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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老家“十公里板栗走
廊”的路上，又迅速勾起了我儿
时的记忆。

在我的记忆里，每年中秋
节，也是家乡板栗成熟的季节，
我总喜欢独自一人到舅舅或姑妈
家去玩，因为那里不仅有同我年
龄相仿的表哥、表姐、表弟和表
妹，而且有成片成片的板栗林，
我们可以一块儿玩捉迷藏、一块
儿上山打板栗……但更重要的
是，能吃到一盘我的最爱——板
栗焖仔鸡。

每年夏季板栗树开花的时
节，一眼望去，漫山遍野的板栗
树上，挂满成串成串的花絮，风
一吹，那浓郁甘甜的芳香不仅会
招来无数只采花的小蜜蜂、花蝴
蝶，也让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尽
情地陶醉在这无边的花海中。板
栗的花絮，长度在 10 厘米以
上，在完全脱水前有韧性。在凭
票供应火柴的年代，老人们捡回
花絮编成一根根大拇指粗细、两
三尺长的花辫，挂在墙上，待其
自然干燥后，点燃一头，就成了
吸旱烟或水烟的火媒子。花辫燃
烧的很缓慢、均匀，如果一根一
次用不完，熄灭后下次接着用。

而更让人期待的是那些成熟的
板栗。白露过后，板栗树上那些毛
茸茸的小球，像一个个小刺猬，开
始由绿变黄了，既惹人怜爱又让人
生畏。因为，想吃到香甜可口的板
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采摘板栗是件既快乐又辛苦
的活儿，需要用竹竿和火钳或竹
夹子。因为板栗的外壳长了长长
的硬刺，家乡称之为刺苞，很扎
手。板栗在刺苞里并排长着，一
颗一颗紧挨着，一般有三颗，很
团结。当中的一颗是扁的，但它
的味道和其它板栗没有什么两
样。也有的里面只有一颗，比其
它的颗粒要大些，家乡称之为

“独板栗”。至于熟透了的板栗，

呈暗红色，风一吹，就会掉下
来，散落在草丛里、石缝间、我
们的脚跟前，家乡称之为“瓦板
栗”。我们争着去捡跟前的板
栗，也将从草丛里石缝间找到的
板栗装进篓子里、铁罐中。风大
的时候，只要一会儿工夫，我们
就能装满自己的小罐子。自然，
对于没有脱落的板栗，只能用长
竹竿把满树的板栗刺苞敲落，然
后用火钳或竹夹子小心翼翼地将
一个个刺苞夹进箩筐里挑回家。

在这里，我得特别提醒的
是，无论是你在用竹竿敲刺苞，
还是在树下捡拾刺苞，千万不能
用手直接拿，否则，手指掌握不
好，那些尖刺会把你扎得鲜血直
流。还得注意带顶草帽，防止从
天而降的刺苞扎伤了眼、刺伤了
头。更得留心脚下，以防万一滑
倒在遍地的刺苞堆上，刺痛你的
屁股，让你疼痛难忍，哭笑不得。

如果你想急着尝个鲜，可拿
火钳或竹夹子把刺苞夹稳，按在
地上再用锤子或镰刀轻轻砸破
皮，剥开表层取出板栗。咬开坚
硬的板栗壳，在嘴里细嚼果肉，
那种生脆、香甜的感觉让人回味
无穷。

如果不是急着吃，可把成熟
的刺苞弄回家，放在通风处集中
堆几天，让外壳的水分充分蒸
发，等出现裂痕后，既容易砸
开，也可减少些皮肉之苦。

提起对板栗的贮存，的确是
有些难度，常规情况下，板栗只
有两三天就会长虫。家乡通常采
用的方法是风干或冷冻，也就是
将采摘的板栗先用开水烫一下，
晒干后，再放置在瓦屋的楼顶或
有条件的冰箱里，密封严实，待
过节过年时再拿出来供客人品偿。

