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伟

老街的街口总站着一个擦鞋的女人， 在她
的身旁， 有两把半新不旧的藤椅， 抹得干净泛
光，一尘不染。

小城的早晨，是勤劳而又新鲜的，这个擦鞋
的女人也是这样。她一脸微笑地立在晨曦里，迎
来送往，大方地和来来往往的行人打着招呼。她
不像那些擦鞋的人，不厌其烦地问擦鞋吗？她也
问，问：去上班？ 去买菜？ 去送小孩？ ……等等，
很得体，很亲切。

我早早去上班，她见着我，一脸笑，问：上班
去？ 有时，她还提醒我：抓紧点，要迟到了。 我一
看手机，果然时间很紧，就加紧了步伐。 走了几
步，回过头去，她也看着我，一脸的友好，满是真
诚的笑意，目送着我。

有时，我赶个早提前去加班。 她比我还早，
见着我，还是那样得体的关切：这么早，吃了早
饭吗？ 我说：太早了，吃不下；要开会，得早早地
去做准备。 她就认真地说：哦，真忙呀！ 不过，空
腹不好，多少也得吃一点。 我点点头，感到暖心
体贴，走起路来，脚步轻快，如履春风。

后来， 每回经过她的摊前， 我就放慢了脚
步。 她看到我，就笑，然后定定地看着我脚上的
鞋。我会意，一屁股坐在她的椅子上。她笑着说，
早啊！ 我说，你比我还早呢！ 她就呵呵笑着，说，
老辈人说的———人勤春来早！

然后，她埋下头来，认真擦鞋，再无言语。她
先把要擦的鞋捧在胸前，在鞋的全身打量，用鞋
刷轻轻地刷去尘土，不急于上鞋油，而是用一个
小喷壶对准皮鞋面喷潮， 再用另一鞋刷蘸点鞋
油，在潮的地方打着圈把鞋油涂均匀，然后从鞋
尖部位开始擦，一点一点地往后。擦完一只再擦
另外一只。 两只鞋擦完后，她又重新擦一遍，和
上次打圈擦不一样，这次是直线来回擦。最后换
软棉布擦，棉布缠在右手上，四指并拢用力向外
撑，飞速地来回，啪啪啪地，声响如歌……

她擦出来的鞋，一尘不染，油光锃亮。尤其，
她把每双鞋的鞋带都要解下来，揉在手心，用洗
衣液浸了，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然后，她手执鞋
带一端，抻开，在空中甩得啪啪作响，一下又一
下。 只几下，鞋带就甩干了，洁净似新。

接下来，她帮我系鞋带，执带似丝，穿孔如
飞，左手内扣，右手外扣，绕一圈，左手抓右绳，
右手抓左绳，绞花一般。 最后，用力一扯，成了：
好一个大方美观的蝴蝶结！

一看，很好，美丽在我的鞋上，幸福在她的
脸上。

这时，她抬起头来，再用手抹抹我的鞋面，
无一丝灰尘，又轻轻地向鞋面上吹一下，再抹一
下， 舒口气， 她轻轻地抚一下自己额头上的秀
发，站了起来。 晨曦中的她，朴素得体，脸上红
润，健壮生动，让人感觉到一份真实的美丽。

后来，不经意地和她聊天，听她聊起她的家
乡、孩子和她的工作。 她说在这儿擦鞋，一擦已
是20多年了。 20多年来，擦鞋挣钱、养家糊口，
把儿子送进了高中送进了大学， 直到参加工作

成家立业。 她说，儿子现在在广州
那边打拼，创业办了个小厂，还红火
着……

我说，擦了这么多年鞋，你现在也该
回去享享清福了。 她说，也是的，儿子好
几次都要她去带孙子，说一家人在一起
比啥都好。我说，那当然，去吧。她却没有
接话，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是劳碌八字，动
惯了，做顺手了，还真是一时半会儿歇不下
来……”

她没有说下去，我也没有再劝下去。 她
低下头，一丝不苟，双手在我的鞋面上飞舞
着，美丽着。

我每回见她捧着鞋的样子， 就像捧着一
个宝贝似的，全神贯注。有一天，我听得真切，
她竟自言自语地说：“鞋啊，不是你穿着它走，
是它带着你往前走呢！ ”

一个夏天，在老街的街口，我没见着她。
我四下里张望， 还是不见她的影子。 那个早
晨，无风，闷热，还有些焦躁不安。 接下来几
天，仍然不见她出现，没有她的老街街口，仿
佛少了一道风景。

