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黄杏黄
临淄 王秀玲

五月下旬，突然而起的南风热烈地吹

动着大地上的一切，它热情而有力量，漫

过无边的原野，把如浪翻滚的麦子染成黄

金一样明亮的颜色，当它摇动窗外的杏

树，翻卷碧绿的树叶，黄澄澄的麦黄杏便

再也藏匿不住了。

当熟悉的味道丝丝缕缕送入窗内，很

快充盈整个房间，一些久远的往事闻风而

起，一点点漫上心头，恍惚之间，好似一切

都不曾走远，人和事，静默在时光深处，无

限慈祥地望向我。

小时候，我经常住姥姥家。姥姥家有

前院、后院。后院敞亮，一排五间北屋，东

边两间住着姥姥、姥爷和尚未出嫁的小

姨，西面三间住着已成家的舅舅一家人。

后院中央并排栽有两棵梧桐树，树冠硕

大，遮天蔽日，树干两抱粗，小孩子常常两

个人手拉手，张开怀抱合抱着游戏。

隔一道圆门，出来是前院，前院略窄

小些，只有一间小屋，住着太姥姥。院子西

边有一棵杏树，碗口粗，到了春天，郁郁葱

葱、枝繁叶茂，麦子黄熟的时候，树上的杏

子就熟了，累累缀在枝叶间。

太姥姥告诉我，这是麦黄杏。熟透的

麦黄杏，大小如鸡蛋，鲜亮的橙黄中透着

诱人的红，拿手轻轻用力很容易掰开，果

肉与果核干干净净分离，咬一口，软甜可

口，没有一丝酸头，是炎炎夏日里上市比

较早的水果。

太姥姥的屋门平时虚掩着，我推门进

去，屋里有些许昏暗，太姥姥像《哈利·波

特》里的魔法师，神奇地从角落里变出一

块桃酥，有时是两块糖，有时是一小把花

生，笑眯眯地递给我。中秋佳节，儿女孝敬

她的月饼，她不舍得吃，悄悄留起来，分给

小孩子们。等我去的时候，她也笑呵呵拿

给我一个，撕开已经被油洇透的包装纸，

看我狼吞虎咽地吃完。

我上学后，便不能经常去姥姥家了。

有一天，临近中午时，太姥姥来了，带来一

篮子橙黄熟透的麦黄杏。我一下子吃了四

五个，好吃得不得了。午饭后，母亲烧了一

壶热水，一圈圈解开太姥姥长长的裹脚

布，一边给太姥姥泡脚、揉脚，一边嗔怪她

不该一个人提这么重一篮子杏走这么老

远的路。太姥姥呢，只是冲着我笑，眼睛迷

成窄窄的一条缝。

太姥姥真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听母

亲说，我出生那年，有一阵子家里快揭不

开锅了，太姥姥不知怎么知道了，背上一

袋子面，挪着小脚，走了六七里路，送到家

里来。说这些的时候，我分明看见母亲眼

睛里落了蒙蒙细雨。

太姥姥亲近母亲，亲近我，然而，她却

不是我的亲太姥姥，不是母亲的亲奶奶。

太姥姥是续弦，一生没有生育，然而，她待

儿孙辈们都如亲生。以至，太姥姥的不幸

离世，使全家人陷在无处倾诉的悲伤里，

很久都不能够释怀。那个冬天似乎出奇的

冷，夜晚也尤其漫长。天亮后，姥爷发现前

院上空烟雾缭绕，踉跄着推开烧得发黑的

屋门，太姥姥蜷缩在炕上，整个人已经焦

黑枯干，煤油灯歪倒在地……

有人报了警，警察来了，又走了。各种

流言蜚语传出来。

母亲从姥姥家回来后，嗓子都哭哑

了，好几天说不出来话。

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知道了：人生中，

有些伤看不见伤口，有些痛无从诉说。甚

至，水落石出的真相都需要交由时间来慢

慢裁定。

时光荏苒，一晃四十年过去了。姥爷、

姥姥已相继离世，那个寄托了我童年无限

喜乐的院子早已不复存在。两棵梧桐树锯

掉做了家具，那棵多年的杏树，在太姥姥

离开的第二年春天没有如期醒来，永远留

在了那个寒风吹彻的冬夜。

只是，每年夏天南风起时，当越来越

浓郁的麦香窜进村庄的大街小巷，母亲总

不免会幽幽地念叨一句：“麦黄杏黄了，真

香。”于是，我的眼前会又一次幻化出一个

场景：一个小老太太，挪动着小脚，一步步

走在长长的乡间小路上，右手臂上挎着的

篮子里，盛满橙红黄灿的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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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在熙熙攘攘的早市里，这

