来的
老乡花几千元打了水井，但水
里总莫名其妙飘着白色浮状东
西，谁也不敢喝一口。由此，
那口处在水田包围的老井，无
论里面渗进多少化肥、农药的
残留，还是吸收过多少村庄流
下的污水，父老乡亲依旧都把
它当成饮用“圣水”……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
春光，胜似春光。”党中央吹
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角
后，老家结束了汛期、夏天和
过年期间饮用污水的历史，养
活几代人的老井也“功成身
退”并成为废墟。党和政府不
仅帮助村里家家户户接上了自
来水，还通了电话、有线电
视。也正是这些我国经济高速
发展宏阔背景中的“尺度近
人”的不起眼的“小品”，给
山区农民带来便利和舒适
至余，又恰到好处地标志着
农民生活质量争得了一个个新
起点，从母亲拧灶前水龙头
时，脸上露出幸福笑容中可以
印证。

村头那口已荒废的老水
井，像一行行凝练深沉的象形
文字，叙说深远和意境，让人
读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
许多宏大的创举和真实的史
迹。老家人过上了好日子，也
正是祖国发展的缩影。

荒废的老水井
赵柒斤

歌 唱 祖 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邢台市作家协会协办

孩提年代，我们生活在闹市背街
的陋巷里。小巷长不过五、六十米，清
一色平房，有三十多户人家，天天过来
过往，相互间熟络。巷子南北通透，都
朝街心口。老人们说，此地可是盛夏
乐享清凉的福地哦！

每年夏至，气温升到难以忍受
时，小巷自发地开启民间纳凉会。
大爷和老叔挥舞起大扫把扫巷头巷
尾，连门槛的缝隙和墙面上的灰尘
都不放过。接着大婶和小嫂子牵来
长水管，反复冲洗水泥地面和墙面，
借以驱赶残留的热气。小嫂子们扯
开高嗓门，叫稍大点的男孩子帮忙
搬竹床和躺椅，邻居们都不忌讳露
家底，竹床权且当“餐桌”。夏日的
晚餐大都熬干粥，乐得“晒”自家拿

手菜，此时堪称热闹非凡的“食博
会”：老陈家的竹叶菜梗炒青椒油光
水滑，色泽诱人；吴婶做的凉拌海带
丝微辣，咬起来嘎嘣脆，逢发了月
奖，她家竹床上甚至还会端上一大
盘卤猪耳，或香脆猪肚。我们小男
孩端着小碗，走东串西，尽挑好的
吃；有时，趁打赤膊大叔们聊兴正
浓，我们端起啤酒咕噜几口，再飞快
夹起卤肚丝，敏捷地穿过“竹床阵”，
逃离而去。

吃罢晚餐，“巷长”齐大爷宣布纳
凉会正式开始前，各家搬出自制的绿
豆汤、大盘的五香凉皮，还有所在单
位分的大西瓜、鸭梨、葡萄和整箱汽
水，任君自选，多少随意。

首先由齐大爷开讲。他事先已

与各户主碰过头，把当天身边的大
事和趣事声情并茂，惟妙惟肖地说
个遍，逗得男女老少乐不可支，意犹
未尽，接着，他又把街坊里近况作通
告，哪户子女急着找工作，谁家下水
道不畅，老人住院要大家献点爱心，
另请各户大妈老婶留个心，给一直
愁嫁的老姑娘“胖妞”物色个好对
象。总之，遇到难事或扎心事，大家
是有钱的出钱，有智慧的献点子，以
使小巷的“一家人”处得更和谐，生
活得更顺心。

如时分尚早，齐大爷让有“艺术
细胞”的代表上演拿手的节目，有二
胡独奏，空旷清亮，余音绕梁；孩子
们说的快板书感染力强；“魔术”暗
藏玄机；还有邻家小女孩新疆舞的
梦幻组合。倦意来袭，长长竹床阵
里传来此起彼伏的鼾声，人们进入
甜美的梦乡。

时代变迁，物是人非，身居高楼关
门闭户独享空调已隔离了邻里间的交
流，童年时代邻里一起消夏的画面只能
永远定格在我脑海里的岁月深处。

小巷“纳凉会”
刘 卫

家里的“话语权”和“执行
权”基本都掌握在母亲手里，父亲
常常只负责张罗。每次从集市上买
回来的肉，父亲只随手放进厨房，
简短扔给母亲一句“你做给孩子们
吃吧”，就下地干活去了。每次开
学前，他总把事先准备好的书包、
学费交给母亲，“你送他们去学校
吧”，然后就去外村干零活了。

有一年，邻居王大伯家的李子
长得又大又多，把树枝都压得弯下
了腰，路过时抬手可得。馋得我和
弟弟垂涎三尺，于是顺手牵羊，随
手偷偷摘了几个解馋。谁料竟被父
亲知道，他第一次用粗粗的藤条狠

狠抽打了我们，还领着疼痛未消的
我们去给王大伯道歉，又补上了李
子的钱。第二年春天，父亲就在屋
前栽上了两棵嫩绿的李子树苗。没
过几年便开花结果，我们终于吃上
了自己家又大又甜的李子。

去外地求学，临行前母亲千叮
咛万嘱咐，要多吃点，早点休息，
别冻着。父亲只是默默地帮我们收
拾好行李，把充足的生活费塞到我
们手里，面无表情地催促道：“该
出门了，别误了车。”然后帮忙把
行李拿上车，转身扬长而去。

每次升学考试，别家孩子都是
父母鞍前马后殷勤地陪着，而父亲

却若无其事，他说学习和考试都是
自己的事，我们理应独自面对。可
看到我们胜券在握的那一刻，他却
在一旁偷偷笑了。

结婚离家时，母亲依依不舍，
拉着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父亲只坐
在一旁默不作声看着我收拾行李，
在我跨出门的那一刻，他也背过身
去，我明白，他是不想被我看见他
的难过。

从小到大，父亲都是如此“冷
漠无情”，始终像一座顽固不化的

“冰山”，没有半点慈爱，而母亲却
总是在细致入微的关怀，“小心
点”“别冻着”“多吃点”“早点回
家”，但我们却从小就学会了正
直、独立、坚强，独自面对人生的
风雨起落。成长的路上，无论多么
艰辛困难，我们始终都能百折不
挠，应对自如，无论遇到怎样的挫
折，我们都能一往无前，不断跌倒
再爬起。

沉默的父爱
陈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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