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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载载··
（中篇小说）

树 王
阿城

大家兴致来了，都说合力来砍，不
去计较工时，又公推由我负责磨刀，我
自然答应下来，于是扛了四把砍刀，返
身下山，回到队上。

狠狠地磨了三把刀，已近中午。
正在磨第四把，忽然觉得有影子罩住
我。抬头看时，是肖疙瘩双手抱了肩
膀立在一边。见我停下，他弯下身去
拾起一把磨好的刀，将右手拇指在锋
上慢慢移一下，又端枪一样将刀平着
瞄一瞄，点一点头，蹲下来，看看石头，
问：“你会磨刀？”我自然得意，也将手
中的刀举起微微晃一晃，说：“凑合。”
肖疙瘩不说话，拿起一把磨好的刀，看
到近旁有一截树桩，走过去，双手将刀
略略一举，嗖地一下砍进去，又将右肩
缩紧，刀便拔出来。肖疙瘩举起刀看

一看刃，又只用右手一抡，刀便又砍进
树桩，他松了手，招呼我说：“你拔下来
看刃。”我有些不解，但还是过去用双
手将刀拔出。看刃时，吃了一惊，原来
刃口小有损缺。肖疙瘩将手掌伸直，
说：“直直地砍进去，直直地拔出来，刃
便不会缺。这刀的钢火脆，你用力歪
了，刃便会缺，于是要再磨。这等于是
不会磨刀。”我有些不舒服，便说：“肖
疙瘩，你什么时候剃胡子？”肖疙瘩不
由摸摸下巴，说：“早呢。”我说：“这四
把刀任你拿一把，若刮胡子痛了，我这
左手由你切了去。右手嘛，我还要写
字。”肖疙瘩用眼睛笑笑，撩一些水在
石头上面，拿一把刀来磨，只十几下，
便用手将刀上的水抹去，又提刀走到
树桩前面，招呼我说：“你在这里砍上
一刀。”说着用手在刚才砍的地方下面
半尺左右处一比。我走过去，接过刀，
用力砍一下，不料刀刚一停，半尺长的

一块木片便飞起来，在空中翻了一个
跟斗，白晃晃地落在地上。自砍树以
来，我从来没有两刀便能砍下这么大
一块木头，高兴了，又两刀砍下一大块
来。肖疙瘩摩一摩手，说：“你望一下
刃。”我将刀举到眼前，刃无损缺，却发
现刃的一侧被磨了不宽的一个面。我
有些省悟，便点点头。肖疙瘩又将双
手伸直合在一起，说：“薄薄的刃，当然
快，不消说。”他再将手掌底沿连在一
起，将上面分开，做成角形，说：“角子
砍进去，向两边挤。树片能下来，便是
挤下来的。即便刀有些晃，角子刃不
会损。你要剃头吗？刃也还是快。”我
笑了，说：“痛就砍你右手。”肖疙瘩仍
用眼睛笑一笑，说：“好狠。”

我高兴了，说：“我这刀切菜最好
了。”肖疙瘩说：“山上有菜吗？”我说：

“反正不管怎么说，在快这一点上，你
承认不承认我磨得好？”肖疙瘩想一

想，不说话，伸手从腰后抽出一柄不长
的刀来递给我。我拿过来，发现刀木
把上还连着一条细皮绳，另一端系在
身后。我问：“刀连着绳干什么？”肖疙
瘩说：“你看看刃我再告诉你。”我将刀
端起来一看，这刀原来是双面刃的，一
面的刃很薄，一面的刃却像他刚才磨
的样子。整个刀被磨得如电镀一般，
刃面平平展展，我的脸映在上面，几乎
不走样。我心下明白，刃面磨到这般
宽而且平，我的功力还赶不上。再细
看时，刃面上又有隐隐的一道细纹，我
说：“你包了钢了？”肖疙瘩点点头，说：

“用弹簧钢包的，韧得很。”我将拇指在
刃上轻轻一移，有些发涩，知道刃已吃
住皮，不禁赞叹说：“老肖，这把刀卖给
我了！”于是抬头认真地看着肖疙瘩。
肖疙瘩又笑了，我忽然发现有些异
样。原来肖疙瘩的上唇很紧，平时看
不出来，一笑，上唇不动，只两片脸肉