一人一车一狗，的确是一道不同寻常且

又再平常不过的风景。

人是靠乞讨为生的乞丐。终日里一

脸的冷漠，是那种见惯了人世间冷冷暖

暖却依然处惊不变的表情。

穿着一身旧了的衣衫，下半身的裤

子也因为残缺着一条腿且经常贴地行走

的缘故，显得既脏又破烂不堪。还算完整

的一条右腿一副伤痕累累的样子，和一

同裸露在晨光里的皮肤一样，闪耀着一

抹古铜色儿的油光。一双拖鞋，右脚一

只，另一只套在右手上做为辅助前行的

工具，左手则拖着身边的小车委蛇前行

着。

车子的前面放置着一个褪了色的红

色的水桶，是供人们施舍零钱用的。如果

你出门忘带零钱了也不要紧，这行李车

的车把上还贴着醒目的二维码呢。二维

码的下边放置着一个黑色的音箱，周而

复始地播放着一首凄婉的歌。

狗是乞丐的狗，是一只普通的家养

柴狗，体形不算大，整日里也是一副无精

打采的样子。它或立于乞丐的前面，左顾

右盼上一会儿，好像在看什么又好像什

么也没看，即便看到人家的宠物狗蹦蹦

跳跳地叫喊着跑过来，也没有过多地慌

张与惊讶。

偶尔有个慈眉善目的老婆婆颤颤巍

巍跑过来，一边口里不停念叨着乞丐的

不幸，一边将手中紧紧捏着的一张拾元

纸币放进红水桶里，换的个面无表情地

点头致谢的同时，那狗子也随之向上翻

翻眼睛摇两下尾巴作罢了。

偶尔有个身体虚胖的老汉气势汹汹

地指着乞丐大喊着，无外乎就是“你生活

困难为什么不去找政府”、“收容所有吃

有喝的你又嫌不自由”、“你在这里只知

哄骗善良人的钱财”等等类似的话语。对

此，乞丐的脸上依然没有半点愠色，和没

听见一样儿继续缓慢前行着，那狗儿也

依旧附和着主人见怪不怪地默不作声。

这乞丐从来不主动讨要任何东西，

和从前抱着你的腿强行讨取的方式不

同，你愿意给就给，不愿意也没有丝毫的

勉强；乞丐的这条狗也从来不扰民，更没

有伤害过往的行人，也是随了自家主人

的习性。

人头攒动的早市里，人们都各自忙

碌着自己的事情。卖菜卖水果的小商贩

们忙着招呼自己的生意，采买者忙着挑

选自己中意的新鲜果蔬卖早点的一刻也

停不下手中的活计儿。

一个经常来早市摆摊卖百合片的小

摊前，几个老女人联合组成一个表演团

队，摊主不断吆喝鼓吹着自己卖品的各

种妙处，另外几个则是相互衬托附和着，

一边照本宣科地说着摊主产品是如何地

好，怂恿着毫不知情的人抓紧购买，一边

又不分优劣地装上一大袋子急匆匆地离

开，但见购买者离去便又悄悄回来将所

装物品一股脑地放下。

开车的上班族无可奈何地被围在道

路中间，偶尔心急地摁几下喇叭，断不了

招惹着路人一阵的白眼，甚至相互不满

地回怼几句，拥挤的情势仍没有一丝地

好转。

倒是这一人一车一狗前进的道路，

一会儿是合了开，一会儿又聚合在一起，

宛如舞台上千手观音的表演一般，慢慢

地融入到那渐白的太阳的光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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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麦穗黄
临淄 李玉军

还清楚记得，去年秋后雨水一场接着

一场，田地里一直湿漉漉的。俗语说，秋分

种麦正宜时。节气早已过去秋分，小麦却

迟迟不能下种，从记事起从没经历过这么

晚播种。麦子在有些寒意的寒露季节之

后，终于播种下地，农人一直悬着的一颗

心终于安放在旷野里。

麦种下地之后，每天早起，都会跑去

田间观察。气温低，出苗较慢，直到十天之

后，才陆陆续续出齐。看着稀稀落落的麦

苗，心里七上八下，对来年的收成有些忐

忑。

冬天终于在鼓荡着暖潮的春风强烈

的攻势之下退出季节的舞台。麦苗在春风

春雨中绽放出一片让人眼前一亮继而怦

然心动的新绿。在疫情肆虐的人世间，这

一抹新绿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给小麦浇

水，适时喷洒矮壮素和叶面肥，适时喷洒

除虫药。在农人精心的呵护下，这黄土地

上的精灵开始疯狂地生长。

人间五月，不及四月的芳菲绚烂万紫

千红，但它却有成熟的黄色。那种黄，用什

么来形容好呢？刚刚吃过酸酸甜甜的杏，

想用杏黄来形容。又觉不妥。这种黄只属

于麦子，是让人感觉每天都在向成熟递进

的黄。早上上班，行过高高的齐都立交桥，

驻足远望，一方一方的麦田由绿泛黄，让

人感慨岁月匆匆季节更替之快。

小满已过。小满过后是玉米套种的季

节。玉米套种之后，是麦田收割前最后一

次浇水。一则为玉米苗能够顺利出齐，二

则为小麦成熟吸收土地中的养分。老农

说，小满过后，麦粒鼓起来了，下一步就是

“上面”了。

离芒种已不足十天。俗语，芒种三天

见麦茬。芒种以后，麦熟一晌。那金黄的麦

浪，随着微风在天地间翩翩起舞，人们陶

醉在丰收的喜悦里。我喜欢驻足田间地

头，望着西边红透半个天空的夕阳，闻着

微风中麦子成熟的气息，听一曲《风吹麦

浪》。

如今的收割，农人只需站在地头支付

收割机的费用，其它的就不用费心了。联

合收割机像一头钢铁的巨兽，在田野里纵

横驰骋。它把一行行熟透的麦子吞进肚子

了咀嚼，然后把金黄的麦粒储藏在背上的

仓里。在地头，打开粮仓门，麦粒的瀑布哗

哗流淌进三轮车的车斗里。三轮车再把麦

子拉进村子，农人开始在太阳底下晾晒。

晒干扬净入仓，农人们就过完麦了。

又到一年麦黄时。我记起小时候跟母

亲学唱的童谣：麦子黄，有余粮，家家户户

馍馍香。馍馍做成大寿桃，爷爷奶奶福寿

长。红顶馍馍送出去，生个娃娃人丁旺。白

面馍馍给先生，娃娃识字进学堂。白面馍

馍乡亲吃，迎来新娘入洞房……

我们古老的民族就是在这种憧憬与

希冀中，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乞丐与狗
张店 赵自鹏

《老人与狗》 作者张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