板栗成熟的季节又到了，城
里的餐桌上又出现了各式各样的
板栗菜、板栗宴，满城飘起板栗
香……

又是板栗飘香时
卢林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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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守满屋清寂，手捧半盏香
茗，我像一尾惬意的鱼，在书海
中任思绪飘飞。此刻，心，浑然
忘却红尘的纷扰，久违的清静与
淡泊，让我心静如水。轻轻敲打
心中那激荡心扉的文字，心无所
牵，亦无所念，思绪远离了那浮
躁喧嚣的尘世，心灵得到超然的
脱俗，生命也显得从容而淡定。

习惯一个人坐拥自己的书
城，怀揽一室书香，习惯静静的
与文字谈着细水长流的爱恋，时
而在古今中外中行走，时而在四
季不断变换季节里穿梭，那些浸
润雅致而深远极富哲学的意韵，
如诗如画。正如陆游《书巢记》
云：“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
陈于案，或枕藉于床，俯仰四
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
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
俱。”让心灵在书香中起伏跌
宕，在香茗中静静地品味那种不
可言表的感觉。这一刻，写下
的，忆念的，都远不及心中无从
诉说。抚弄冷艳生香的文字，用
文字点缀我的人生，用文字点燃
希望和放飞梦想，纵然是冷夜漫
长，亦无怨无悔。

三十多年的阅读，我初心不
改，三十多年的笔耕，我不懈
怠。这是家乡的茶养育了我，影
响了我。家乡的茶是有灵性的，
出自深山幽谷，得益于山野宁静
的自然造化，秉性高洁，从不张
扬，且用自己的青春美化了家
园，装点了山川。茶，不经滚水
的灼烫，不会释放原本清香的味
道；人，只有经过磨砺的灵魂，
才能绽放出动人的光彩。于是，
茶，让我坐下来，让我内心静下
来，最终让我性灵定下来，不再
漂移，不再躁动。墨香轻飘，把
我浮躁浅薄的灵魂带入沉思、反
省的心境，唐诗渲染了我的天，
宋词婉约了我的地，思想在励志
的文字中峰回路转，或温雅脱
俗，或不卑不亢，或典雅大方。
那是一种思想的净化，那是一次
精神的升华。阅的是书，读的是
世界。品的是茶，尝的却是生活。

“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
烦”。阅读，心洁为本。一片茶
叶，不求功名，唯奉献芬香和纯
爽，才创造了一壶好茶。阅读，
净化心灵，汲取智慧，只要心灵
纯净，哪里都是天堂。正所谓，

“精妙处，忍不住击节叫好；伤
感处，止不住泪眼模糊；激愤
处，耐不住拍案而起；谐趣处，
憋不住哑然失笑。”相逢一本好
书，足以不吃不睡，恨不能一口
气读完。认知一本好书，只有百
读不厌，才是你爱不释手的书中
挚友。

一书一世界。一本书等的是
一个读她的人，一个人等的是一
本噬魂的书。我之阅读，纯率性
而为，不抱什么目的，不受谁的
驱使，随便一处地方，翻开哪页
读哪页，想读就读，想读什么就
读什么，看得下去，多看几眼，
看不下去，掷之一旁。从不读教
你迅捷掌握升官发财技能的书
籍，从不看无病呻吟、迷茫灵魂
的文字。就算名人新秀，但凡艰
深晦涩，思想再丰厚也不读。最
爱养心的书籍，她可以给人一种
读而思之、思而想之、想而得之
的感觉。《诗经》 里“关关雎
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穿越千百年的文字，至
今仍有一种透骨的美，这是穿透
时空千年，依然能养心的好书。

无论时光如何变幻，我始终
深信斯迈尔斯“一本好书就像是
一个最好的朋友。它始终不渝，
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将来
也永远不变”的至理名言。

半学修心半读书
庄文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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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境不好，难得吃
上一次纯白面馒头。掺和了树
叶、野菜的馒头，口感发腻、发
涩；掺了玉米面的馒头，粗得掉
渣儿，一掉渣奶奶就说：“妮儿
啊，赶紧用手接着！不敢让老天
爷看见了。糟蹋粮食，下辈子托
生要变猫的。”

