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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月
，你
好


吴
炜

不经意间
四月悄悄溜走
五月蹁跹而来
天空湛蓝剔透，明亮可人
云朵藏头露尾，半遮半掩
太阳热情洋溢，不遗余力

你瞧，那连绵不断的大山
不知不觉中披上墨绿之装
竭尽全力地展现盎然夏意
叽叽喳喳的鸟儿停留林间
或互诉衷肠或交头接耳

你瞅，那清澈见底的河水
昼夜不停地流向诗意的远方
纯真无邪的孩子乐此不疲
或挽起裤腿钻入水中捉蝌蚪
或捡起石头扔进水里看水花

你听，那嗡嗡作响的小精灵
不知疲倦地挥动着翅膀
废寝忘食地翻山越岭
或蜻蜓点水样轻落一下
或如饥似渴般驻足刹那

你闻，那芬芳馥郁的洋槐
携着清幽绵长的香气
沁人心脾，令人沉醉不已
吸引着成群结队的蜜蜂争先恐后
诱惑着天南地北的蜂客趋之若鹜
五月，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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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正准备做晚
饭，女儿提议：“妈，你别
做晚饭了，我带你去后备
箱集市品尝小吃吧！”

“后备箱集市？啥新
鲜词儿？我倒是第一次
听说。”我一边擦手一边
好奇地问女儿。

“后备箱集市啊，就
是车主们把汽车后备箱当作一个小小的
店铺卖东西。听说这种后备箱集市最早
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的一个农
场，后来，这个汽车后备箱集市越办越红
火，再后来，这种出售商品的方式逐渐传
到我们国家。”

“听上去挺好玩的，那我们赶紧出
发！”我有些迫不及待了。

到达目的地，真是热闹非凡。几十
辆汽车齐聚在霓虹灯下，后备箱一律敞
开，每个后备箱都经车主精心装饰，里面
挂着五颜六色的小彩灯，配挂的幕布上
打着诙谐生动的广告语，如“好好喝椰”

“爱哪有甜品甜”“忘掉那个TA 我套圈
养你”等，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后备箱内
的商品琳琅满目，有咖啡、自制蛋糕、汉
堡、小海鲜、手制新鲜果茶、鲜花、手工编
织等，摊主们清一色是年轻人，他们忙而
不乱地招呼着每一位顾客。

逛集市的也是年轻人居多，有手挽
着手的情侣，有牵着孩子的一家三口。
美食摊前来杯新鲜的果汁，儿童绘本店
前耐心地等待孩子看完绘本集，劲爆鸡
米花的香味又岂容错过，逛累了，索性
坐下来，逗逗摊主的“泰迪”。在柔和的
灯光下，闲聊声、欢笑声不绝于耳，人们
吃着玩着，享受充满烟火气的夜生活，
别说有多惬意了。

移步于一家“海岛风情”店铺前，被
车顶上一盆碧绿的龟背竹吸引，这家店
铺仿佛是一座微缩版的海岛风光。车主
很用心地装饰了车内，淡蓝色的窗帘垂
落，车门推开，白色的座椅上躺着小熊玩

偶，两盆南方绿植长势
喜人，在灯光的照耀下，
更显安逸温馨。车外，
摆放着数盆五彩芋、海
芋，货架上搁着向日葵
和数瓶汽水，旁边的海
滩椅不时有顾客落坐。
一对情侣走过我身边，
飘来他俩的对话：“你坐

到那张椅子上，给你拍张照。今年因为
疫情不能去海南，就当是去海岛游玩
了。来，再买瓶汽水当道具。”女孩快乐
地接过汽水，轻盈地坐在椅子上摆起了
拍照姿势。

卖汉堡的摊位前，被围得水泄不
通。摊主是两个年轻男孩和一个年轻女
孩。他们分工明确，女孩负责烤牛肉，一
名男孩忙着烤面包，另一名男孩负责完
成最后一道工序，在烤好的面包上放上
奶酪、黄瓜、洋葱、生菜等配料，包装入
盒。

在等待的过程中，一位六十来岁的
大爷与他们闲聊，咨询他们这种摆摊方
式所需要交纳的费用、加盟方式等。原
来，大爷的孙女喜欢“抓娃娃”，家中囤积
了几大包娃娃玩偶，占据了半个房间。
在大爷的提议下，孙女同意把娃娃玩偶
处理掉。大爷正愁着怎么处理，这会儿
逛了集市，突然有了加盟“后备箱集市”
出售闲置娃娃玩偶的想法。看来，对“后
备箱集市”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年轻人，老
年人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潮而炫的售卖方
式呢！