扯开，慢慢将嘴唇抻得很薄。我说：
“老肖，你的嘴动过手术吗？”肖疙瘩还
未笑完，就几乎嘴唇不动地说：“我这
嘴磕破过，动了手术，就紧了。”我说：

“怎么磕得这么厉害？”肖疙瘩不笑了，
声音清楚了许多，说：“爬崖头。”我想
起他当过兵，就问：“侦察？”他望望我，
说：“哪个说？”我说：“六爪。”他有些
慌：“小狗日的！他还说些哪样？”我
说：“怎么了？就说当侦察兵呀。”他想
了想，看了看手，伸给我一只，说：“苦
得很，你摸摸，苦得很，大比武，苦得
很。”我摸一摸肖疙瘩的手。这手极
硬，若在黑暗中触到，认为是手的可能
性极小。而且这手的指头短而粗。肖
疙瘩将手背翻过来，指甲极小，背上的
肉也如一层石壳。肖疙瘩再将手拳起
来，指关节便挤得颜色有些发浅。我
推一推这拳头，心中一颤，不敢做声。

肖疙瘩忽然将两条胳膊伸直压在
腿旁，全身挺直，一动不动，下巴收紧，
几乎贴住脖子。又将腿直直地迈开向
前走了两步，一碰脚跟，立定，把下巴伸
出去，声音很怪而且短促，吼道：“是！
出列！”两只眼睛，只有方向而无目标，
吼完又将下巴贴回脖子。我木木地看
着他，又见他全身一软，额头的光也收
回去，眼睛细了，怪怪地笑着，却非常好
看，说：“怎么样？正规训练！”我也兴奋

了，说：“训练什么？”肖疙瘩将右手打在
左掌上：“哪！擒拿，攀登，击拳！射击，
用匕首。”我想象不出肖疙瘩会将脚跳
来跳去地打拳，就说：“你拳打得好？”肖
疙瘩看一下我，不说话，用左掌紧紧地
推右拳，忽然蹲下去，同时将右拳平举
过肩。待完全蹲下去时的一刹那，右拳
也砸在磨刀的石头上，并不叫，站起来，
指一下石头。我一看，不由得下巴松
了，原来这石头断裂成两半。我拉过肖
疙瘩的右手，沉甸甸的在手上察看，却
不能发现痕迹。肖疙瘩抽回手，比出食
指与中指，说：“要连打二十块。”我说：

“到底是解放军。”肖疙瘩用手揉一下鼻
子，说：“走，到我家去，另拿一块好石头
你磨刀。”

我于是随肖疙瘩到他的草房去。
到了，进去，房里很暗，肖疙瘩跪在地
上探身到床底，抻出一块方石，又探身
向床底寻了一会儿，忽然大叫：“六
爪！”门口的小草棚里响动了一下，我
回身一看，六爪已经赤脚蹿了进来，
问：“整哪样！”肖疙瘩跪在地上，问：

“那块青石呢？找来给叔叔磨刀。”六
爪看一看我，眯起一只眼睛，用手招
招，示意我凑近。我弯下腰，将脸移近
他。他将手括在嘴上，悄悄地问：“有
糖么？”我直起身，说：“没有了，明天去
买来给你。”

沿海风
YAN HAI FENG

农时二十四节气之第九节气——
芒种。今年芒种节气在6月5日。从字
面上说，“芒”是指麦类等有芒作物收
获；“种”是指谷黍类作物播种。《月令七
十二候集解》：“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
可稼种矣。”意指大麦、小麦等有芒作物
种子已经成熟，抢收十分急迫。对于晚
谷、黍、稷等夏播作物，此时也正是播种
最忙的季节，故又称“忙种”。

“春争日，夏争时”，“争时”即指这
个时节的收种农忙，人们常说“三夏”大
忙季节，即指忙于夏收、夏种和春播作
物的夏管。对中国大部分地区来说，芒
种一到，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
物要下地，春种的庄稼要管理，收、种、
管交叉，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长江流
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
种豆不让晌”，真是“芒种芒种，样样都
忙，农民忙得不亦乐乎。”