糟蹋粮食会托生为猫？据奶
奶说，还是没尾巴猫儿，那多无

趣！既不能在桌边坐着吃饭，也
不能闲来拿自己的尾巴逗趣。

这样充满迷信色彩的粮食教
育，在村子里，版本不同，主题
相似：粮食养着人的命，惜粮就
是报恩呢。

那时，学校里放麦假、秋
假。麦假，半月十天的样子，秋
假，四十五天。这些日子，我们
就成了生产队里的小社员，肩上

背着绳子或荆篓，跟随大人的收
麦、收秋大军，天天辗转在田野
里。收庄稼，需要力气和技术，小
孩做不了，我们的任务是捡漏儿，
捡拾遗落在地垄间的麦子啊、玉米
啊、花生啊、山药蛋等等。

颗粒归仓这个词，在我们，
是生动具体的动作，是充满风雨
阳光的鲜活记忆。

最艰苦是收麦天，阳光毒
辣，天气干燥，麦芒麦茬上下扎
人，活计又排得特别紧。收麦大
忙，绣女下床。不光那些姐姐们
把手头的绣床一撑，风风火火下
田了，就连那些腿脚不灵便、平
时像石墩一样凝固在自家门口的
老人们，也一瘸一拐去打麦场或
地头，帮忙去了。我的邻居二嬷
嬷，两腿残疾，她常盘坐一个麦
秸蒲团，一蹭一蹭地挪到土路
边，拾麦头，撮麦粒。那些晚收
的麦子，日头一晒，车上一压，
一颠簸，麦粒子会簌簌落在路
上。这些迷路的麦粒，就被二嬷

嬷这样的老人，领回了家。
下地捡漏儿很辛苦，但又很

快乐，好似一个麦假的锻炼，人
就迅速懂事了。

收割过的麦田，空落落的，
阳光像瀑布倾泻而下，一列列
尖 锐 的 麦 茬 ， 闪 着 白 亮 亮 的
光。大人们一抱一抱收完割倒
的麦子，喊一声：“开拾吧。”
我们哄一下从地头跑进来，这
儿 一 个 那 儿 一 个 分 散 在 田 垄
里，猫腰顺地垄趟过去，又从相
邻地垄返回来。每捡起一支麦
子，都像获得了宝贝，几垄地捡
拾过去，手上便有了一簇。麦穗
聚在一起，很耐看，像一朵金色
花朵，饱满瓷实。

捡的麦子，绳子打捆儿，上
秤，十斤一个工分，记到家里大
人名下。假期结束时，爹会总结
说，谁谁谁干得不赖，给家里挣
了多少分。我们听了，心里一鼓
一鼓地激动和兴奋。

那些抽象的工分儿，代表着

多少颗粮食，经由我们的小手回
家了呢。这样想着，人和麦子，
都好像含了情分。对粮食的珍
惜，多出了一种热热的温情。

人与粮食的温情，还渗透在
生活的细节里。我常常见娘蒸
出馒头后，将笼布上的馒头碎
屑，一点点舔食干净。我也常
常看见，雨一大，爹就在家坐
不住，披块塑料布，戴顶破草
帽，就走进了风雨，下田去探
望庄稼有没有喝饱？有没有受
损？奶奶告诫我们，饭时不要
随便串门，吃饭事大，免得惊
扰人家。

农事忙完，我爹把犁耧耙锄
各式农具，整齐归置一下，码在
西屋，让它们也安静歇一个时
辰。人勤粮多，东屋的十几个粮
缸，在除夕总是要贴上红艳艳的
新帖：“丰”“五谷丰登”。