熠熠灯光下，我手捧女儿刚刚买的
一束鲜花，看着这些车主们聚在一起，用
后备箱来展示、售卖商品，把日子打造得
风生水起、热气腾腾，不由在心里感叹：
后备箱集市融入的“文化味”，点亮了初
夏的夜晚，使我们这座城市更加活力满
满。游玩在这新颖独特的集市，我这心
态可年轻了好几岁喽！以后，我也要常
来这里逛逛。

周末散步遛弯经过二
中西侧的巷口，看到一对
小夫妻跳着脚从围墙栅栏
边的一棵树杈摘下几枚红
果果，拉下口罩就往嘴里
送，一副津津有味的模
样。虽是匆匆一瞥，却也
能看得出那是棵树龄不短
的桑树，已挂满青青、红红
的桑葚——哦，又到吃桑葚的时节了。

儿时，村东头的河畔，有不少野生桑
树，这些野生的桑树虽然长得不甚粗壮，
但他们也能尽职尽责地开花结果。在物
质比较匮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桑葚
虽说比不上甜瓜、西瓜般可口，也抵不过
黄瓜、番茄般亲民，但因为开花结果持续
的时间较短，填补了水果断季的空缺，便
成为了初夏时节孩子们打牙祭的不二之
选。

童年欢愉的时光像是鲁迅在《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中所写到的：“不必说碧
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
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
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
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去
了。”春夏时节，新生的桑葚是绿色的，绿
油油的果子和叶子混为一体。慢慢地，
在飞舞的蜜蜂帮助下，桑葚一天天走向
成熟。那些星星点点的桑葚先由青变
红，再由红变紫，紫艳艳、亮晶晶的藏在
浓郁苍翠的桑叶下边，探头探脑地诱惑
着我和小伙伴。刚长出的青桑葚和逐渐
饱满的白桑葚，都酸涩得很，像我这样的

“老江湖”，是不会采摘的。能入我“法
眼”的只有红艳艳、紫彤彤、长得饱满的
桑葚，摘下一颗放入嘴里，一种独特的清
甜在唇齿间流淌着，顿觉酸甜适口，满口
生香，巴适得很。桑葚味道确实和成熟
程度关系很大，熟透的紫桑葚，在嘴里轻

轻一抿，清甜爽口；还没
熟的浅红色或红白相间
的，会酸得让你直皱眉
头，牙都要倒掉咯。

大人们总是嘱咐我
们桑葚好吃，不能贪嘴，
吃多了会流鼻血。我们
才管不了那么多，先过足
了嘴瘾再说。“这个熟了，

别跟我抢……”小伙伴们寻宝般簇拥在
一起，各自抢占有利位置，尽情采摘，把
桑葚欢天喜地塞进嘴里，直吃得肚皮滚
圆，两手发黑发黏，嘴巴、舌头、手掌全是
紫色的，连面颊都成了唱大戏的“紫脸
膛”，活脱是一只只馋嘴顽皮的“花脸
猫”，大家互相打量着，被彼此的吃样逗
得前仰后合。大家尽兴过后，身上的粗
布衣衫自然不能幸免，红一块、紫一块、
黑一块，像是刚从大染缸中捞出来似
的。被桑葚染得紫黑的衣服，是很难洗
干净的，回到家里免不了被臭骂一通。
吃饱了桑葚，我们便开始捉迷藏，玩跳房
子、“机器灵砍大刀”等游戏，嬉闹声与欢
笑声便在桑树间回荡……

老一辈人说：“初夏桑葚赛人参”，小
时不懂其中深意，只知桑葚黑得耀眼，甜
得暖心，甘之如饴。长大才知道，桑树浑
身都是宝，叶、果、枝、根、皮皆可以入药，
尤其桑葚有生津止渴、补肝益肾、明目安
神等功效，含有芦丁、花青素、白黎芦醇
等成分，是上佳的中药材哩！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离开家乡37个
年头了。因工作的缘故，我已两年多未
回老宅，而梦里时常会出现家乡的影
子。初夏时节，儿时采摘桑葚的往事，总
是不经意间涌现在脑海里，记忆里的酸
甜越发拨动思乡的神经。唯盼疫情消
散，重温那份甘醇可口的老家味道、童年
味道。