时至芒种，四川盆地麦收季节已经
过去，中稻、红苕移栽接近尾声。大部
地区中稻进入返青阶段，秧苗嫩绿，一
派生机。“东风染尽三千顷，折鹭飞来无
处停”的诗句，生动的描绘了这时田野
的秀丽景色。陕西、甘肃、宁夏是“芒种
忙忙种，夏至谷怀胎”。广东是“芒种下
种、大暑莳（莳指移栽植物）”。江西是

“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
出”。贵州是“芒种不种，再种无用”。
福建是“芒种边，好种籼，芒种过，好种

糯”。江苏是“芒种插得是个宝，夏至插
得是根草”。山西是“芒种芒种，样样都
种”，“芒种糜子急种谷”。四川、陕西是

“芒种前，忙种田，芒种后，忙种豆”……
南宋·陆游《时雨》：“时雨及芒种，

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
长。老我成惰农，永日付竹床。衰发短
不栉，爱此一雨凉。庭木集奇声，架藤
发幽香。莺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即
今幸无事，际海皆农桑。野老固不穷，
击壤歌虞唐”。

宋朝著名诗人范成大的《芒种后积
雨骤冷》：“梅霖倾泻九河翻，百渎交流
海面宽。良苦吴农田下湿，年年披絮播
秧寒。”绘出了阴雨连绵不止，河满沟
平，农夫冒着寒冷身披棉絮插秧忙的画
面。

芒种后，中国华南东南季风雨带
稳定，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时节，
长江中下游地区先后进入梅雨季节，
雨日多，雨量大，日照少，有时还伴有
低温。芒种时节，水稻、棉花等农作

物生长旺盛，需水量多，适中的梅雨
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梅雨过迟或梅
雨过少甚至“空梅”的年份作物，会受
到干旱的威胁。但若梅雨过早，雨日
过多，长期阴雨寡照，对农业生产也
有不良影响，尤其是梅雨期间雨量过
于集中或暴雨还会造成洪涝灾害。

“圩田好作，五月（农历）难过”的民间
农谚体现了在抗灾能力极低的旧社会

农民对梅雨成灾的忧虑。在“样样都
忙”的芒种之时，防汛抗灾工作千万
不可放松。

然而我们久居城市，已感受不到田
野里的忙碌景象，这个时候，还得去郊
外走一走，看一看秧苗碧绿，一派生机，
体验一下“东风染尽三千顷，折鹭飞来
无处停”的忙碌场景，补上人生必备一
课。

古时候，“芒种”节气，民间还有风
雅之事：那就是祭饯花神。《红楼梦》第
二十七回中写过，“尚古风俗：凡交芒种
节的这日，都要摆设各色礼物，祭饯花
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
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民间有句俗
语叫做：“芒种蝶仔讨无食。”意思是到
了芒种，百花开败，蝴蝶没有花粉可采
了。所以，芒种时节，要送别百花，期待
来年春天。《红楼梦》记着，大观园里的
女孩子都齐集饯行花神，充满了浪漫与
欢喜，可是发生了许多不和谐的事情。
其中就有宝黛葬花，黛玉吟《葬花吟》。
脂砚斋主人有一个经典的评语是：“《葬
花吟》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故用
在饯花日诸艳毕集之期。”也就是说，

《葬花吟》是万艳同悲，千红一哭的开
始。大观园中的众女儿最后的结果都
是归源——沁水，整一个大观园就是一
个葬花之地。《红楼梦》有“冷月葬花魂”
之句，是因为黛玉就是大观园中的花
魂，她饯别花神，并吟出千古绝唱的葬
花词：“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
怜？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
丧？……”。感叹好花不常开，好景不
常在，人要看透自己，人生在世，不会一
帆风顺的！