这是对粮食的祝福，也是对
新年的祝福。人与粮，彼此充满
了脉脉温情。

惜粮即是惜福
苦 茶

趁着雾气，趁着阳光还未醒
就急忙地裹挟一大串秘密
画布是乳白的，树木间的交

谈也很轻微
像一张写着小心轻放、切勿

倒置的说明书
在出走的路上，我听得到舞

动的鼓棒
正重重地击打生命的墙壁
咚咚，咚咚，是天空的低吟吗？
咚咚，咚咚，是土地的叹息吗？
咚咚，咚咚，是双脚啊
是我的双脚啊，那么不安分
那么不着边际
断崖和泥沼，那些危险与虚假
一次次出轨、颠覆
一次次又倔强地立起
该有人致敬了，该有人了
此处缺乏一张温软的唇，细

声细语

有些话我必须说出

有些话我必须说出，时间经
过的足痕

轻浅或浓烈，改变了太多我
不愿的

黄变黑，黑变白，走着走着
就老了

绿变黄，黄变灰，终投入眷
恋的母体

年轮如皱纹，花朵喧腾
鲜明的脉络，是我的曾经
暖光里，闭目享受
寒风中，又瑟瑟发抖
在冷杉的腹内，在悬涧的额头
发出一声低吟
我的文字啊，如风扬起的荆花
散落一地

细声细语 ( 外 一 首 )

王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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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桌上的手机震动，来
电标记“邮政汪姐”。我喜不自禁，
轻轻一声“喂？”“你不在办公室？
有汇款单呢！”“来啦！来啦！”我边
挂电话边小跑出办公室。

我开门，汪姐递过一叠单子，
我逐一签字。有我两份样刊，几张
汇票。汪姐走后，我迫不及待地查
看汇款单，都是些小钱，但愚笨如
我，已经很满足了。

单位的地址换了好几处，因为
订报投稿，和数位邮递员有过接
触，这么多年来，那一抹邮政绿，
涂抹成我生活中的暖色调。

邮递员一个人要跑一个辖区，
范围广，时间紧，他们走路如风。
曾有一位女邮递员，步履更显匆
促，还常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
跟随在后。时间久了，得知邮递员
的老公身体不好，无法接送孩子。

女儿的小学就在附近，放学时，孩
子会站在校门口等着妈妈的邮车过
来，然后，陪着妈妈一路投递。我
们一栋楼里有好几家单位，常常，
女孩在电梯口守着一捆捆书报，妈
妈则一层楼一层楼地送着。

有时，邮递员到我办公室，小
女孩也会跟过来，笑眯眯地看我在
签收单上写下名字。适逢办公室里
有零食时，总会送上一些，小女孩
看看妈妈，再看看我，羞怯地说一
声“谢谢”。寒冬和酷暑是邮递员最
辛苦的时间，母女俩匆匆的脚步总
让我心生感动。后来，邮递员调到
另一辖区了。

接替的是位男邮递员，性子特
别憨，连脚步都比同行慢半拍，甚
至还能在办公室和人聊几句。无非
是些市井八卦，野史秘闻。有段时
间，我们单位的业务期刊经常收不

到，偏有一期登有我单位的工作报
道，那是年底工作考核的加分项。
领导找我要，我找邮局要，邮局追
查后，在那位邮递员的办公角落里
找到蒙尘的杂志。据说，邮局为此
扣了邮递员的当月奖金。再后来，
每次看到他，我心里还是有些歉疚
的，毕竟，挣钱不易。他来投递
时，话语也少了许多，讪讪地。

后来，我们单位搬迁了，又有
了新的邮递员。前不久的一天，我
正在沿河大道散步，远远地，看到
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呼啸而来，老远
就有“叮呤呤——”的铃声。我身
边没别人，明显是在提示我。正待
细瞧，有熟悉的大嗓门传来，“还在
写吗？”哦，是那位“憨性子”邮递
员，一身邮政制服。我笑了，大声
应和，“在写呢！”他挥挥手，如风
般刷过。余下的一截路，我的心里
一阵温暖，感谢他的不计前嫌，感
谢他如故知般的亲切。