我知道，世俗的目光
是一把无形的刀
远离它，唯一的方式
就是走近崇高

我知道通往崇高的路
有千万条，可我不知道
哪一条路，最适合
我的双脚

为此，我感到苦恼
无路时，寻路
有路时，还要将路苦苦寻找

坐在烛光里读书

不幸是突然降临的夜晚
痛苦是它带来的黑暗
为了阅读生活这本书
我只好点亮诗歌这根蜡烛
把眼前的黑暗驱赶

虽然黑夜无比漫长
虽然蜡烛的光亮有限
但只要坐在烛光里读书
我便会发现
太阳的影子
在我的书中忽隐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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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争奇斗艳，喧闹
了整个春天，就在万紫千
红正要谢幕的时候，家乡
的梧桐花开了。梧桐花开
在小河边，一树树、一枝
枝，虽有些稀疏，但它们却
一朵朵挨在一起，似一盏
盏紫色的小钟，在微风中
摇曳，散发出阵阵幽香，牵
动着我记忆深处的那些浅夏时光，充满
了甜蜜与欢乐。

儿时，我陪着母亲来到小河边，卸下
胳膊上挽着的小篮，里面都是穿脏了的
衣裳。母亲忙着搭块石板儿，将要洗的
衣裳放在身后，然后再一件件地放于石
板儿上揉搓，我则在一旁玩耍着。河水
静静地流淌，将开满梧桐花的梧桐树映
在其中，那一簇簇紫色的花朵，就像天空
中的云霞，一朵朵地围绕着树冠，吸引了
我的目光，我便站起来向上仰望。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
于彼朝阳。”母亲回头看看我，吟出了这
首关于梧桐的古诗。母亲说梧桐花开，
迎着朝阳，它的美丽可以引来凤凰。“凤
凰？”我歪着脑袋，心中里充满了想象，直
到一朵梧桐花落下，把它捡起，仔细地欣
赏起来。它有着嫩白的花瓣，紫色的花
身，中间伸出几根花芯，看样子活像一个
小喇叭。放在口中，想着把它吹响，看看
是否可以引来凤凰？哪知，刚刚入口，一
股甜蜜爬上了舌尖，瞬间游走于整个口
腔。

品着甜蜜，吹着喇叭，发出声响，倒
是引得河边的青蛙开始鸣唱。“梧桐花
开，浅夏到来。”母亲说，这是夏天的节
奏，梧桐花开就像那河畔的蛙鸣，天气暖
和了，春花渐渐凋谢，满树的梧桐花便将
春天延续，它就像夏天的使者，将暖洋洋
的浅夏时光拥在树梢，仰望那稀疏的枝

杈间，斑驳中透露着明媚
的浅夏之辉，顿时让人觉
得阳光正暖。

也许是梧桐花多的缘
故，又有几朵落下，落于河
水之上，随水静静而去。
我脱下鞋袜，想着把它们
捡起，可母亲却提醒我水
凉伤身。我尝试了一下，

没像她说的那般凉，便双手提起裤腿，踩
着水花，兴冲冲地追逐而去。小河的水
不深不浅，正好到膝盖处，奈何双腿拥起
的水浪，将梧桐花推着向前，我就这样追
逐着，欢喜感油然而生。追上了捡起来，
又想着送给母亲，小手一挥，抛出去，弄
得水花飞溅，溅在母亲的身上，母亲笑着
拾起花朵，她的笑容就像那美艳的梧桐
花，记忆的画面中都仿佛飘溢着那幽幽
清香。

时光荏苒，岁月飞逝，家乡的发展日
新月异，新农村建设改变着乡村的样貌，
原先的那条小河早已干涸，河道变成了
下水道，唯有那几棵梧桐树依然挺拔，被
石膏栅栏所包围。如今，和我一同离开
家乡许久到城里居住的母亲，多番叮嘱
我回家乡看看，年迈的她心念着家乡，有
着愈来愈强的心绪，奈何腿脚已不再灵
便。

这日，我踏上了返乡的路途，带着母
亲的叮嘱，站在开满花朵的梧桐树下，望
着满树的梧桐花。直到一朵落下，捡起
来放在胸前，感受着那些梧桐花开的浅
夏时光，一股伤感涌上心头，不禁潸然，
叹息岁月匆匆。随后，便将那朵梧桐花
含在口中，以满树的梧桐花为背景，拿出
手机拍下一张，上面编辑了“凤凰鸣矣，
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的字
样，想着把它送给母亲，希望她健康快
乐。

