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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兼

夏日里的蝉鸣，在过完
夏至的某一个午后破空而
来，带给人久违的熟悉感觉，
如同邂逅了过往的某一个夏
天。

那是千万只夏蝉，在岸
边柳树的浓荫里，或在园中
杨树的枝梢上，初听似乎嘈
杂，可是仔细听来，却又是整
齐划一的声调，让人不得不
惊叹“蝉噪林逾静”的精妙。

记得几年前游日本禅寺时，
听到林间的蝉鸣，似乎与中
国的不同，于是便戏言，看来
蝉鸣也是带着地方口音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季节记
忆，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季节，以及对于
某个季节中某一个生活场景的特殊记
忆。于我而言，夏季最让我痴迷的不是
雪糕和西瓜，而是暖风中无所不在的
蝉鸣。每当听到蝉鸣声起，就如同回到
了童年某个刚刚睡醒的午后，如同回
到了某个期盼暑假的小学课堂。如今
人到中年，也依然会在入夏时开始留
意，蝉鸣自何时而起，又至何时而息。

曾看古籍里说，“夏虫不可以语
冰，井蛙不可以语海”，意指无法跟夏
日生死的虫子谈论冰雪，因为它们挨
不到冬天；也无法与视野局限的井蛙
谈论大海，因为它们没有见过。可是仔
细想想，这不过是囿于人的思维得出
的结论。庄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我们无法深入到夏蝉和井蛙的语境
里，又如何能知道夏蝉的乐趣，又如何
知道井蛙的自得呢？

其实，蝉的生命并不短暂，蝉的幼
虫在大树根部的土壤中生存数年乃至
十数年，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们羽化上
树之后，鼓腹齐鸣的那两三个月。不得
不惊叹，蝉一生中数年的蛰伏，似乎都
为了夏日里短暂的鸣唱。那夏日浓荫
里的时光，也许是蝉一生中最美好的
日子。

我们时常悲悯夏蝉生命之短促，

又感慨历史长河之变迁。其
实，无论是人还是其他生命，
都在各自的局限性里努力生
存，都按照自己的维度来观
察世界、理解世界。就好比夏
蝉生息之于人的一生，又好
比人的一生之于人类历史，
乃至人类历史之于宇宙演
化，几个月在数十年面前，数
十年在千万年面前，千万年
在百亿年面前，都不过是弹
指一挥，可是在这样不同长
度的时光里，不同的生命绽
放着属于自己的华彩。

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星球
之上，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生
命逝去，每一天也不断有新

的生命诞生，如此生生不息。古希腊哲
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将世间万物分为有
生有灭和不生不灭两类，作为有生有
灭的生命，如何彰显自身存在的价值，
如何去实现生命应有的目的呢？对于
生命个体而言，既有长度的维度，也有
质量的维度。无论是瞬间一现的昙花，
还是生长千载的松柏，那些绽放过的，
都会是美丽的。

我相信宇宙绝不是毫无目的的存
在，而每一个生命，也一定肩负着某种
使命而来。那些在原野上四处蔓延的
植物、在丛林里努力生存的动物，那些
冒雨劳作的农夫，那些朴实无华的工
人，那些精益求精的科学家……那些
卑微的、高贵的，阴郁的、活泼的，愁苦
的、欢乐的，不同性格、不同际遇的人
们，每一天都在汲取着物质世界的能
量，充盈着精神世界的追求，在这个无
限可能的星球上，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他们努力地行走，无论面对的是
这个世界满满的恶意，还是脉脉的温
情；无论面对的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还
是荆棘丛生的逆境，每一个生命，都必
将聚集其全部能量，书写自己的生命
轨迹。就好比夏蝉，他们在夏日的光阴
里鸣唱，来年又会有新的一拨儿起来，
这正是生命的魅力——— 因为希望一直
都在。

侯严峰

我一向不敢恭维那些有损动物尊严
的成语，譬如鸡鸣狗盗、行同狗彘，还有
什么狼心狗肺。道理很简单：明明是人类
的过错，怎么可以蒙冤无辜的动物？怎么
可以“腹黑”出这般具有伤害性的语言？
真不明白，不曾招谁惹谁的禽兽们，在一
些自称善良的人们那里就落了这样的下
场。古往今来，“禽兽”这个并不沾染是非
的名词，咋就成了“坏蛋”的同义语？