后来，我终于听说，这个擦鞋的女人终是
经不住儿子的软磨硬泡， 到儿子工作的城市
带宝贝孙子去了。

起先两三年，她整日忙忙碌碌，在儿子
宽敞明亮的家里逗小孩、喂养小孩，做饭做
家务。每到节假日，大小一家人逛商场、游公
园、下馆子，她却免不了一双眼睛滴溜溜地
盯着过往行人、游人、顾客的脚上看。 后来
孙子进了幼儿园，她闲着无事，一日竟背着
椅子，操着家什上了街，又在一条大街的街
口摆起了擦鞋的摊子。 不巧却被“城管”逮
个正着，让儿子去领人。 堂堂公司总经理
的儿子颇感蒙羞，破天荒在老娘面前发了
大火。

再后来，她又回到了老街，还是风霜
雨雪里立在老街的街口，一脸笑，勤快，
整洁，生动，阳光。

远远地见着我，她似见了亲人一般，
说，好久好久了，人也蔫了，手也生
了……她注视着我脚上的鞋，我有些尴
尬， 不好意思地也瞧了瞧自己邋遢的
鞋，说，早该擦擦了！

她把我的鞋捧在手上， 又一丝不
苟地擦起鞋来。 擦好了，抬起了头，兴
奋地对我说：“鞋不擦不亮，人不勤不
精神！ ”

我频频点头称是。望着晨曦中
的小县城，有几分美好、清丽和诗
意……放眼打量， 自己好久没有注
视这近处的风景了。

一晃数年，我离开老街很久了，
好想再回去擦擦鞋。

我想，她一定在，她已经立成了
老街街口的一道风景。

这么多年， 她早把自己当成老
街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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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希

我在听到清晨第一声鸟鸣的时候想你
我在看到露珠滚落草尖的时候想你
我在红霞万朵的时候想你
我在月上柳梢头的时候想你
我在昏睡不醒的时候想你
我在醍醐灌顶的时候想你

我在催青唤绿的时候想你
我在赤日炎炎的时候想你
我在瓜果飘香的时候想你
我在冰天雪地的时候想你

我在一棵树刚刚开花的时候想你
我在小溪汩汩淙淙流淌的时候想你
我在群山之巅高耸入云的时候想你
我在苍茫大海波涛翻滚的时候想你

我在顺风顺水的时候想你
我在跌跌撞撞的时候想你
我在高奏凯歌的时候想你
我在失魂落魄的时候想你

我在孤苦伶仃的时候想你
我在熙熙攘攘的时候想你
我在沉思默想的时候想你
我在呆头木脑的时候想你

我在需要想你的时候想你
我在不该想你的时候想你

总是想你想你想你
亲爱的
什么时候能不想你

宋莺

二十四节气在时光田埂上飞奔，一晃“余春只有二三
日，残红一片无寻处”，春天的花事匆匆谢幕，“门外无人问
落花，绿色冉冉遍天涯”。 留春春不住，春去苦匆匆，“无可
奈何春去也，且将樱笋饯春归”，人们带着惜春的伤感，备
酒食为欢，好像送人远去，名为饯春。

在这送春迎夏的神圣仪式中，“立夏将离春去也，几枝
蕙草正芳舒”，不知不觉就在一片葱茏中进入了“绿树阴浓
夏日长”的大好光景！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表示即将告别春天，孟夏
时节的正式开始，“立夏”的“夏”是“大”的意思，是指春天
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了。 人们习惯上都把立夏当作是
温度明显升高，炎暑将临，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生长旺季
的一个重要节气。

《礼记·月令》解释立夏曰：“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
苦菜秀。 ”说明在这时节，青蛙开始聒噪着夏日的来临，蚯
蚓也忙着帮农民们翻松泥土，王瓜的蔓藤和乡间田埂的野
菜也都彼此争相出土日日攀长。

春争日，夏争时。立夏前后，种瓜点豆。立夏后，是早稻
大面积栽插的关键时期，而且这时期雨水来临的迟早和雨
量的多少，与日后收成关系密切。 农谚说得好：“立夏不下，
犁耙高挂。 ”这时节，水稻栽插以及其他春播作物的管理进
入了大忙季节，各地充分利用晴好天气抓紧插秧，有“立夏
种半田”之说，同时注意抓好田间管理。 宋代诗人范成大在
《村居即事》诗中曰：“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采了蚕桑又插田。 ”明人《莲生八戕》一书
中写有：“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 ”这时夏收作物
进入生长后期，冬小麦扬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夏收作物
年景基本定局。 立夏时节春花作物进入黄熟阶段，对已成
熟的春花作物，要及时抢晴收割。 所以，我国古来很重视立
夏节气，以表达对丰收的祈求和美好的愿望。 据记载，周朝
时，立夏这天，帝王要亲率文武百官到郊外“迎夏”，并指令
司徒等官去各地勉励农民抓紧耕作。

