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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夏夏节节””，，想想起起母母亲亲的的煮煮鸡鸡蛋蛋
□冉庆亮

“立夏”来了，我们一家老
小，匆匆忙忙向哺育我们的故
乡赶去。热风吹拂，触景生情，
我想起了过去的“立夏”。

那也是一缕“乡村四月闲
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的好时
光，我们踩着“立夏”浅浅的脚
印儿，三步并作两步急忙向老
家行进。“不是要你们回来干活
儿，是借‘立夏’这个‘节恋儿’
一家人团聚！”母亲电话里的音
色，还在耳畔徜徉，我们禁不住
加快了脚步。

昨日还“草树知春不久
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
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可眨眼间已“人间四月芳菲
尽”，“门外无人问落花，绿色
冉冉遍天涯”了。

菜园里，那星罗棋布的芥
末花儿、水萝卜花儿亦妩媚不
在，那远远看去，牵手搭肩的
油菜花儿，也脱去了少女的黄
金甲，个个氽着个大肚子，炫
耀着喜得贵子的笑脸。此刻，
仿佛一切都在静默，凝心聚
力，严阵以待，迎接那位叫接

生婆的明晃晃的镰刀。
大田里，晃动着为小麦浇

水施肥的密密麻麻的身影，小
麦们欢快地灌着浆，羞羞答答
又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笑得
一仰一合，宣示着快要分娩的
快乐。

春地里，淡淡的青翠像块
磁石吸引了人们的手脚，锄草、
定苗，除虫、查补，不服气地同
季节进行着一场长跑赛，惊得
河湾水渠里的青蛙“扑通”“扑
通”乱跳，骇得布谷鸟儿竟紊乱
了“生物钟”，痴情地盘旋于天
空“播种播种”地欢唱。

置身于这样美妙神奇的
风景里，怎能不让人心里乐开
花？想到前面更“西施”的光
景，我们不由心旌荡漾，脚下
生风，“噌”一下就到了老家那
个稔熟的胡同口。

胡同口那棵老槐树是沧
桑了些的，可它很负责地蓊蓊
郁郁撑起了一把大伞，以其整
个身躯无怨无悔地为人们挡
风遮阳。它的臂膀上吊着一杆
木杆大秤，秤钩悬着一只小板
凳。但见孩子们上来下去，好像
在做游戏。旁边椅子上坐着一

位八十来岁的老妇人，她精神
矍铄神采奕奕不慌不忙笑微微
喊着：“你们都有福，体重都增
加了，来，再称下一个！”那做
派那神情俨然就是个“节目主
持人”。

“扑哧”，这不是笑声，是
一位美少年慌里慌张没坐稳
从秤钩的板凳上摔了下来，老
妇人颤巍巍起身赶忙去拉。回
首间，见到我们，惊恐的脸就
笑成了一朵花儿了。这就是我
的母亲。她欢喜地一把将我女
儿揽进怀里，轻声细语跟我妻
子说着话。

日升中天已近中午，炊烟
袅袅，空气里弥漫着饭菜的芬
芳。从地里回归的人们风起云
涌，老槐树下就凸起“人疙
瘩”，人疙瘩鱼贯上凳争着称
自己。母亲说，“往外抹，往外
抹，身体越重越有福！”

话音落，母亲看看太阳，
说走喽，回家过“立夏节”呀，
别饿着俺宝贝儿孙女儿！母亲
是有备而等的，不大工夫就置
办了一大桌新鲜的肉鱼和时
令菜蔬，还有成串的熟鸡蛋和
油炸蚕豆。

“俗话说，立夏吃了蛋，热
天不疰夏。相传很早以前，女
娲娘娘给黎民传话儿，立夏节
小孩子胸前挂上煮熟的鸡蛋，
可避疰夏之疫。”母亲说着就
顺手给她孙女儿脖子上挂了
鸡蛋。