麦黄时节，杏子熟
了。时令进入小满，正
是“薄汗轻衣透”的曼
妙时节，故园的一树青
杏子，开始走向黄熟。
芳醇的果香，宛如金色
的蜜，日日夜夜在老屋
门前飘溢。

“杏子压枝黄半
熟”，在我的印象里，老
家门前的那一株树龄
二十多年的杏树，一到小满时节，枝头就
缀满了杏果，三五成团，黄澄澄、明灿灿、
圆嘟嘟，压得树杪弯弯的、颤颤的。当小
南风吹来，一枝动，满树摇，碧叶掩不住
黄果，不停地点头，勾得雀儿、村里小孩
梦里梦外不离它们。

还没等到杏子成熟，我和姐姐、弟
弟、妹妹就不时围在树下，掰着指头数个
数，巴不得它们早点变黄。父母也掰着
指头数，隔几天数一次，视作珍宝。每一
次刮风下雨，我们盯着窗外，希望能落下
几枚，但是杏子就是不坠，让我们的美梦
化为了泡影。

由于怕鸟儿来糟蹋，父母等不到杏
熟，就提前进行了采摘。“出林杏子落金
盘，齿软怕尝酸”，初摘的杏子有些酸，要
捂，越捂越甜，越捂越香。在老家，父母
一般用麦糠来捂，在盛麦糠的缸里挖个
窝，像埋金元宝一样，将一枚枚又圆又硬
的鲜杏子小心翼翼埋入，然后轻轻地盖
上麦糠，将美味的嬗变交付时间。

时间真是一个好东西。没几天工
夫，仓房里就散发出醉人的果香，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香气愈来愈馥郁，愈来愈撩
人，惹得我们梦里流口水，打湿了枕头。
等香气盈满了整个屋子时，父母就带着
我们走进仓房，轻轻捋去表层的麦糠。
一刹那，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窝艳丽
的金红，仿佛少女的香腮飞上了一抹抹
红晕，让我们激动不已，欢呼雀跃。

接下来，父亲仿佛捧小金蛋一样，

将一枚枚饱满圆润
的杏子分别装入几
个篮子里，开始左
邻右舍赠送，让大
家也一起分享，然
后，才让我和姐姐、
弟弟、妹妹放开怀
吃。我们连洗都不
洗，直接把杏子在
衣袖上擦了擦，就
大 口 大 口 吃 了 起

来。捂过的杏子味道果然不同寻常，
又甜又软，一咬开薄薄的果皮，蜜汁就
流溢了出来，我们赶紧连汁带肉一起
吮下，啧啧不已。

那时，农村没有冰箱，吃不完的杏
子，会继续埋藏在麦糠里“保鲜”。当每
一次割麦归来，或脱麦粒休憩时分，母亲
就会从仓房里端出一小盆杏子，放在井
水里浸泡一会儿，然后让大家品尝。也
许是在麦糠里贮存久了，加之井水的冰
镇作用，那口感，绵软粘稠，又糯又香，竟
有点柿饼的味道，令人回味无穷。

农忙时分，父母不忘村里的孤寡老
人，隔三岔五，让大家也品尝一下美味。
一枚枚杏子，是亲情果，更是爱心果，和
睦了左邻右舍，让一家子在全村留下了
一个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好口碑。

吃杏子吐出的杏仁，也是个宝贝。
据《本草纲目》记载，杏仁可治疗肺痛、腹
痛、咳嗽等疾病。褪去褐红色的外衣，白
嫩细腻的杏仁恰似一粒粒小巧玲珑、粉
雕玉琢的宝贝。将它们晾晒干后，经解
毒处理，研磨成粉，用水冲泡饮下，可润
肺止咳。这个药方每回很灵验，让家里
一季四季听不到咳喘，一派祥和静美。

门前一棵杏子树，是乡村的美景，是
农家的福气，是摇钱树，更是幸福树。感
谢这一棵杏子树，陪伴一家人走过了那
一段苦乐年华，留给人生一缕缕温馨的
回忆。如今麦浪又涌金，多想回一趟老
家，享受小满赐予的“杏”福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