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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又名知了，石狮本地人俗称“黑家齐”。黝黑的身子，形

如拇指般大，长着一双薄而透明的羽翼泛着亮光，双眼凸出。蝉

鸣和蛙声都是夏天来自大自然的最经典最诗意的声音。

千百年来，蝉是歌者。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只要夏

天来临，“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蝉声在平平仄仄中不倦

地奏响人生的乐章。在我的耳中，响彻于炎炎夏日的蝉鸣不

是令人生厌的杂乱噪音，而是轻快悠扬、相映成韵、美妙于

心，有着音乐般节奏的天籁之音。

“造化生微物，常能应候鸣。”一蝉起调，序曲舒缓，百蝉争

鸣。时而高亢激越，时而低沉婉转，行云流水，浑然一体。那

美妙的音符在绿树间回旋，给炎热的夏日带来一丝清凉。“几

年无天日，今日方为蝉，居高歌声远，自鸣翠柳间。”它们沐风浴

露，饮天地之灵气，吸万物之精华，用歌声诠释对生命的热爱。

会鸣叫的蝉其实是雄蝉，它的叫声实际是鼓动着腹肌部

位发出的。在它的肚皮上有两个天然的音箱，盖板与鼓膜是

空的，声音特别洪亮。夏季里，天一热，蝉就在树上开始了

“男高音”大合唱。雌蝉虽是“哑巴蝉”，但心有灵犀，一接收

到雄蝉的信号，就会前来约会。蝉鸣，是爱情的召唤。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上世纪80