芒 种 忙 种 悟 人 生

我喜欢绿色，因为绿色象征着生
命、希望、生机，更因为我曾穿过绿色军
装，曾经是守望和平的共和国士兵。

一个多月前，经过精心准备，以“永
远的真情，美好的回忆”为主题的“情怀
烟墩首届战友联谊会”在安徽南陵举
行。100多名战友代表从祖国各地，汇
集到南陵。

悠悠数十载，恰似弹指瞬间。当年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如今皓首重逢，欣
慰与喜悦交织。大声呼喊战友的名字，
热情的拥抱久久不能放松。我们虽分
别数十年，却能记住彼此的姓名，记住
彼此的容貌，记住彼此的声音……这是
因为我们曾同在一个锅里吃饭，同在一
个训练场上争先，同在一个哨位上站
岗；我们熟悉彼此的喘息声，熟悉彼此
酣畅的呼噜声，熟悉彼此的后背……英
俊的笑脸，挺拔的军姿，关切的话语，早
已刻在彼此的心里。

聆听分别 36年的老指导员陈洪湘
话语，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政治教育课，
只是此时感到更亲切，更有一番滋味；
聆听老营长刘樟根铿锵有力的致辞，好
像回到了当年全营会操的大操场上，只
是此时感到没有当年那么严厉，变得和
蔼可亲了。茶话会开饭前，当老营长带
着我们唱起那首伴随我们半生、脍炙人
口的“我是一个兵”歌曲时，我犹如回到
了老连队。

我们期盼这一刻，实在是太久了。

但我们毕竟等到了，是幸福的。还有一
些战友，他们没能等到，带着遗憾离开
了我们。在此，我由衷地感谢以李正国
战友为组长的情怀烟墩首届战友联谊
会筹备组，并深切缅怀已故的战友。我
还要感谢五连张志安排长，是他的身体
力行改变了我的决定，没有造成遗憾。

按照会务的安排，我们还来到烟墩
二营当年的驻地。事过境迁，物是人
非。这里已改造成芜湖市的一所社会
敬老院了。

看着被植物覆盖失去原貌的大操
场，我想到自己就在这个操场上，第一
次参加全营会操时，得到了刘樟根营长
的点名表扬；望着已改造的水库，我想
起当年我这个“旱鸭子”为学会游泳，夏
天放弃午休，在河南禹县老兵王海江和
老乡李春的陪练下学会了游泳。山脚
下的靶场，勾起我许多的回忆。在这
里，我第一次实弹射击，以五发子弹四
十九环，赢得了连嘉奖，这是我从军的
第一个嘉奖。

我们情念烟墩，这里培养了我们的
军人的血性，磨炼了我们军人的意志，
铸造了我们军人的气魄。

我们情系烟墩，这里的土地中有我
们的气味在散发；大山中有我们的声音
在回荡，山溪里有我们的血液在流动。

我们情怀烟墩，因为这里有我们百
听不厌的军号，常唱不衰的军歌，永远
不变的军魂。

情怀烟墩

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在
农村读完小学、初中、高中。中考、高
考，都参加了两次，一次是预考，一次是
正式的中考或高考。记忆中，这四次考
试，确实是人生中的大考。每次考试，
都要从乡下赶到城里考试。对于农村
孩子来说，到城市里有点懵，一切都是
那么新奇，一切都是那么迷离。

高考前夕，正是农村收麦插秧的时
节，也是端午节临近之时，母亲匆匆忙
忙中裹了一些粽子，用井水浸泡着，防
止变质。这些粽子，一方面是对我考试
时的祝愿，预祝一举高中；另一方面，也
是他们农忙时节带到田间地头，代为充
饥的干粮。他们抢收抢种，忙碌中根本
无暇煮饭，也无暇关注、关心我的考

试。我像大多数农村散养的孩子那样，
一切都靠自己打理。而高考，那时还是
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那年的高考，
除了闷热，更有暴风雨的煎熬。

那年，父辈们承包的鱼塘也“水漫
金山寺”了，鱼儿跑得无影无踪。父母
根本无暇过问我高考的状况，整天忙于
加固圩堤，筑坝拦水，抗洪排涝。

我们都说那是“黑色的七月”。高
考前夕，我们学校也组织一些誓师动
员。那时，我们的班主任除了动员大
家铆足劲冲刺外，还做了一件重要的
事情，班主任在高考前夕十分宝贵的
时间里，专门安排一个多小时，跟我们
作“榜上无名，脚下有路”的心理疏
导。大家都知道，那时，一所农村完