人类对于动物的评价存在两个语言
系统，说白了，是存在明显的实用主义情
绪——— 高兴了鸡犬升天，不高兴狗血喷
头；心情好时龙飞凤舞、马上封侯，心情
差时蛇蝎心肠、狗急跳墙……这些无微
不至的伤害，每每令人一声叹息。有时候
会想：自以为是的人们，在发明这些成语
时，会不会低估了动物们的“智商”？

这通感慨，源自“众生平等，类无贵
贱”的理念，也源自我打小喜爱动物的
“癖好”。

幼年时对动物的感知，是在烟台南
大街上一个不大的动物园里体验的。那
个动物园建在市中心，规模不太大，动物
也不算多，不过一座猴山，几笼鸟雀，还

有用栅栏围起的山羊、鸵鸟。一个周末，
父亲带我们去动物园，在一个笼子旁驻
足。只见几只鹈鹕慢条斯理地踱着步子，
长长的喙，白白的羽，像一群优雅的绅
士。“你看，”父亲指着一只年老的鹈鹕
说，“它脑袋上的毛顺额而下，多像是‘大
分头’。”那个年代，中青年男子多留分
头，我们听了禁不住哈哈大笑，觉得动物
有时候跟我们也挺相像。

上了小学，慢慢长大，对各种动物也
越发有了兴趣。我家那时住楼房，除了母
亲在阳台上养的几只鸡，并没有其他动
物。搬家后，发现院里有不少流浪猫，大
大小小有十几只，多是黑白黄的毛色。机
关里的工作人员素质都挺高，没人招惹
它们，猫们也就自得其乐，悠闲地在院子
里嬉闹、觅食、晒太阳。

院子里的那些小楼北门楼下都有一
个不小的杂物间，平时不上锁，也没人光
顾。我用食物引诱着那些猫聚拢在一起，
再把它们赶进杂物间，用铁丝缠住门把
手，猫们就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家”。每
天放学回家的头一件事，就是溜进厨房，
从饭橱里偷拿些馒头、玉米饼，运气好时
还能拿条咸鱼，又匆匆赶到猫舍，手掐嘴
嚼一阵忙乎，喂食那群饿疯了的猫咪。看
着猫咪争抢着食物，还间或发出“呜呜”
声，心底不由得涌出一种从未体验过的
酸爽。有时候还没来得及打开门，猫们就
蹦跳得老高，用爪子使劲拍打抓挠着木
门。再到后来，也许是猫们渴了饿了就齐
声嚎叫，让邻居无法忍受，于是破门而入
把猫放了生。

读中学的时候，我家搬到一个胡同，
虽是狭小的厢房，但有个小院。父亲去了
“干校”，家里了无生趣，经过母亲的默
许，我养了一只小黄猫。堂屋的门槛下有

一个小洞，小猫进出很方便，也从不在家
里拉撒；偶尔调皮打碎个瓶瓶罐罐，家人
也不会动怒。有了这只小猫，家里的气氛
也不那么沉闷了，闲暇时看着小猫耍宝
卖萌的样子，大家都挺开心。有一年腊
月，母亲用平时积攒下来的副食品票买
了一些排骨，炖了一大盆，打算过年改善
生活。当天晚上，平时肚子里没什么油水
的小猫闻香而至，蹑手蹑脚地蹿到小南
屋的桌子上，捞起盆里的排骨大快朵颐。

从学校入伍当兵来到部队，也就告
别了曾经的那些猫猫狗狗们。令我没想
到的是，我所在的连队竟然有两只品相
极好的狼狗，其中一只还因为协助军方
破案立了功。既然是“功臣”，两只狗的生
活待遇就挺高，每只狗一天的生活费有
5 毛钱，可以吃上加了熟肉的小米粥。喂
狗的活儿轮流分派给每个班，班长指定
一位战士负责照看，无非是喂食、遛弯，
每逢附近村民来营区看电影，还要把狗
拴好，防止它们不分好歹咬了人。只要是
轮到我值班，我总会趁炊事班长不注意
多拿上几块肉，让两只狗吃饱喝足。日子
长了，两只狗对我就格外亲近。