在民间有立夏称体重、吃蛋、饮茶等习俗。 据说这一天
称了体重，就不怕夏季炎热，不会消瘦，否则会病灾缠身。
俗话说：“立夏吃了蛋，热天不疰夏”“不饮立夏茶，会一夏
苦难熬”。

从养生的角度看，立夏后，人体要顺应天气的变化，重
在养心。 在“立夏”之季要做好精神养生，做到神情安静、笑
口常开、自我调节、制怒平和。 绘画、书法、听音乐、下棋、种
花、钓鱼等都可以调节精神，保持心情舒畅。

夏到哪里，哪里就会铺上满眼的绿，万物蓬勃，葳蕤葱
茏，草木郁郁，夏花绚烂，夏果累累。

照云

三月桃枝拂去了一身的寒意，在一夜间冒出
了花苞，又在你不经意间开满了一树花，一朵朵、
一枝枝、一坡坡，房前，屋后， 漫山遍野……

我真正知道赏桃花之美，还是那年在故乡的
老屋前，祖辈栽的两株梅子树先开了花，我这个
所谓的城里人并不识树， 推开房门脱口而出：
“呵！这桃花开得可真美，真好看！ ”邻家老四叔扶
着犁在屋前犁秧田， 就搭了话：“那可不是桃树，
是梅子树。哪家的桃树能长这么高啊！ ”我不服气
地走到树下，才注意到那老梅树要三人合围才抱
得住树干，树冠枝繁，枝条蜿蜒，伸展有形。 开满
了一树粉红鲜艳五瓣的花，花蕊呈黄色，顶着一
顶红色小帽， 一朵朵粉红的花映衬着紫红的枝
条，却看不出娇艳之色。

老四叔犁了一会儿田，兴许是这三月的水田
里还有寒意，兴许是累了要小憩一会儿，嘴里含
着老旱烟，一边向梅子树下走，嘴里还高声地对
我说：“后生，这几棵老梅树啊，还是你祖上三爷
爷红眼皮栽的呢，距今已有80多个年头了。 这方
圆30多里，这几棵梅子树是最老的，每年一棵树
都能摘三担梅子，这几棵树的梅子核还是甜核儿
的，果肉还没有核，好吃呢。 ”这时我才觉得羞涩，
我把梅子花看成桃花了。 还好，一群蜜蜂在树上
“嗡嗡”地叫着采着花蜜，我借机才岔开了话题：
“瞧！还有蜜蜂呢！这三月天蜜蜂也不怕冷？ ”“唉，
看来城里的后生是没见识的，难怪那会儿都说你
们城里的后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我听他这
么说有些懊恼，便不再理会。

老四叔见我不搭话，转身拉了我一把，指着
坎上的几棵树说：“这是我家的桃园，也许今夜花
就开了。 ”我抬头望去，所谓的桃园不过就七八棵
树，树枝上也没见花骨朵，他却说也许今夜会开

花，我有些质疑。 老四叔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不
紧不慢地扯着我走向那几棵桃树， 折断一根枝
条，捏开了一个隆起的小疙瘩，对着我说：“看，这
里边儿有黄丝儿， 还有红丝的吧， 这就是桃花
蕾。 ”我看到这一切还是质疑，一切似乎还在冰
点，一夜间就能开放真让人难以置信。

“春眠不觉晓……”太阳何时从东方冲出了
地平线，我自是不知道，是老四叔那漫不经心的
咳嗽声赶跑了我的瞌睡虫。 接着，他又像是说给
我听似的，大声道：“清媛姑娘，去读书啦！你看，昨
天还是花苞儿， 今天桃花就开得和你一样好看
了。 ”听到这话，我一个鲤鱼打挺，用力推开
了窗门，隔着窗格向桃园望去，那一树粉红
的桃花让我惊呆了！

听到门臼“吱扭扭”的声响声，老
四叔头都没回，“你看， 我没说错吧，
园子里那几棵桃树都开花了吧！ 你
看，它比梅子花好看吧。”我左看看右
瞧瞧，把两种花做起了对比，马上就
有了结论，梅子花红桃花艳。 你若不
认真地分辨，难免分不清楚，因为从
季节上看，他们两种树开花的时间也
相差不了几天。

没等我细想，清媛也跟我搭了一句：“你起这
么早，是来看花的吗？ ”还没等我回答，她又是一
句：“你们大城市里有吗？ ”我脱口而出：“有啊，但
这里的好看些。 ” 她天真地回了一句，“还是我们
乡里好吧？你瞧！这一树树桃花多美丽啊！在城里，
你起得再早，也看不到这一夜桃花开的景象吧？ ”
不等我回答，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老四叔见清媛走远了，也叼着烟杆走
了，他走时招呼都没打。 等我发现他走了，
他已经在秧田里了， 叱牛的吆喝声传来，
我才知道他走了好一会了……

