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一年晒麦时
张店 黄丰年

唯美季节

唯美季节，阳光明媚，有花的灿烂，有

叶的繁茂，有时光风雨，有岁月痕迹。

走在唯美季节里，拈一缕花香，享微

风吹过人间，赏月季红似火，芬芳人世间

的沧桑。停住脚步，伫立花丛，静听风语

花唱。

花开半夏，灿烂如霞。唯美季节，花

香鸟语，染尽烟雨红尘，让你欣赏一朵花

开，聆听一场雨落。

繁华似锦，樱桃吐艳，石榴红火，唯美

季节，看夏花绚丽多姿，听夏夜蛙鸣，尝香

瓜香甜，寻夏雨悠长，花开成景，花落成

诗，正是人间好时节。

张店 杨玉勇

池塘的眼睛
（一)

在马踏湖，池塘旁的柳树到处是，

它习惯纠缠安静的云影。

在春天，它甩出长长的辫子，

去逮一枚完整的水月。

一缕夏风涌动，它穿出绿衣裳，

荷叶荷花与蜻蜓漫舞。

柳絮被风一吹，不见蛤蟆的踪影，

虫类驮着大陆往上走。

苇雀啄开雪花，你的记忆很低能，

苇地里张起绵纸般的蛛网去颂扬甲虫

生存的哲理。

（二)

河水突然猛涨，苇雀从水面腾空而起。

它一会儿盘旋着夕阳，一会儿两只爪子

抓住苇秆停下来，

惊叫不停，这风和水的颜色竟然那么相

似。

麻雀愣在原地，它知道去年收成不好。

炊烟绕到坟头，父亲躺下的地方，风把

大地咬疼了，

尽管上面的土没有少，草也长高了。

离开了池塘边，意味着另一种生活。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通常父母在田地里

劳动，

我却坐在一棵柳树下，捉知了，捉蚂蚱，

找野葡萄。

风停了，一份久违的契约不会再苏醒。

一棵棵柳树与那些落着叶子的树，同一

个姿势，

那种只有你我才能听到听懂的声音，是

回归的错觉。

这个古称少海的官湖，又让我想起奶

奶。

奶奶是患乳腺癌去世的，墓地在一棵大

柳树下，

右边是池塘，后面是荷塘，她活在水晶

宫里。

想念一场烟雨

雨，满足了春天的欲望

缠绵的思念，结集成雨帘

就像一场梦

也许，你去了江南

烟雾里，油纸伞下的丁香

素装里裹着笑靥

朦胧的容颜

在纸墨间渲染

笔流着泪，伴梦一生

写给小溪

缓缓地奔跑在路上

一个理想主义者

没有色彩，没有光芒

快乐着清澈，执着着奔赴

失望人在你的身影里看到希望

远行人在你的歌声里听见光芒

你的明媚是相遇人的春天

春眸里映出每一个人的大海

龙应台在《孩子，你慢慢走》中写道：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

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

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

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人到中年，

对这段话有了更深的感触。

疫情的大背景之下，有儿女在远方上

学的父母，无不牵肠挂肚。女儿远在北国

冰城读书，一个学期才回家一趟。本以为

这次回家，会安稳地呆在家里，与父母一

起度过这个暑假。

她却告诉我们，已经与省城济南一家

规模挺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签下了实习协

议，在家修整几天，就要奔赴泉城。

我沉默许久，说，那就去吧。

我知道，自己正在衰老的路上。无论

认知，无论眼界，已经无法与年轻人相比。

当初，我想让女儿读师范，实现我没

有实现的理想：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

笔写春秋。但女儿心里有名校情结，宁可

远行千里，也要读名校。最终我们妥协了，

女儿等来了冰城某国家重点高校的通知

书，而且所报专业是会计学，与我当初的

愿望风马牛不相及，但女儿乐意，我就只

有送她上学的份了。

第一个假期，女儿参加了淄博市团委

组织的“齐雁归巢”优秀大学生实习计划。

在某政府部门实习一个月，也了解了咱淄

博市的人才引进政策。每每回家，总跟我

谈政府出台的《金政三十七条》，我也高

兴。我趁机做思想工作，既然政府有这么

优厚的政策，何不回来为建设家乡效力

呢？当然，为人父母，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第二个假期，在当地一家知名会计师

事务所实习两个月。因为表现出色，领导

器重，单独谈话，说只要毕业后回来工作，

高薪聘请。我听女儿谈及这些时，不失时

机地说，那当然好，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太

好了。

本以为，这个假期，她会在家休息，或

者到上次实习的会计师事务所实习。没想

到，她却要去济南去实习。

用她的话说，济南的实习单位，规模

更大，层次更高，实习中会学习到更多东

西，眼界会更宽。

我有许多不舍。虽然实习单位提供宿

舍和午餐，毕竟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要只身

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的人群。

但想到老鹰在悬崖峭壁上，教雏鹰练

习飞翔的场景，内心又有些释然。

几天之后，高铁站上，又可坦然远望

女儿离去的背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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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台 巩本勇