按照母亲的说法，喜欢动物是可以
遗传的——— 父亲就喜欢动物，只是因为
年轻时没空照料，年纪大了精力又不济，
才一直没有和动物们近距离接触。但我
能看出来，父亲年迈时，对我们带回家的
动物时常流露出慈祥的喜色。比如大姐
家原先养的一只纯种拉布拉多犬，黑色
的毛发油黑锃亮，形体健硕却憨厚乖觉。
每次回家，它就会大模大样地跃上沙发，
张开大嘴呼哧呼哧喘着，一点儿也不把
自己当“外人”。向来喜欢素净的父亲这
时也不再讲究，任那拉布拉多在家里胡
作非为。

母亲的“遗传说”在我这一辈甚至
下一辈也得到了印证。女儿出生不满
周岁时，家里养了一只小花猫，女儿那
时还不会叫“爸爸妈妈”，可第一次说
话竟喊出了“猫猫呀”。长大后，不论生
活在哪里，女儿更是与小动物形影不
离，什么小猫小狗，什么仓鼠蚂蚱，都
伴着她一起成长，一起认知这个多彩
世界。直到现在，家里还养着一只羽
毛红绿交错的金刚鹦鹉，整天无师自
通地学舌，只要女儿回家，这鹦鹉就
号叫着女儿的名字，一定要女儿跟它
对话喂食方才消停；自从家里养了
猫，它甚至学会了“喵喵”，且惟妙惟
肖。女儿上初中时，每当下午放学走进
院子，身后总会跟着几只小猫亦步亦
趋，后来才知道，女儿用零花钱买了火
腿肠喂食它们，此后小猫就把她当作
了主人。

家里的几只狗也分门别类，有泰
迪、有喜乐蒂，有花白的、有黄灰的。狗
们都是人家弃养或寄养不取的，家人
不忍心让它们再次流离失所，便一一
收养至今，并为它们取了类似“保罗”
“舒克”等时髦暖心的名字。狗们也乖，
好像懂得主人对它们的好，在家看门
守院，在外彬彬有礼，从不狗仗人势，
也从不“狗眼看人低”。

作家卡夫卡说过：“所有知识、一
切的问题和答案，全都包含在狗身
上。”我并不完全赞同“动物至上主义”
倾向，倒是更欣赏一位哲人的高论：
“人类和高等动物大脑之间的差别，显
然在于程度上而不是本质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应该
珍惜“人面”，也应该理解“兽心”，善待
对人类有益无害的每一种动物。

韩浩月

暑假又到了，没想到作为一个大人，
内心竟然还是隐约盼望着暑假的，省去
了每天来回接送孩子的辛苦只是原因之
一，最重要的，是又能体会到那种悠长的
时间感了。

炙烤着大地的阳光，没完没了的蝉
鸣，午后一片寂静的街道，慵懒的树叶在
等待着不期而遇的一阵风……关于夏天
的场景太多了。然而最珍贵的，仍然是夏
天的漫长。整整一个夏季里的每一个日
子，都像是被拍扁了、拉长了，可以放心
地睡，散漫地打发时间，忙完了所有事情
之后抬头看见日头仍然高挂上空。

据说夏至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
子，但因人而异，许多人感到夏天漫长是
被各种各样的因素左右的。我记忆里最
漫长的一个夏日，是中午时分进县城电
影院，连看了三部电影之后，走出黑暗的
影厅，迎头被扑面而来的日光包围，那一

瞬间有些恍惚，三部电影就是三种不同
的人生，从别人的故事走到自己的现实
当中，那种失重感与火辣的日光相得益
彰。那一刻我甚至觉得，黑暗永远不会来
临，世界将永如白昼。

现在回忆我上小学、中学时的暑假，
几乎想不起什么故事，夏天的炎热仿佛
也让记忆化成了水，在这片亮汪汪的水
影当中，过去的日子如一片片墨绿色的
浮萍飘来飘去，不要尝试去打捞什么，这
种想法是徒劳的。

乡村里的暑假，被田野承包了。漫天
遍地的庄稼，数不清的小河沟，伏在河堤
上被人打死的大蛇……制造着乡村那种
迷人中又带着些许惊惧的气息。酷暑中
的乡村，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只剩下庄
稼和树木在疯长，还有不听话的野孩子
在出没。

在一条大河的桥面上，用手捏住鼻
子纵身跳入河中，大约有三五个孩子，我
们就那样周而复始，仿佛是斗气一般地，
话也不说，就是跳下去、爬上来，再跳下
去又爬上来，直到耳朵里被灌了水，耳膜
嗡嗡作响，皮肤也被泡得又白又皱，才会
垂头丧气地往家里走去。