年代这首来自台湾的校园歌曲，我至今仍可随口哼唱。那时

在农家房前屋后、村旁池塘边等处的相思树、木麻黄、苦阑树

等各类树木上，每天睁开眼睛，从阳光穿透叶的缝隙，随处可

见到蝉们轻盈的身影，能听到蝉那嘹亮的歌喉，伴随着弥漫

的荷香，驻唱整个夏天。

记得小时候的夏天，我常和一些小伙伴在放学的课余时

间或周末，结伴来到村边的小树林里用蜘蛛网或塑料袋扎在

竹竿的顶端捕蝉，也捡蝉蜕。“蝉蜕”卖给药店可换来零食钱，

端午节焚烧苍术、蝉蜕能起到祛湿防病的功效。这给我单调

的童年生活注入了一丝兴奋剂，充满乐趣和希冀。

近年来城市绿树成阴，校园花香满径。在夏天的夜晚，坐于

树阴下，那高亢的蝉声，清脆悦耳。唯有用心倾听，才会从中感

受更多的生活韵味。王籍有一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

幽”，就是一种“有闻无声”的意境，蝉鸣越噪，反添静境和情趣。

听说每逢盛夏考试季，有人为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拿

起竹竿“通知”鸣蝉消停些。其实燥热的夏天，心浮气闷，多

听听蝉鸣，反而能够静心处事，多一份悠闲自如。蝉者，禅

也，听蝉鸣夏，绚烂心境。鸣蝉“知了，知了”欢声唱，学子“懂

得，懂得”答题忙，人与自然的心灵和声！“一鸣惊人”，金榜题

“鸣”，高歌励志。

蝉的一生是艰难的历程，生命极其短暂。但就是为了短

短这一个多月的幸福时光，它们需要在暗无天日的地底下压

抑几年，等到破土而出，羽化“蜕变”，能在繁花绿叶间引吭高

歌的时候，它们的生命也快到了尽头。每每想到这，我总为

这种甘于寂寞，锲而不舍，潜心修炼，厚积薄发，热爱生命的

态度而感动，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敬畏。

宁肯脱层皮，也要飞起来。我从此对蝉有了一丝怜爱和

敬重，对蝉鸣有了更加浓厚的情意。夏天有了蝉鸣，变得生

动而精彩。

花之夭夭

桃花，若一朵一朵单看，也并不觉得

多么好看。一树桃花看去就美不胜收

了。那年在外地，下着雨，看到前方路旁

一棵开花的树，枝干婆娑，花色妖娆，远远

望去像是要溢出天地间。待走近，方知是

桃花，尽管细雨打湿了路面，天还凉着，桃

花依然灼灼，只是孤单的一棵桃树，不知

道怎么被种在了路边，与周遭的植物与这

冷的雨天不相符。桃花太美，深粉色的，

让人看了既喜悦也悲伤，那是一种孤绝的

美。这路边孤单的一棵桃花，让我忽然醒

悟，这样的花是注定要与人的情感有些瓜

葛的，有意向所指。

我一直喜欢着桃花，只是我总是被人

告诫，告诫说桃花是不好的花，说不能在

桃花树下照相，说会让人精神错乱，说桃

花一开就有很多花癫病爆发。花癫病也

叫桃花疯，还有人叫“三月桃花病”，那其

实是一种精神病，狂躁型精神病，这种病

一到阳春三月便情绪高昂、自命不凡，像

打了鸡血，但情绪不稳，琐碎小事便可暴

跳如雷，甚至有破坏或攻击的行为，尤其

对异性兴趣高涨，并有幻想异性伴侣。说

的人神情凝重而神秘，听的人不寒而栗。

生活中也确实见过几个所谓的桃花病，都

是病入膏肓的。我见过一个男人一到桃

花开放季就到处疯跑，口里大声叫着一个

与桃花一样艳丽的女人名字。开花、发病

都恰在此时，可怜的桃花就成了罪魁。于

是人们说，桃花是带了风骚的花，有妖气，

于是桃花让人想到色情，想到“桃花运”，想

到风尘女子……女作家肖勤的一篇小说用

“眼窝很深，带点桃花”来形容搞艺术的男

人，只一笔就写绝了。然而许多女人化妆

就喜欢描画个桃花眼，上眼皮桃粉色渐渐

晕开，再配桃粉色口红，果然平添一股妖媚

气，很是撩人。总之，树是有性别的，“弱柳

夭桃”恐怕最是女性化的植物吧。

细想来，桃花与梅花是有些相像的，只

是梅花枝干骨感遒劲，梅花开放的背景是

大地一片白茫茫真干净，梅花自身也近乎

洁癖的干净，叶片几乎看不到，这样一来，

傲骨就出来了，凛然与沧桑也出来了。而

桃花则需要热闹的春意盎然做背景，热闹

的绿叶做陪衬，一出场就锣鼓喧天般地热

闹，鼓、锣、钹、镲、笙、埙全用上。这样一

来，两个长相相似的美女就显出风骨与性

格的迥异。桃花毕竟是美艳的，于是人们

对桃花的爱就带了些矛盾，越是矛盾就越

是难于抑制，回头率仅次于玫瑰。很多诗

人把桃花写进诗里，唐人钱起的“桃花徒照

地，终被笑妖红。”把桃花的处境表达得淋

漓尽致。尽管有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

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

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还有陆游的“桃

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

莫，莫！”更有《桃花扇》里那染着李香君高

贵头颅鲜血的桃花，亦不能改变人们对桃

花的偏见，但毕竟桃花的开落与爱情休戚

相关，让桃花在人的情欲上担当如此重要

的角色，也不能说不被重看吧。

散文园地 ■于燕青 夏日蝉鸣

民间高手
民间高手第一次走进我的视线，是上

世纪七十年代那些“拳头师”。

印象中，拳头师年纪四五十岁，总是

