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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那天正好入伏，又赶
上一个大热天。一早街头就站着
几位老人在纳凉，烤人的日头当
空照，他们说有点没处躲没处藏
的感觉，晚上还常被热醒。

感叹现在天热，自然就要回
忆早些年的三伏天是怎么过来
的。老人们清晰地记得那时候清
晨起来下地干活要穿一件长衣
服，到了最热的晌午，在树荫下或
屋里的通风处，铺一张席子就可
以美美地睡上一觉。晚上在街上
乘凉到八九点钟，不披件单衣就
坐不住了。当然，也有非常热的几
天，实在受不了就去南埠的泉子，
或者水库、三角湾，冲个凉，泡一
会儿，浑身凉森森的，回家一觉到
天亮，又干活去了。他们说，天热
就是这七八年的事。

老人们的话语也勾起我对小
时候住在村里过三伏天的回想，
记忆已经模糊，但有的片段想起
来还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村里
可以洗澡的地方非常多，前面提
到的南埠泉子、三角湾、水库，都
是伏天我们经常去的避暑胜地。
除此之外，村里的几条河道都是
常年流水，到了雨季河水暴涨，找
一个树荫地一坐，把脚放到河里，
戏着水，听着哗哗流水声，十分惬
意，何热之有？记得有一年的伏天
实在热，我就和哥哥在院子里用
白天晒在缸里的水冲凉，还是不
行，我们哥俩就干脆去了南埠的
泉子。为什么叫南埠？就是因为这
个地方在我们村南边，属于一个
类似丘陵地带的埠子。比平地高
一点儿，比丘陵还低，土质贫瘠，
适合种地瓜之类的农作物。但是，
在南埠，只要挖一个不算很深的
坑，清澈的泉水就会喷涌而出。坐
在汩汩冒水的泉子边，连头发梢
都散发着一股清凉之气，那叫一
个爽啊。待不了一会儿，就得起身
上岸了，回家倒头便睡，真是人生
好时节。

中午是一天最热的时候，大
人们干了一上午的活，趁此在家
歇一会儿，待稍微凉快了再下地。
孩子们则趁大人睡晌午觉不注
意，一溜烟就跑出去玩水了，常去
的是村东头的水库。这个水库是
流淌在潍坊境内的一条著名的河
流——— 虞河的源头之一，是由许
多小的泉眼汇集而成的天然湖
泊。原来不是很深，经过人工挖
掘，最深处也达到了两三米。因位
置处在一大队的地里，我们有时
候也把这个水库叫一大队水库。
里面的存水主要用作春天浇地。
这时候水浅一些，能看到里边的
毛蟹、鳖，有时候还能看到很大的
鱼。伏天是水最多、最深的季节，
加上源源不断流出的泉水，这里
的水温很低，即便在烈日炎炎的
伏天，人在里边泡一会儿就透心
凉。我们不敢老在水里，泡一会儿
就上来在岸上坐着晒晒太阳，暖
和一下。

除了这个虞河源头之一的水
库，那时候村里为了蓄水浇地，还

在地头自行挖了一些大井。这种
大井比水库小很多，但是比一般
的水井大很多，实际就是一个又
深又大的水井。里边基本都是地
下水，非常凉。我记得非常清楚的
是，有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来到
一个大井纳凉，刚下去一会儿，就
感觉整个大井的水在晃动，有一
种翻天覆地的恐慌。开始并不知
道是怎么了，后来一个大一些的
伙伴说可能是地震了，拉着我们
几个人爬上大井，挣扎着往外跑。
当时，我的腿因为水凉已经有抽
筋的疼痛，又这么一吓，整个人都
僵了，多亏其他几个人生拉硬扯
地把我拽上来。快50年过去了，如
今想起来还是一阵后怕。不久知
道这天中午渤海发生大地震，引
起强烈海啸。我们家离渤海湾最
近处只有五十多公里，震感强烈，
所以我记住了这一天——— 1969年
7月18日，地震的时间是13时24
分。

那会儿别看整个伏天都泡在
水里，其实还不会以标准姿势游
泳，就是戏水、打水仗、扎猛子、踩
水这些业余水上运动，图个凉快、
图个热闹而已。但是，因为有了这
些戏水、打水仗的基础，水性比较
好，至少不怕水了，后来学游泳很
快就成功了，而且几种泳姿都掌
握得很好。

小时候的三伏天，没给我留
下多么热的煎熬难耐，更多的是
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玩耍。倒是
现在，虽然三伏天回家的次数并
不多，但有几次热的经历却是记
忆很深。如同大清早在街上纳凉
的老人们所说，现如今比过去那
会儿热了不少。固然有整个地球
变暖之类的大环境变化，其实小
环境尤其是村子周边的生态系统
的改变，才是让村里人感到真热
的原因。我小时候那些戏水纳凉
的水库、南埠泉子、三角湾、大井，
都已经干涸的干涸、断流的断流、
填埋的填埋，村里的河道也被建
筑垃圾堵塞，成了一潭死水。人们
真的是没处躲没处藏了。

傍晚，我要去车站乘车回到
我所居住的城市。其实，城市里更
热。但是，城市里有了无数可以降
温防暑的空调，家里有，办公室
有，公交车是K字头，几乎所有公
共场合都有降温设备。热的时候，
城里人在家可以开空调，出去能
选择凉快的地儿，老人们可以免
票坐在带空调的公交车上转悠，
既可纳凉，还可看看日新月异的
城市风光。