母亲又分别推给我们半碗
油炸蚕豆，“吃吧，吃吧，嘎嘣嘎
嘣脆的，吃了身体倍儿棒，今后
的日子也顺顺利利香甜得很！”
母亲满脸的温馨和慈祥。

今年“立夏节”回家，感觉
这段回家的路特别长，想到母
亲，还是依旧勇往直前。可来
到那棵老槐树下，却空无一
人。回家吧，家门被“铁将军”
把守，我突然意识到，母亲已
去世四个年头了，那一刻悲从
心起，眼窝立时涌满了泪水。

好在，“立夏”美妙的风景
和那些古老的习俗，不时在脑
海泛涌，悲伤的心多少有了些
暖意。

哦，“立夏”，承载浓浓的
乡愁和农人美好向往的宏舫，
以其奔放热烈、坚韧执着、生
生不息，带我们驶向更加美好
的理想的远方。

初夏心语
□心歌阕阕

默默地看着春色渐渐浓缩出一个色
彩凝重的夏天来，季节驿动，心也驿动，柳
絮和杨花在晴空暖暖的艳阳下飞舞，恼人
的是那燥热的风，可我心灵深处明明藏着
一个美丽的梦。

心依旧随着季节变换着诺言，而我知
道无论是怎样的伤感和茫然，也阻挡不了
时光的脚步，悄悄地走进淡淡的夏天。

其实我是喜欢夏天的，喜欢那种在
绿荫下迎着风独自漫步的感觉，喜欢那
种静静地在溪水边看水中倒映蓝天的蔚
蓝的心情，喜欢在夕阳将暮未暮的朦胧
中，倾听心灵低语的那种甜蜜。

生活并不总是称心如意的，所以有
些时候我们不得不为自己编织梦想虚伪
故事，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找到更多
的笑对生活的理由。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样。
从春天里第一片桃花绽开了关于冬

雪的粉红色的回忆开始，我就默默地期
待你的消息。梨花、山楂花、槐花凌乱成
你春天的歌谣，散落在桌边，诺言随风飘
零，绿叶绿起了春天的心事，在花蕊的芬
芳中，你给我的回答已像花瓣一样纷纷
落下。缘起缘落中，我只记得你仍是我远
方深深的思念与牵挂，我还是你心中的
那道永远亮丽的风景么？

我很欣赏曾经读过的一首诗：倘若
一无消息/一如沉船后静静的海面/其实
也是静静的记得。我会好好珍惜，你我的
相识和相遇，告别那沉重的伤感，用清新
怡然的心境迎合这一淡淡的季节。

生命是一个夏天，一个难以表述的青
春的魔幻和冲动。在每一朵绽放的花朵
里，等待雨水和阳光。海上生明月，实在是
一种凄凉的景色，它清清朗朗，自怜自爱
地升起来，对于我，更像是一片掩藏不住
的伤心，这时候痛苦是遥远的，遥远得清
清楚楚。

烟如往事
□田茂国

一缕烟
如往事，袅袅升起
在我幼时的村庄

一缕烟
从爷爷的烟袋锅升起
狐仙鬼魅 在老槐树下
诉说月朗星稀的夜空

一缕烟
从奶奶的呼唤声中升起
民歌童谣 在温暖的怀中
摇曳成长的梦呓

一缕烟
从母亲的铁鏊下升起
煎饼香甜 在炙热的火焰中
卷起团团圆圆的日子

一缕烟
从父亲的旷野中升起
老牛与耙犁 在号子放飞的季节里
耕耘踏踏实实的希冀

一缕烟
从我的村庄升起
一声声叽叽喳喳的乳名
满街筒回荡着
从南到北，从春到冬

我我和和我我的的邻邻居居们们
□李三军

俗话说“千金买房、万金
买邻”，相比孟母三迁，我们单
元的邻居们可幸运多了。

十年前我们陆续搬进三
庆花园，开始大家不很熟悉，
但表情都十分亲切，好似前世
有缘。

一向喜欢交友的我选个周
末，召集各家户主到小区附近
酒店一聚。真不错，我们单元总
共十户、实到十人，可谓十全十
美呀！两杯酒下肚大家都熟悉
了，有的有着共同的朋友，有的
有着共同的母校，有的有着共
同的老家。