裸露着上半身，腰里扎着一条红布练功带，

看上去黑瘦干巴，却练就一身好武功，不仅

打拳手疾眼快，而且能说会道。他们常常

边拍胸脯，边用闽南话大声吆喝：卖膏药

——跌打损伤膏药，包好包好，保证有效！

表演开始前，拳头师会先喝一口自带

的什么饮料，我猜那是一种药酒。然后双

手抱拳作揖道：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兄弟

姐妹，献丑啦！随即开始节目表演，先是

勒紧练功带，深呼一口气，举起左手掌成

菜刀状，大“哈”一声，掌落瞬间，一块鹅卵

石已被砍成两半。接着又把五六块叠在

一起的砖头齐刷刷劈成两断。之后又拿

出一把一尺来长的短剑，仰头看天，让口

腔与脖颈成一直线，缓缓把短剑从嘴巴插

入喉咙，让人看了傻眼。再来就躺在一床

板上，拿着一把锋利的菜刀在自己的肚皮

上使劲砍划，那皱巴巴像母猪肉一样韧的

肚皮却全然没事。拳头师的绝活表演一

个接着一个，最令人叹服的是，用啤酒瓶

使劲敲额头，只一下，酒瓶瞬间破裂，而那

脑瓜却一点没事，好像是钢铁做的。拳头

师的上嘴唇更是力大无比，可以轻松顶起

一根十几米长的大竹竿且行稳不败，倒是

围观的人有点担心。

表演到最后，拳头师少不了要推销卖膏

药。开始是假装不收钱，白送药，可送的都

是那几个跟他一起来的同伙。之后继续吆

喝吹嘘，说这次可能收钱也可能不收钱白送

药，就有一些贪小便宜的观众，取了药并付

了款，结果药又白送了，钱也退了。如此几

次反复，就有更多的观众伸手要买药。拳头

师看收割时机已到，就说还是一手交钱一手

交货。结果这次拿了钱就往口袋里塞，不再

白送了。临走还甩了一句：拳头是真的，膏

药也是真的。众人听了，目瞪口呆地愣在那

里，等醒悟过来，拳头师们早已走远。

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听说那些民

间高手，我就有点反感，并且常常不屑一

顾。隔行如隔山，其实许多行业都有一些

民间高手。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亲身经

历彻底改变了我对民间高手的看法，可能

我对民间高手的认识至今还停留在拳头

师那种拍胸脯、吹嘘和忽悠的层面。

妻得颈椎病十多年，压迫神经以致动

不动就头晕目眩，甚至出现天旋地转、高

血压和呕吐症状，虽四处求医，却始终无

法根治，老毛病时常复发。一日，与朋友

品茶闲聊，无意中提及颈椎病。朋友欣然

告知，某村有一专治颈椎和腰椎病的民间

高手，擅长按压和推拿经络穴位，只需去

一趟，只要几分钟，便可疏通经络，疗效立

竿见影。我听了有点将信将疑，但还是当

机立断，当天就带妻去找那民间高手。

那高手年过七十，瘦瘦精骨肉，目光

炯炯有神，对人体经络了如指掌，按压推

拿功夫独到，为人也很谦虚和低调。治疗

时虽疼痛难忍，但妻始终不吭一声。有那

么一刹那，妻以为捱不过去了，没想高手

放手的瞬间，似有一股电流瞬间穿过经

络，随即额头和背部便渗出汗来。而那民

间高手则喜形于色，得意地说了句：“汗逼

出来，通了！”从治疗床起来后，妻子感觉

手指和背部已有轻松，不似从前那般僵

硬。回家后手心和脚底也开始阵阵发热，

似有一股热气徐徐冒出，这可是她十几年

来少有的一种感觉。经络打通后，妻吃饭

和运动都会出汗了。一朋友找他治疗，横

着进去竖着出来，你说神奇不神奇？！反

正我对他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心里充满无

限感激和敬意。我不禁想，在医德医风被

市场价值观念冲淡和道德尺度被扭曲的

地方，这些名副其实的民间高手，比起那

些滥竽充数的庸医和不负责任的忽悠高

手，更值得人们尊重和点赞！

往事悠悠 ■章华旺

青青丝瓜满庭香
在乡村，农家小院虽然极其简陋，却

如同那五光十色的舞台，春夏秋冬花开花

落，各种瓜果蔬菜都把自己装扮成生旦净

丑，应和着时令你方唱罢我登场。

记得儿时，我家小院里最先开放的是

菜花，铺天盖地的金黄，张扬浓烈，惹眼招

摇，接着是黄瓜花、茄子花。到了盛夏，便

是丝瓜花了。那一朵又一朵金黄的花，清

雅别致，璀璨夺目，微风徐来，暗香浮动，

招蜂引蝶，为简朴的农家小院增添了无限

生机。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立秋一过，瓜

棚上到处都是丝瓜的倩影，它们悬在藤蔓

上，优雅地展现着自己修长微弯的身体，

犹如一个个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美少

女，在华丽的舞台上尽展曼妙的身姿。

母亲把嫩嫩的丝瓜摘下来，削去外

皮，做成一道道美味可口的菜肴，什么爆

炒丝瓜、木耳炒丝瓜、丝瓜炖豆腐等等，我

最爱吃母亲做的丝瓜炒鸡蛋，青绿色的丝

瓜，金灿灿的蛋黄，间或有雪白的蛋白点

缀，单从视觉上就算得上珠联璧合，秀色

可餐，它们的味道又能够完美相融，丝瓜

中有鸡蛋的香气，鸡蛋中有丝瓜的清雅，

清脆爽口。可是这丝瓜成堆，鸡蛋却天天

盼。家中的几只老母鸡虽然生蛋很勤奋，

可只要凑了数十个，父亲就将它们卖掉换

成盐、火柴等日用品。儿子的心思母亲知

道，疼爱我的母亲常常悄悄地攒几个鸡