村头又站满了出来乘凉的老
人，这是天热的时候他们唯一的
去处。我打开车窗与老人们道别，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真不知道这
长达40天的三伏，老人们该怎样
度过。要是水库、大井、南埠的泉
子还有，该多好啊，他们可以去那
里纳凉解暑。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
名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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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四十三年了。
1975年，吉林大学。转眼就
是2018。班长是上海人，毕
业返回上海，近日从上海
打来电话，问我去不去参
加同学会。“老林啊，去吧！
说一句伤感话，见一次少
一次！”我略一迟疑，回答：

“去！”
忙固然忙，可我怎么

好再说不去呢？同学会办
了四次，头两次我勉强去
了，后两次坚决推了。忙并
非说谎，但忙不是根本性
理由。哪个不忙？蜜蜂忙，
蝴蝶蜻蜓就不忙吗？根本
性理由，是我不想去。说实
话，大学三年零八个月，没
有什么美好记忆是属于我
的，莫如说不美好的记忆
倒是鱼贯而来。在校每月
六元助学金的苦日子，寒
假回家母亲揪心的咳嗽
声，无可诉说的隐秘性精
神痛楚，急性黄疸性肝炎，
祖 母 去 世 ，外 祖 母 去
世……没有花前月下，没
有卿卿我我，没有燕舞莺
歌。多少个黄昏形影相吊
地在校园久久徘徊，多少
次夜半咬着被角吞声哭
泣，多少个凌晨醒来静听
冷雨敲窗。般般样样，桩桩
件件，早已把逃离农村上
大学的欢欣冲去堤外。并
不夸张地说，就好像全世
界所有的冰雹同时锁定目
标朝我头上打来，而且基
本持续三年零八个月之
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之
于我，漫说大任，直到退休
连个小小的党支部副书记
也没任上，而心志当年倒
是苦不堪言——— 你说这样
的大学生活有什么好留
恋、好回顾的呢？而大学同
学会，有意也好无意也罢，
势必以某种形式还原现
场，撬开记忆的封盖。问题
是，这个根本性理由不好
向班长明说，尽管脑袋灵
光的班长倒是一向善解人
意。是的，世界上不能明说
的理由也是存在的。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
我这个人一向对集体、团
体、整体之类——— 无论作
为概念还是作为实体———
提不起兴致。说痛快些，不
热爱集体。天生性喜孤僻，
懒得“吃瓜”凑热闹。说具
体些，我对日语二班九男
七女十六个人中的每一
个人可能都怀有程度不
同的好感，但对日语二班
这个班集体却全然没有
感觉。这点可以明说，实
际上也在同学会上明说
了。至于怎么说的，且听
下文分解。

六月中旬，全班十六
个人中的十三人会聚北京
(实际上一多半本来就在
北京)。先在一个同学家里
碰头(顺便说一句，这个同
学家里雇有菲律宾女佣，
一开门就眉飞色舞跟我们
讲英语，立马搞得只会讲
汉语和日语的我们自惭形
秽)，吃罢主人招待的日本
料理，分乘几辆“奔驰”一
路奔驰一个多小时，到得
延庆一座名叫“香屯”的小
山村，在一处农家院屯军

扎寨。附近山头有原形毕
露的秦长城断墙残垣，村
头巷尾一丛丛粉色蜀葵正
值妙龄，俨然花枝招展的
菲律宾女佣。老态龙钟的
栗树，一枝出墙的红杏，石
碾子，轱辘井，石板路，木
门楼，大西瓜，水蜜桃。空
气清新，凉爽宜人。不坏，
的确不坏，比刚才三百平
方米的老同学的豪宅强似
三百倍。

农家院为四合院样
式，有炕，有床，宽敞，自
在。很快各就其位，安放妥
当。随后围着院子中央两
张大圆桌坐定，准备开班
会。原来的生活委员张罗
茶水，原来的班长安排日
程、主持会议。只有我这个
原来的团支书下岗了。团
员倒是还有，但似乎已经
转为“夕阳红”旅行团的团
员了。班会正式开始，班长
发表讲话。突然，“天降大
任于斯人也”，班长指定我
第一个发言：“听说你到处
忽悠，又忽悠得好，这回也
给老同学忽悠一场！”其
实，别人比我“忽悠”得更
好，或京师正厅，或“985”
博导，或中日合资老总赴
日如履平地，或私企老板
就不差钱……但班长有
令，不便推辞。于是我首先
梳理之于我的二班同学和
同学二班的关系，解释说
自己两次缺席同学会并不
意味着不想念、不感激老
同学。而后举例说明其实
我是多么感激作为个体的
老同学。

例如，孙大姐(班里她
年龄最大，我们都这样称
呼)见我毕业后南下广州
孤苦伶仃，出于同学情谊，
就把她当时在广州白云机
场当空姐的妹妹介绍给
我。空姐，尤其上世纪70年
代的空姐，全国加起来都
没有现在的“空客”多，一
般人坐飞机上天简直比步
行登天还难。甭说空姐的
长相，那一身制服就足以
把所有男性乖乖制服。然
而空姐的姐姐硬是把那样
的妹妹介绍给了我这个穷
困潦倒的天涯孤客，即使
没谈成我也感激终生……
孙大姐接着说道：“林同学
那时候可傻了！听我妹妹
说，你去她机场宿舍，也不
好好坐着，不正经说话，站
在那里东看一眼西看一
眼，不知你在看什么，闹不
清是什么意思。后来我还
劝过妹妹，说林少华是才
子，不会谈恋爱，但会写
诗。不嫁给他，你要后悔一
辈子的。但妹妹说后悔一
辈子也不嫁给呆子……”

这下可把大家听呆
了。说实话，这事我对谁都
没说过。我再是呆子，也晓
得“和空姐没谈成”不是可
以随时显摆的事。如果不
是参加同学会，不是班长
降大任于我，不是我对同
学个体心存感激，除了当
事人，这个世界上根本不
会有人知道这个跟空姐没
谈成的我！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
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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