卖艾草的女孩
谢永华

老屋旁边有块地，父亲在地里种满了艾草。 每到端午
节时，也是艾草飘香的季节。

大清早，父亲早饭都顾不上吃，就带着镰刀和绳索去
割艾草。艾草在父亲的精心照顾下长势喜人。粗壮的杆子，
浓密的叶片。 我跟着去，摘几片放在手心里揉搓，艾草的清
香味，使人神清气爽。 我很喜欢这种味道。

母亲则在大塘边割菖蒲。 母亲说，用菖蒲和艾草煮水
洗澡，既能消炎，又能去痘。 屋门两边，插上一根还能防虫
驱蚊，用处大着呢。

只听见一阵镰刀沙沙的声响， 一大捆艾草便割好了。
父亲用绳索捆好，扛回家再细细挑拣，稍小的拣出来留着
自己用，大的一小捆一小捆扎起来，扎了几十扎。 父亲说，
吃过饭，他拿一大捆到余成湾街上去卖，要我拿着小捆的
到老街上去卖。 我从来没有卖过东西，我怕丑，我轻声对父
亲说道。父亲说，这有什么丑的?自家的东西，又不是偷来的
抢来的，三姐弟中，你是老大，应该给弟弟妹妹做个好榜
样。 这样吧，卖艾草的钱，你和弟弟妹妹买糖吃吧。

父亲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商铺柜台上的红辣椒糖，那是我的最爱。 红红的像辣

椒一样，有着尖尖的尾巴，五分钱一个。 每次放学路过，即
使不买，我也要回头看上几眼。 在那样的年代，这对于一个
12岁的孩子来说，是多大的诱惑。 有些人的家里，吃饭还要
掺红薯。 一想到红红的辣椒糖正向我招手，我吞了吞口水，
扛着艾草就岀发了。

老街上全是石板路，一块块青石板，在岁月的洗礼下
格外光滑，像打了蜡似的，以致我扛着艾草差点滑倒。 听爷
爷讲过，在古代，我们这里是驿站，这石板路就是那时候修
成的，来往的客商和马帮都在这里歇脚。

也可能是太紧张的缘故吧，我头上细密的汗珠顺着脸
颊流下来。 我把艾草放到三婶家门口，也不敢吆喝。

这时，同学的妈妈喊我，这不是永宝么?我正好要买艾
草，你爸怎么没有来啊？ 要你这个小妹子来了。刘婶一边说
着，一边挑了两扎。 一毛钱一扎，第一单生意就卖了两扎，
我心里美滋滋的。 只是这个刘婶，把手里的艾草翻来覆去
的，像是要从里面翻岀花来一样。 小一点的艾草被她扯岀
来，硬是从另外一扎里面抽岀几根大的插进去。 如此反复
几次，刘婶自己的眼睛都看花了。 对于刘婶如此挑剔，我也
不好说什么。 因为刘婶买东西，挑剔是很有名的。 比如说，
她买只鸡婆，恨不得把鸡毛全部扯掉再过秤。 当然，这是玩
笑话。 但是，很多卖主的确都不太喜欢她。 尽管如此，我还
是耐住了性子，因为这刚卖出的两扎，我可以买4个辣椒糖
了。

紧接着，附近的大叔大婶们也都来了。 王奶奶的眼神
不太好使，我就拿了两扎送到她家里。 我本来不想收她的
钱，可是，王奶奶坚持要给，我也不好再推辞了。 王奶奶一
个人在家里，儿子在外地打工，两年都没回来了。 她老伴也
去世多年，是个苦命的人。

没多久艾草就卖完了。 12扎艾草变成了1块2毛钱，我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不但辣椒糖有着落了，父亲还会
表扬我的。 我雀跃地跑回家，手里紧紧抓住那1块2毛钱，生
怕一不小心丢掉了。

现在，每看到艾草，我就想起父亲，想起当年的自己。

立夏
卢兆盛

从芳菲落尽的四月走来
从春深似海的谷雨走来
你染一头花香， 披满身葱翠
走进夏天的门槛， 转身
挥挥手， 与春天说声再见

长途跋涉， 日夜兼程
送你来的除了声声布谷
还有一浪高过一浪的阵阵蛙鸣
萤火虫可不单是来凑热闹的
瞧， 他们都提着灯笼
殷勤地在前面引路

你来后， 天地间变成了
另一副模样
暑气很快升起来
万物很快旺起来
日子很快长起来

汉诗新韵

什么时候
能不想你

擦鞋的女人

又
是
桃
花
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