有几年暑假我是在姑父家度过的。
我喜欢去他家里过暑假，因为不用干活，
姑父是个疼爱孩子的人，我只在他家的

田地里干过一次活，就是开着他的拖拉
机在泥水田里横冲直撞，以每小时不足
3 公里的速度。第一次看到如此庞大的
机器在我脚下吃力而又不懈地前进，这
种力量感让我着迷。

经常在傍晚的时候，姑父带我去村
外的河里洗澡，在一篇文字中，我记录了
当时的情境，“记得那个夏夜空气燥热，而
河水温润，我手里握着姑父给的一条白毛
巾，浮躺在缓慢流动的河水里。远处的村
落静谧无声，夜空的颜色是一种神奇的湛
蓝。月光与星空倾洒在河面之上，从某一
个瞬间开始，我的毛孔仿佛被无声打开，
整个人的重量开始变轻。觉得自己变成
了河面上的一片树叶、一条小鱼、一只不
慎落水又挣扎着跃出水面的小鸟。”

因为这些暑假的生活片段，姑父的
村庄一度成为一个诗意的名字。我们举
家迁往县城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在姑父
的村庄道路边一户人家的墙后，在一片
厚厚的青苔里，埋下了一枚硬币。当时心
里想的是，几十年后，等我回来了，希望
那时候揭开青苔，仍然能惊喜地发现这
枚硬币。

县城里的暑假，也不枯燥，一个人如
果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
那么无论到哪儿，他的内心都是丰沛的。
我记得自己登上了一座又一座大楼的楼

顶，穿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弯曲小巷，骑
着自行车把午夜的街道逛了一遍又一
遍。夏天的星空真好，月光照射着街
道，让街面上那些被丢弃的垃圾都披
上了一层银色，成了奢侈品，让人想伸
手去捡。

县城里的图书馆，是消耗掉暑假
时光的好地方。图书馆是要趁刚开门
的时候去，早去可以抢先拿到自己喜
欢的报纸或杂志，选到一个离窗户与
阳光远一些的座位，吹着阅览室房顶
风扇送过来的微风，掉进文字海洋里，
凉爽、舒适、放松。博尔赫斯说：“如果
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后来这句话中的“图书馆”被篡改成了
“电影院”，改得也蛮好，也成立。

暑假让人记忆要么变得很好，要
么变得很差，我算是后面一种。后来回
想，为什么我的暑假没有故事，现在想
到了，那是因为当时总是一个人独来
独往，与人拉帮结伙的时候不多。独来
独往与夏天多么匹配，唯有内心的空
旷，才能抵挡夏天的漫长，唯有那点想
象出来的孤独，才能像冰块一样点缀
夏天……

现在的孩子们不知道怎么过暑
假，按照我的想法：扔给他们一片田
野，一个陌生的城市就足够了。

我的暑假没有故事

珍惜“人面”，理解“兽心”

夏
日
蝉
鸣

林建武

闽南酷暑，处处闻蝉。

过了夏至，闽南的酷夏
会把空气拨弄得燥热，整个
城市的街道上蒸腾着热浪，
使人感到烦闷聒噪，即使安
静坐在家里半晌还能听到那
汗水掷落在地上“吧嗒”的声
音。此时，会“逼”着你走出家
门“纳凉”，在清幽中感受古
月港的历史和文化沉淀。

月港，是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起点。因其港道“外通海
潮，内接山涧”，因其状似弯
月而得名。

据史料记载，15 世纪末
期至 17 世纪中期，随着我国
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
月港一度成了“海舶鳞集，商贾咸聚”

的外贸商港，与汉、唐时期的福州甘棠
港，宋、元时期的泉州后渚港和清代的
厦门港，并称为福建的“四大商港”。
1567 年，隆庆帝登基决定推行新政。

福建巡抚涂泽民希望“除贩夷之律”，
为海上贸易活动开启绿灯，允许当时
船商巨贾“准贩东西二洋”货物。从此，
月港成为明朝唯一合法的海上贸易始
发港。

明末清初，郑成功、郑经父子与清
军在闽南沿海对峙拉锯，争战近四十
年，战火殃及月港。清廷为扼制郑氏，
在沿海实行“迁界”。海澄一带划为“弃
土”，繁华的月港航运商贸一时萧条。

历时有明一代的古月港，到了清代，由
厦门港起而代之。

据了解，当时从月港出发的海上
航线，东达日本，南通菲律宾，西至马
六甲，然后与欧洲人开辟的新航路相
连接，构成一个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