桓台 胡华业

斯卡布罗集市的爱情
淄川 孙德喜

日落之时，我在沿河路上慢跑，驮着

一抹夕阳的影子，听一首曲子，瞬间被击

中，被震撼。

《斯卡布罗集市》作为 20世纪六十

年代最受美国大学生喜欢的电影《毕业

生》插曲，曾被那一代人特别是青年学生

视为至爱，让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甘愿迷

失在它淡淡的忧伤里，经典在一颗又一

颗，易于感动的心上。

曲调凄美婉转，轻快中含有一丝凄

迷的旋律从曲子中缓缓流淌，势不可挡

直抵灵魂。攻城掠地般一点一点俘虏你，

我索性坐下来，路边一丁点儿的泥土也

不碍事，只为在这样的黄昏底下静静聆

听。我随之尽情吟唱，我才不管那些行人

投来的异样目光呢！那一瞬间，我恍惚看

到，夕阳把碎碎的金粉散了一地，有林间

山泉，潺潺而下。有一袭清风拂过，有山

花在静静地开。风拂过田野，风中飘来鼠

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的馥郁芬芳。

音乐背后的故事，更让人惆怅。这是

五十年代的欧洲，英格兰的一个小镇，一

个叫斯卡布罗集市的地方。

在这里，一个青年和一个美丽的姑

娘相恋了。他们对望的眼神交换着彼此

的温暖。他们手挽着手，在山林奔跑，在

杂草绿树中品尝探谷寻溪的快乐，喝着

清清的泉水，啜一口芬芳的花蜜，累了，

就在顽石软草间席地而坐，唱起属于他

们两人的情歌，歌声中流淌着甜蜜的向

往。

后来战争爆发，他去了前线，她留在

后方，他们被迫分离。在那个滚滚硝烟之

中，他却不幸战死在了异乡。身在异乡的

他，被孤独地掩埋进凄凉的乱坟冢。

孤魂缥缈，无所寄从，青年孤独的灵

魂四处游荡，飘荡在森林，田野和路边。

可是，他再也回不到心爱的人身边，他只

能一日日地站在通往斯卡布罗集市那条

路的路口，对每一个过往的行人一遍一

遍凄凄地唱———你要去斯卡布罗集市

吗？那里有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还

有我最心爱的姑娘，如果你见到她，请转

告她，我非常非常想念她……

乐曲委婉纤细，是不堪重负的荒野

小草，风能读懂他心中的爱吗？战火无

情，男孩在纷飞的炮火中死去，可怜家中

的一颗芳心，还在空怀等待，任相思如野

草般肆意疯长。

世间最痛的爱情，莫过于再也等不

回那个至爱的人。那些甜蜜的许诺在风

中飘散，无遮无挡地吹啊吹，吹得人的骨

头里都浸满瑟瑟的孤独。

他们曾经以为，天长地久的长相厮

守就在眼前，然而却偏偏生死两茫茫，花

前月下的美好不再，执手相望的幸福也

已随斯人远去。

我一遍遍地听，浸泡在天籁一般的

旋律里，夜色正慢慢地被忧伤泊满。我的

心也在不知不觉中沉沦，迷失在斯卡布

罗集市小镇上，我仿佛走进了那个充满

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的世界。那一朵

一朵浅浅的芳华，在风中摇曳。那里的鼠

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依旧还在，只是姑

娘再也等不到她心爱的人了，满目芳华

里，有谁听见了她的低泣？

远望背影不必追
临淄 齐汉

张店 冷月清辉

“人生如棋，棋如人生”。围棋我不精

通，也不太喜欢，但对围棋棋语本手，妙

手，俗手，仍有浅薄认知。

我所在的企业，是淄博一家氟材料

生产企业。企业自建厂之日起，就立足氟

化工材料的生产与研发，努力打造氟化

工产业链。历经 35年的艰苦创业，遭受

到社会的歧视以及行业的嘲笑，说什么

“他们还搞氟化工，简直就是不自量力。”

他们顶住来自于各个方面的流言蜚语，

从最基础的原材料制作抓起，一步一个

脚印，做最好的“本手”，如今已经建成亚

洲最大的氟硅材料产业园区, 并成功登

入香港上市。人生如棋，企业管理也应该

是这样。

在企业的发展中，他们追求卓越，自

强不息。怀着一颗科技报国的梦想，在离

子膜原料的研发方面，历经艰辛，八年磨

一剑，做企业发展的“妙手”。整合集团一

切资源，加大研发投入，打破国际垄断，

攻克这一世界难题，产出了合格产品，为

离子膜实现产业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使

我国的膜材料走在了世界前列。“破茧成

蝶离子膜，为国争光”。董事长的一番话，

充分概括了企业的发展管理也要做一个

有创造力的“妙手”。

企业的发展是跟竞争对手的博弈。

新时期，新时代，他们自主研发，行稳致

远，全面推行卓越绩效管理模式，通过绩

效考核体系对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

明确和落实。在质量方面，改变了只重视

考核的管理模式，突出了目标设定、监督

检查、绩效反馈、双向沟通、改进提高等

具体环节，加强了公司质量目标的推进，

效果显著。最近荣获淄博市质量领军企

业称号，是桓台县唯一一家获得这项殊

荣的企业，令市场浪潮中的那些“俗手”