中，一个班一年能考一两个大学生，那
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考完试回到家，直接投身到抗洪
排涝之中。而后，开始找工作。父亲
说，考不上的话，再复读一年吧。

我到乡教育办公室查分，并咨询高
考复读政策。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
说，今年不允许任何学校收高三复读生
插班，高考复习班也严令禁止。我一脸
沮丧。

那位干部倒也是个热心人，他拍拍
我的肩，安慰我说，小伙子，我们乡村联
办初中差一名语文老师，我看你语文成
绩还行，去代课吧。可以边代课边复
习，或许还有参加高考的机会。

冲动中，我走上代课老师之路，也
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充满曲折和坎坷
的人生之路。如今，人到中年，回望过
往，发现人生就是一场场考试，就是一
道道选择题，高考仅仅是走上人生之路
的新起点。无论成败得失，都是一种历
练。

那年高考

你又开始寻找了
邂逅每一处萌芽
光总是柔和又刺眼地抚摸
你说，每一处都是新生
因为，是春天
一个离梦想最近的季节
带上锄头与种子
找一块理想的土地
埋下一颗心愿
你说，来年就能拥抱果实
因为有梦想就能够开花
我有一个梦想
播下一粒种子，然后开花
开出花朵，开出太阳
照耀，温暖

梦想开花

去远方的国
开启一段期盼已久的旅程
不求结果，只为心境
或许带着目的前往，或许没有
放下心灵的羁绊
放缓前行的脚步
不必寻人问津
一切感触用心体味
淡忘旅行的目的，去发现
沿途鲜花处处盛开
天空有飞鸟掠过
途遇温暖以待的路人
只要心怀期待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放松心灵，放慢脚步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在路上

■晓茵

■燕飞

■孙宏连

■陈进

■王洪武

■广荣

一只青蛙蹲伏在蕴秀亭旁
打磨声音的发簪
遥远从远方吹来
掀动书卷的裙
嘀嗒的声响一刻不停
却驻足在六月七号的赛马场
蓦地想起距离上次落笔
已跨过一年的河
整整一个下午
我画不好一条
细细的
时间的皱纹

夏 事

■慧敏

居家大院后门通向一条小街，街旁
正常有个守摊的奶奶，姓吴，七十有
三。主做蛋饼，顺带卖些豆浆饮料茶水
等小吃。

好久不从后门进出了。这天，我
因事路过这里。只见吴奶奶摊子前挤
满了顾客。老人麻利地边做蛋饼，边
捧起手机捣捣戳戳。一张张蛋饼被食
客笑嘻嘻地拿走了，未见老人收一分
钱。我好诧异，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经询问得知，原来吴奶奶也玩起了“网
上收款”。

老人摊儿对面就是一所中学，光顾
她摊儿的大多是一些中学生。这些孩
子既新潮又热情，他们见老人做生意还
一个个传纸钱，数钢镚儿，连喊“太落后
了！”建议赶快改用手机微信结账。

莫看蛋饼奶奶已一大把年纪，思
想可开放、上进心可强呢，她不惜买
来一部智能手机，让学生手把手地教
她，闲下来便一遍遍地捣鼓，回家也
经常摸索大半夜。功夫不负有心人，
老人终于很快学会了手机上网、看新
闻、听歌曲、玩微信。特别是这“吃饭
本领”的微信结账，更是滚瓜烂熟，手
到擒来。一段时间下来，她手机微信
通讯录上即多了上百个人，这些可算
都是她的老客户，来消费的只要在自

己手机上轻轻一点，她即可收红包
了。

“这智能手机真像个‘智人’，聪明
透顶哩！”吴奶奶一个劲地夸赞：过去货
币交往，钱多了，放口袋里不安全，钢镚
儿易掉，小商品，找零又烦又难。做小
吃生意的，经常摸钱也不卫生，还存有
假币风险。现在好了，手机结账，安全、
快捷、方便、卫生。真是：新时代，新事
多，老人也赶上这新潮，心中实在乐呵
呵。

蛋饼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