与月港同盛同衰的漳州克拉克瓷窑瓷
器不仅是月港外销商品的一部分，同
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使者和载体。

从家到古月港不过三里，傍晚时
分，九龙江面波光粼粼，水草连绵，江
水被小渔船驶过轻轻拍打着江堤岸，
发出有节奏的“噗噜噗噜”声，向江上
伸展的榕树枝条在微风中懒洋洋地飘
荡。树荫下，几位看似退休的老干部摆
开棋局，鏖战正酣，不时有摇着蒲扇路
过的老者和刚跑完步裸袒着上身的
人，立足围观，正应了李白那首“懒摇
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
顶洒松风”，仿佛看到了那种洒脱无
羁，悠闲自在。

月港古镇有条并不长的古街，骑楼
建筑、瓦房屋顶，墙体斑驳、飞檐翘角，
石板古巷、残缺院落被政府保护性修旧
如旧，门口竹帘充当屏风，典雅又不失
古朴，各家各户的红灯笼高高挂起，散

发出浓郁的怀旧气息，蜿蜒曲
折的街道古意盎然，一眼望
去，就能看见几枝缀满花朵的
树枝从墙内探出头来，像是淡
墨泼就的中国画，不时引得游
客拿起手机来记录。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古月港在政府
的修缮保护下又重现繁华。

沿着龙海市区往古月港是锦
江道，每当夜幕降临，纳凉的
市民便从家里走到九龙江边
锦江道上，感受海风。虽然，
风中还带着点暖，但那自然
的海风倒也让人增加了几许
凉意，可以把一天的暑热疲
乏撂下来，什么也不想，在那
惬意地纳凉。

江岸有许多茶座，林语
堂说，当一个人在神清气爽、心气平
静、知己满前的境地中，能领略到茶的
滋味。此时不正是这种意境吗？当你走
累时不妨停下匆匆的步履，找个偏隅
之地，泡上一壶铁观音，那袅袅的茶香
会洗去心底的尘埃，拂过岁月的薄凉。

古月港湿地还有一处儿童乐园，
除了有各式玩具外，还有片空草地让
孩子追逐戏闹。草地上有许多人在放
风筝，如今放风筝似乎不再是儿童们
的游戏，一群不分年龄的人拉着线在
追跑着，天空中飘荡着形式各异、五颜
六色的风筝，漫天飞舞的风筝与落日
余晖交相辉映，恍惚飞进了晚霞之中。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港吃港。码
头上不时有近海捕捞的渔民驶着小船
载着一天的收获上岸，许多市民就争
先恐后地挑选海产品。每行至此，迎风
吹来的海风会夹杂着一股淡淡的鱼腥
和海水咸咸的味道。

九龙江江面宽阔而平静，不时有
货船“突突”地驶过，那江水便荡漾开
来，有节律地拍打着岸边的水草，在水
草里觅食的海鸥会被江岸上的市民或
船的马达声惊起，“噗噗”拍着洁白的
翅膀往空中遨游一番，观察一下会不
会带来伤害再钻进水草中，或停在渔
船的航橹杆上。

古渡口是古月港走过了繁盛、坚
守、寂寞和挣扎的历史见证者。如今随
着经济和科技的进步，古月港所在的
九龙江已建起多条横跨江两岸的大
桥，儿时常见的渡船已失去往日的风
采，几处昔日繁忙的古渡码头也略显
荒废，潮起潮落带来的污泥已差不多
覆盖了码头的廊道，“野渡无人舟自
横”的场景在夜幕下更显冷清。

“几时归去作闲人，一壶佳茗一溪
云”，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没有快节
奏的生活，会让人平复烦躁的心，让心
情沉淀。

月
港
漫
步

申东恩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记忆中
那个艰苦的年代，我们村里大部分是石
碾而石磨很少。我家就有个大石碾子，离
住的地方大约有二十多米远。听爸爸说，
我爷爷在世时候已经有了，这样算来，至
少也有三代了。小时候我和邻居的小伙
伴们常在那里玩。我们调皮地跳上去爬
下来。碾子是用来推粮食的，上面必须保
持干净，因此没少挨大人的骂。