我订报，我投稿，我的文学之
路一直有他们忙碌的身影。虽然和
每一位邮递员相识有限，但在我们
的生活中，正是这些缘浅忆深的
人，构筑了琐碎日子里的细水流长。

一抹温暖的邮政绿
周 芳

同事的朋友给他寄来一些土特
产，特产是用报纸包着的。打开来看
时，他发现报纸上竟有我的一篇文
章，题目是《青山不低头》，而报纸
是安徽的《蚌埠日报》。同事说，“真
是好巧啊！要不要帮你把报纸收藏起
来？”我笑了笑，回道，“不用，看过
了就好。”

人这一生，宛如武者拉弦，开了
弓便再没有回头箭。不管我们是否愿
意承认，别离日久，昔日的同窗、好
友已然渐渐地变得疏阔了。彼此间初
时还会打几个电话，聊一会微信，慢
慢地，就只剩下群里的片语呼应和朋
友圈里的默默关注了。

不过，文字应能无视距离，穿越
时间和空间，纵万水千山远，纵光阴
岁月疏，它可以带我们回到从前，找

到记忆里的彼此。
想到朋友们隔山隔海，居处遥

远，又有各自的事情要忙，难得一
聚，而我手头有一杆笔，勉强能写点
东西，那何不从每日里的见闻、思悟
中摘一些写成文字，发到天南地北
去？不同的城市，只要有同学在的地
方，我都希望能有自己的文字见报，
那样，他们偶尔翻看报纸杂志的时候
便能看得见，让现实里见不了面的我
们能在纸上以另一种形式相遇。

与老友见面，当然不能虚与委
蛇，更不能故作高深，卖弄学问，所
以我的文章里，用的都是极其平实的
语言，表达的也是自己想表达的观
点。好的，坏的，归根结底，都不离

“真诚”二字。一些朋友看到了，心
有感触，也会同我分享他们阅读时的

感悟，这让我异常满足。
有段时间，单位里的事情特别

多，我连续加了半个月的班，在写作
上便疏懒了些。一位朋友翻看我的朋
友圈与公众号，见我久未更新，便来
相询。得知原委，他沉默了，沉默之
后又同我说，“小毅，你千万不要放
弃写作啊。如今，我们这届同学里大
概也就你还在坚持写东西。比如我，
这些年东奔西跑，已经很少写东西
了，但是我对文字的心还没有死，梦
想依然存在。看着你还在写在发表文
章，常常给我鼓励。”那一刻，我忽
然明白，不管写得好与不好，自己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承载了别人的梦想。
于是，写作也就有了动力。

恍惚间，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成
了留人驻足栖息的驿站，成了送别的
凉亭，成了候人的渡头，将一座座相
距遥远的城市串联在一起，而回忆亦
接踵而至。读书看报的人，借着纸上
的文字和写文字的人的名字，想起了
五年、十年前的往事，也想象着彼此
现在的样子。这样的相见方式，也可
说是别有趣味吧。

另一种形式的相见
潘玉毅

邢海滨 图

王彦坤、倪彦敏:
邢台仲裁委员会(以下

简称本会)已受理张国亮、
蔡晓琳(以下简称申请人)与
你们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案件编号为 2020
年邢仲字第 152 号)。申请
人请求：1、依法解除张国
亮、蔡晓琳与你们之间的房
屋买卖合同，你们连带退还
张 国 亮 、蔡 晓 琳 购 房 款
605000元。2、依法裁决你
们向张国亮、蔡晓琳承担违
约责任并连带给付违约金
127000 元。3、仲裁费用、
保全费用等由你们共同承
担。因采用其他方式送达
不能，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仲裁员和仲裁庭选定
书、授权委托书、当事人的
权利和义务、仲裁风险责任
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
认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公
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提交
答辩书、仲裁员和仲裁庭选
定书、证据材料等。答辩期
满后 3 日内到本会领取组
庭、开庭通知，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第 10个工作日上午
9 点 00 分在本会办案中心
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本会地址：邢台市红
星街 139 号市政府机关对
面邢台仲裁委员会办案中
心 邮政编码：054001 电话
0319-3288737）

邢台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张卓不慎将恒大悦府
10-1-803 购房合同一
份 丢 失 ，合 同 编 号 ：
YS2019031914，房 屋 代
码：1249206，声明作废。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