刮目相看。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做企业是

这样，我想，做人更是这样。

本手妙手 俗手
———2022 高考作文

桓台 胡华业

蚕老一时，麦熟一晌；争丝夺麦；有钱

难买五月旱；抢晴天，战阴天。这些人们耳

熟能详的民谚俗语已成了老年人的回忆。

我曾长期生长在咱淄博南部山区，更熟知

我们那里小麦是割夏至，较北方平原地区

晚一个节气，而现在五十以下的青壮年不

是进城创业，就是在外面打工，全然没有

职业农民了。所以农村山区几乎没有种麦

子的了，自然就没有了那男女老少争丝夺

麦一说。可现在六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

不种麦子了，但对麦子还有不舍的情愫。

尤其是现在吃的馒头，在面粉加工和蒸馒

头时，又加了名目繁多的添加剂，虽然看

上去又大又白，但全然没有了过去自己种

麦，加工面粉蒸馒头时的味道了。过去谁

家蒸了馒头，人们在他家门前路过就闻到

出锅的香味了，会情不自禁地说：“谁家又

蒸馒头了。”这馒头的香味飘出厨房，飘出

院子，飘散到大街小巷。所以那时一家蒸

馒头，大家都闻馒头香。

失去了才感到珍贵，现在虽然绝大都

不种麦子了，可是又想到还是自己种麦子

蒸的馒头香，于是在劳作之余，在自己的

责任田里专门种上一小片麦子，明知种麦

子是赔钱，但是为了吃上原汁原味的馒

头，便不再算真账，自己种的，吃着放心。

于是有的人家特别是六十多岁的老年人

不惜费力种上了麦子，期盼有个好收成，

全当不失去种麦的传统。

芒种过后，这天骄阳似火，我回博山

老家办理老房子确权之事，我下了公交车

便径直奔向目的地，才感到真正到了麦收

天，这时硬化的道路一旁有位老人在躬着

腰翻晒麦子。我很惊奇，也很高兴，便上去

想和他聊聊，一看是我的一位乡邻长兄，

我便亲热的问他：“二哥，这是您的麦子

吗？”“是啊，你又回家了。”“是啊，您现在

还种麦子吗？”他说：“我这把年纪了，外出

打工也没人要了。再说，现在吃的馒头全

然没有过去馒头的滋味了。咱过去自己种

麦子时馒头的香味你也知道，这不，在自

己的田里种了二百多平方。前几天割了，

值不得找机器脱粒，再说也找不到专门脱

粒得了，就是找到也不够脱粒的钱。我便

用碌碡打了打。”

“今天天好，我这不晒晒就可以磨面，

吃自己种的麦子做的馒头了。”我弯下腰，

抓起一小吧，吹了吹，看到麦粒饱鼓鼓的。

小心地拿起两粒放到嘴里轻轻地咀嚼，很

香很黏，还是老味道，又找到了过去生产

队麦收季节收麦，运麦，脱粒，晒麦粒的感

觉了。这时，这位老哥又平静地对我说：

“这搁着过去二十多年前全村家家户户、

庄里河边、田间地头都响起脱粒机的轰鸣

声，更不用说人民公社化的生产队时期，

那真是争丝夺麦，人人都投入到‘三夏’的

战斗中。”

“那个时候最怕下雨，盼望晴天，有钱

难买五月旱啊。那时除了晒新麦之外，还

要将家里存的麦子倒缸翻晒，一家一两千

斤麦子也得晒好几天。现在却不一样了，

麦子几乎没有种的了，年轻人都不会种地

了，更不用说叫他们顶着烈日去收麦脱粒

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他脸上略带酸

涩地说：“我种了二百多平方，也就打个一

二百斤，自己吃。现在麦子贵点了，听说到

了一块四五一斤。这么个价钱也是赔本

啊，咱自己吃就不算这个账了，只要能吃

上咱过去自己种麦时的馒头，就很高兴

了。我这把年纪了，再过几年坡里也去不

了了，不用说种麦子，就是叫去拿钱也去

不了了。”我一听也是，他已经是七十多岁

的人了，日月催人老啊，我握住他那干瘪

而又粗糙的手说：“大哥，不耽误你晒麦

子，趁着好天，晒好就收拾了。”他高兴地

说：“就这一点点好办，就是来了雨，也就

很快收拾起来了，不像过去你在家时场

院、公路、大家小巷，房顶磨盘到处都晒着

麦子，那时就怕下雨……”

我告别了这位兄长，又回头看了看他

弯着腰在精心翻晒麦子的身影，使我想了

很多很多。

又是一年麦收季，又是一年晒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