碾子虽说是自己家的，可是和公共
的一样，谁都可以免费使用，村上的其他
碾子也一样，虽都各有主，但谁都一样使

用，没有你我之分。我家的碾子由于爸爸
经常维护，使用起来比较省力，所以其他
人都喜欢来我家的碾子上磨粮食。

碾子一年四季不闲着，不是今天东
家在上面推玉米，就是明天西家在上面
碾谷子。说到推碾子，可是件辛苦的事。
那时候村上牲口少，大多数人家要靠人
力来推碾子。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要数
冬季，尤其是进了腊月，家家要蒸玉米面
馒头和软米“团子”(就是一种软米做的
糕)，用碾子的人特别多，这时候就更忙
了。村上有五六个碾子，都会被占得满满
的，常常需要排队才能轮上使用。

我们家和其他人一样，如果一时没
有抢在前面，也需要排队等。所以一到腊
月天，全家齐上阵，抢时间去推碾子。

那时的腊月特别冷。冬日的清晨村
子里一片寂静，偶尔有几声狗叫，严寒笼
罩着整个村子，凛冽的寒风刺人肌骨。当
晨曦微现，天空还闪着星光的时候，妈妈
就把我们叫了起来。爸爸和哥哥各拿一
根长棍，一边一个插进碾子木栓一侧里，
只听到“吱呀呀”的声音，就开始推碾子
了。妈妈主要负责筛、簸去皮。

在腊月里主要是碾玉米、黍米(软米

的一种)，需要反复推碾，然后再过筛六
七次之多，才能加工成又细又匀的玉米
面和黍米面。这两种面粉按一定比例配
制，蒸出来的“团子”特别软和好吃。因此
这两种面粉碾得很多，有时往往需要推上
两三天才能推完。那时我还小，只有八九
岁，出不了什么大力气，只能跟在大人身
后帮一点忙，有时去帮妈妈张张布袋出些
小力。尽管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转
得满头大汗，腰酸背痛。中间妈妈还要回
家做饭，做好了饭再拿到碾子旁，大家简
单地吃上几口充充饥，继续推碾子。就这
样从闪着星光的清晨开始推，一直到黄昏
日落星光闪现，也不知推着碾子转了多少
圈。只觉得一直在转，没完没了地转，刚开
始时还觉得很来劲，到了后来越来越感到
吃力，脚下就如灌了铅似的，每转一圈都
要付出很大的气力。尽管推碾子这样辛
苦，可在童年的时光里，劳累中却充满了
乐趣。推着碾子不停地转，每一圈都转成
童年的一个梦幻，转成一个难忘的记忆，
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夜幕降临了，在微弱的星光照耀下，
迎着寒风，妈妈扫完了碾子上的粮食，爸
爸和哥哥扛着加工好的面粉大袋小袋地

运回家，终于完工了，大家可以休息一
下了。看到加工了这么多的玉米粉和
黍米粉，爸爸知道这个腊月不但有吃
不完的“团子”，就是过年走亲戚用的
馒头也足够了，尽管他这时累得连腰
也直不起来，脸上还是不由得溢出了
笑容。

推碾子，就是这么辛苦、劳累。在
那个年代的农村除了极少数有牲口的
人家外，家家都需要付出劳力，才能吃
上加工好的粮食。在家乡用碾子这一原
始工具加工粮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现代化的粮食加工
机器进村，“隆隆”的机器声把原始的碾
子彻底送进了历史。我家的那个大石碾
也一样，完成了它应有的使命后和村上
其他的碾子一样走向了沉寂。

岁月蹉跎，人事沧桑。随着时间的
流逝，一晃快二十年过去了。我家的那
个碾子在历经了多年的风雨剥蚀之
后，上面的木栓早已成了朽木，根本不
能再使用了。而自己童年推碾子的记
忆中却如闪着亮光一般，永远不会随
着时光的流逝、风雨的侵蚀而忘
却……

推碾子转出童年梦幻

随随感感

“ 现在的孩子们不知
道怎么过暑假，按照我
的想法：扔给他们一片
田野，一个陌生的城市
就足够了

往往事事

“ 人类和高等动物大
脑之间的差别，显然在
于程度上而不是本质
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
们似乎应该珍惜“人面”，
也应该理解“兽心”，善待
对人类有益无害的每一
种动物

原原乡乡

“ 我家的那个碾子在
历经了多年的风雨剥蚀
之后，上面的木栓早已
成了朽木，而自己童年
推碾子的记忆中却如闪
着亮光一般，永远不会
随着时光的流逝、风雨
的侵蚀而忘却……

时时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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