蛋，于是十天半月就有一盘丝瓜炒鸡蛋让

我解解馋。在那贫穷的年代，这不啻是无

上的佳肴啊。

成家后，妻子也喜欢吃丝瓜。她做的

拿手丝瓜菜是丝瓜煨鲫鱼，那汤如白玉一

样，丝瓜如翡翠一样，给人视觉快感。出

锅前再放上些蒜瓣，真是别有风味。我总

觉得，丝瓜里有家的味道，虽然普通平常，

却胜过山珍海味。

在夏秋众多的菜蔬中，茄子、黄瓜、青

椒是我所爱，但我对丝瓜更是情有独钟，

不仅仅是它美味可口，还因它是一味良

药。记得我七岁时，后腰生了褥疮，四处

寻医问药，也未见好转。后来，母亲不知

从哪儿弄到一个民间秘方，就是将丝瓜翠

叶捣汁，和些浓墨，涂于患处，每日四五

次。她虔诚地照方办理，没几日竟神奇地

治好了我的病。

丝瓜可是个营养兼美容的好东东，把

丝瓜剁碎用纱布取汁，用丝瓜汁和着蜂蜜

抹脸，有很好的护肤保健作用，是天然的

美容产品。听说日本一位女作家，从来不

用化妆品，只是每天早晨用纱布蘸丝瓜汁

擦脸，80岁高龄仍是面无皱纹。

丝瓜大多隐藏在叶子下，漏网之瓜大

量存在，霜降后，叶子蔫了，长成茶杯口粗

的老丝瓜始见天日，但丝瓜老了果肉长成

丝就不能吃了，用它那长满经络的丝瓜囊

放在灶台上当抹布，绵软轻巧环保，还不

沾油，围着碎花裙裾，握着绿的灵魂，擦擦

抹抹，上下灵动，很诗情。

“黄花褪束绿身长，白结丝包困晓

霜。虚瘦得来成一捻，刚偎人面染脂香。”

年少不识风景，原野叠翠，阡陌小巷，狗吠

鸡鸣，不单见惯无奇，甚至以为土得可憎，

只想从那里逃离，越远越好。而今终于

远离田园，却觉农家生活是那么亲切，半

夜念之，唏嘘怅惘。所幸门前还有菜园，

园里总还有一架丝瓜，不时有蝴蝶翩跹，

蜜蜂嘤嘤。傍晚，挎一竹篮从绿阴丛中

摘取丝瓜，真有点“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自得。

散文园地 ■吴 建

散文园地 ■郭芳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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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天天梦想着自己能

成为一名军人，对那一身军绿色的

服装更是向往不已。每每看到电

视播放军旅题材片时，我一看就是

一整天，连吃饭睡觉都忘记了；每

次看到解放军叔叔从眼前走过时，

我便会抬头仰望他们那一身威仪

的军装，一股对军人向往之情油然

而生……不知多少个夜晚，我曾怀

揣着军人梦进入甜蜜的梦乡，天天

盼望着自己快些长大，成为一名真

正的解放军战士。

读幼儿园时的一个夏天，幼

儿园要在“六一节”这天举行文

艺汇演，我们班也要编排一个节

目。那时，校园里特别流行歌曲

《我是一个小海军》，于是，我们

班决定表演舞蹈《我是一个小海

军》。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

兴奋不已，谁都希望能被老师选

中，那样就可以穿上漂亮的小军

装。幸运的是，我被老师选中

了，一股自豪之情油然而生，连

走路时都觉得特别神气。表演

那天，我穿着白色的海军服伴着

嘹亮的军歌在舞台上来回走动，

小伙伴们羡慕不已，让我高兴了

好一阵子。

那年春节，我央求妈妈给我

买一套小军装当新年衣服。买

回来后，我赶紧穿戴整齐大摇大

摆地走出家门，在小朋友们面前

故意停下来整整小军装，好让他

们发现我的新军装……这身军

装一穿就是好几年，好几次妈妈

想把它扔掉，但我总舍不得。

读初二时的那个冬天，我的

叔叔参军入伍。启程那天，叔叔

穿上笔挺的新军装，胸前还戴着

一朵大红花，村里的小学生在道

路两旁为他敲锣打鼓，特别威风

……我紧跟叔叔身后，一股神气

之情流露在脸上，让我对儿时的

梦想又多了一份向往。

自从叔叔走进军营后，我每

次总在信中让叔叔多拍一些军营

的相片寄给我，叔叔对我疼爱有

加，自然同意了。每每接到信件，

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拿出相片仔细

端详，一次次地勾起了我的梦想

……

参加工作后，有一年学校组

织全体行政人员到县中小学生

社会实践基地开展拓展训练活

动，让我与军装有了零距离的接

触，又一次勾起我的“军营梦”。

当我们一走进实践基地，教官就

对我们宣布严明的纪律。教官

刚一宣布完，就让我们以争分夺

秒的速度从操场跑步到宿舍换

上迷彩军装，又快速地跑回操场

训练组建团队，让我第一次感受

到军人的雷厉风行。

换上迷彩服，我们个个英姿

飒爽，很快就进入角色。可随着

训练难度的提高，我开始有点力

不从心了，但我知道穿上那一身

军装，就不能失职于军命。于是，

咬咬牙又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

一天紧张的军营生活结束了，

但不管是摔悬崖还是过险路，不管

是跨障碍还是上陡坡，不管是迈沟

坎还是搭人桥，我都能以顽强的毅

力、超强的智力、坚韧的耐力征服

一个个挑战，攻克一道道难关，俨

然像一个保家卫国的军人。此时，

我想大声说：“军魂就是这样铸就

的，我就是一颗军魂。”