大家介绍了各自的家庭
状况，交换了联系方式，当场
确定了以后每年最少聚会两
次，时间定在元宵节和中秋节
前后，大家轮流坐庄，像举办
奥运会一样，先申请后通过。

精明干练的202住户金先
生被推举为秘书长。在以后的
十年中，我们的秘书长确实尽
职尽责、不负众望。单元门坏
了，他联系厂家维修；下水道

堵了，他找物业疏通；暖气管
道漏水，他不畏严寒跑前跑
后，和施工人员研究方案；谁
家结婚添子了，谁家参军升学
了，他组织大家，人到礼到、助
兴捧场；谁家老人过世了，一
般在农村老家举行仪式，他都
亲自开车买上花圈带着大伙
到灵前祭奠，让老家的人看
看，谁说住进高楼的人们缺乏
人情味。

看到秘书长为大家操心受
累，天长日久，不知打了多少电
话耗费多少汽油，大家要给他
凑点费用，他坚决推辞说，“为
了整个楼道的舒适和谐，咱们
大家不都在加油么！”更令大家
放心的是，他虽然年轻，但却是
老工商了，查黑打假是老本行，
有他在我们大家天天都过

“3 .15”。
提到暖气管道维修，大家

对2 0 1室的薄大叔都心存感
激。毕竟十来年的小区了，有
的管道开始老化。去年正值大
冷那几天，小区好几处管道发
生漏水。旁边楼上住户都不愿
意把自家的地下室刨开进行

管道更新，维修人员只好从单
元门口输入管道，多出好几个
转弯，增加了施工难度，增加
了施工成本，当然也延长了大
家挨冻的时间，并且为以后的
进出楼道带来障碍。薄大叔听
完施工人员的分析，马上要求
从自家地下室施工，只要早点
修好管道，少让大伙挨冻，怎
么折腾都行。施工人员感动异
常，这将大大降低施工难度，
越是寒冷的天气，抢修人员越
是忙得要命。像这样好商量的
业主，他们好久没遇到了。

虽然对大伙非常慷慨，父
子俩都是银行职员，日子过得
挺殷实，但对自己却十分勤俭。

记得一天我起床晚了，由
车库往外开车时，一手接着电
话，一手转动方向盘，不小心
把旁边薄家车库的卷帘门碰
得凹进去一个大坑，我赶忙告
知在济南上班的小薄，电话那
头小薄高兴地说：“太好了大
哥，我早想换个电动门，老爸
一直舍不得，这样好了，我回
去换新的，谢谢你啦！”可晚上
回来一看，薄大叔找来工具，

花了大半天功夫，一点点把门
修好了。终究没能换新的。

在全县“感动济阳人物”表
彰大会上，在获奖人行列中，我
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我们
五楼的律女士。她是一位普通
的出租车司机，老公是驾校教
练，两人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
虽说吃穿不愁，但抚养两个儿
子潜在的负担确实让夫妻俩感
觉到压力，何况还有常年生病
的老人。即使这样，夫妻俩仍然
兢兢业业工作、快快乐乐生活、
本本分分做人。

前些日子，一个东北客商
来济阳出差，不小心将一个装
有客户资料以及大量现金和
银行卡共计二十多万元的提
包落在律女士的出租车上，当
律女士发现时已经没有客户
的踪影，她马上通过公司和警
察联系到失主，并婉拒了失主
的现金答谢。

家和万事兴，人勤百业
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
和我的邻居们一定会家家和
美平安，人人心想事成！

征集令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

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
日济阳》特开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
包括“我拍我秀”、“济阳地理”、“济阳文
化”、“古城旧事”、“名人轶事”、“澄波湖
畔”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
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
可以是济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
有趣或感人的场景；“济阳地理”主要介
绍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
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

“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济阳名人一些不
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
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
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
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
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
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文
责。

投稿邮箱：qlwbjrjy@163 .com qq群：
229717843

美艳欲滴 邱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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