虽然我今生与军营无缘，无法

穿上这身绿酷军装，但长久以来心

中那份对军装的执著始终没有消

失，依然对军营充满了憧憬……

军装情结

红顶商人胡雪岩旧居，坐落于杭州市元宝街，占地有七

千多平方米。远远望去，四周皆是十米多高的围墙，把整个

院落封闭得严严实实，似乎在为往昔的主人封存着一段段历

史，守护着一个个故事。

从元宝街的正门进入胡家大宅，会惊诧于内外的反差。

外墙素白、正门逼仄，都没有什么装饰，而院内则是奢侈华

美，别有洞天。据介绍，这种高墙小门的处理方式，代表了中

国人比较内敛的思维方式，是不露财不露富，深藏于内的表

现。不过就胡雪岩来说，一生行事高调，爱讲排场，涉及面子

的事更是挥金如土，这样的解释似乎说不通。我倒觉得，这

是胡雪岩讲究风水，怕财富流失的表现。

从其正门所处位置，也可看出端倪。其正门并不居中，

而是据八卦的“巽”位开在院之东南。“巽”者是东南方向，在

东南方向开门财源不竭，金钱流畅。这样的开门方式源于北

京的四合院，在南方宅院非常少见，胡雪岩大胆采用，应该是

对财富渴求的流露。当年胡雪岩在元宝街建宅，想必也是要

借“元宝”之名，佑护其实现财源汇聚不断的心愿。

流连于胡家大宅各个院落，每个院子里都设有承接雨水

的铜缸，铜缸旁有钱眼状的地漏，因水能聚财，暗含缸内水满

流出，也是通过钱眼流入自家钱库。细观房屋的窗轴，都是

用黄铜做成的元宝形，这是从国外进口的定制产品。院内地

面只要有鹅卵石的地方，必定会用不同颜色的鹅卵石拼出聚

宝盆、元宝和铜钱等图案，象征财源滚滚之意。现在的鸳鸯

厅和四面厅的天井内，就能看到这样的图案。不过鸳鸯厅的

鹅卵石地面是未曾破坏的遗存，现在已经不让游人踩踏了。

这座深宅大院就是胡雪岩财富王国的象征。胡雪岩发家

之初就住在元宝街，随着财富的快速积累，其宅院也在不断扩

大。最后一次扩建始于1872年，历时三年竣工，也就是我们现

在看到的规模。此次扩建耗银300万两，而当时的国库收入，大

体就是每年2300万两，其财力之雄厚看见一斑。就说当时建筑

所用木料，就有红木中的鸡枝木、酸枝木，还有花梨、紫檀、金丝

楠木等等，其中胡雪岩最宠爱的螺蛳太太住的“楠木厅”，全部用

楠木构筑，金黄的色泽熠熠生辉，说是黄金屋毫不为过。胡雪岩

母亲和正房太太居住的“百狮楼”，则在栏杆柱子上，用紫檀打磨

出一百只狮子，突出的狮目用黄金铸就，映日耀眼。

这座深宅大院也是胡雪岩财富王国衰败的标志。彼时

大宅落成，胡雪岩大宴宾客三天，巡抚杨昌浚前来道贺后给

胡雪岩的靠山左宗棠写了封信，对胡雪岩的做派颇有微词。

哪知左宗棠对他的看法，不以为然，对胡雪岩多加袒护。这

些话最终传到胡家，前面提到的螺蛳太太心生警惕，认为树

大招风，应该收敛。可是胡雪岩却不加在意，仗着朝堂重臣

左宗棠的青睐，依然故我。也是，他的生意，靠的就是奢华的

场面，以此树立大家对他的信任，放心把银子交给他。只是

这场面越铺越大，最终大到了他无法驾驭，成为了李鸿章与

左宗棠争斗的突破口。不过十年，财富王国就轰然坍塌，曾

经的金钱满地，瞬时就变成了一地鸡毛。胡雪岩也黯然离

世，整个宅院转手他人。

如今的胡家大宅早已物是人非，回望那一段段历史，再

一次印证了那句古语：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金钱满地的
胡雪岩旧居

天南地北 ■李 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