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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里的记忆
■何克俭

淅淅沥沥、连绵不断的梅
雨一直下到今年的夏至。一大
早，便听到楼下父母的声音。
匆匆跑下楼，一眼看到了站在
门口的父母。母亲把雨伞收
了，正摆甩着雨水；父亲提了
两大篓的杨梅，正在台阶下跺
着脚。

我和妻儿连忙把二老让进
屋子，坐下。父亲歇了口气，
微笑着说道：“这是东魁的杨
梅，你妈知道孩子和你从小爱
吃，就托了人捎过来。这不，
昨晚到的，这一大早就给你们
提过来，尝尝鲜。”

我高高兴兴地从父亲手里
接过篓子，沉沉实实的，足有
二十来斤呢。有些杨梅连着
枝，枝上稀疏地点缀着几片碧
绿的叶子，叶子下面的杨梅一
个个大似乒乓，乌紫蓝黑，晶
莹闪亮，煞是诱人。

于是乎，我把手伸进篓
子，拉了几枝出来，扯下几
颗，便迅速地塞进嘴里，大快
朵颐之间，恨不得把核也吞下
去。几颗下肚之后，再舔舔嘴
巴，一股酸酸的、甜甜的滋味
连同那些儿时以来有关杨梅的
掌故和记忆便走马灯似地涌上
心头！

温州四季分明，地质丰腴
而润泽，气候温热而湿闷，所
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佳果。
而杨梅就是上天赐予这块福地
的美味珍品。

杨梅树四月开花，花型
小，花期短，雌雄异株，雌花
为鲜红色，雄花颜色偏暗。它
开花比较特别，多在晚上开
放，白天就会凋谢，因此见过
这种花的人很少。到了六七
月，果实成熟。果实起初是青
绿的，渐渐变白、变红直至紫
黑。端午过后，吸收了充足的
日照和丰沛的雨水之后，杨梅
开始渐渐成熟，漫山遍野挂满
枝头，万绿丛中点点透红，当
真是“玉肌半醉红生粟，墨晕
微深染紫裳”。

待到杨梅成熟之后，家家
户户便集体出动采摘杨梅。但
摘杨梅却是辛苦并且颇带危险
的事。为了杨梅能有一个好的
卖相，往往年轻人提着篮子爬
到树上摘，中年人站在靠树的
梯子上摘，老年人或小孩站在

地上摘，并且大家都带了长长
的竹勾尽力将树梢上最好的杨
梅勾过来摘下，但总是摘不
完。于是大家将摘不到的杨梅

“咚、咚、咚”摇落在从家里
带来的摊开四角提着的干净的
被单里，小心翼翼地收拾起撞
破刺头的杨梅和被杨梅汁液染
红了的被单。摘杨梅过程中，
头上、手上、身上被杨梅枝叶
划破是常有的事，被虫子叮咬
而痛痒也在所难免，甚至有时
候因树枝支撑不住身体从树上
摔下或雨天滑倒的事情也屡见
不鲜。我的一个小伙伴就是因
为摘杨梅摔成骨折而在医院里
躺了好长一段时间呢！

杨梅历来都是果中佳品。
很多人还没见到杨梅，只是一
听说，便已馋涎欲滴。吃上一
枚之后，立刻满口生津，精神
大振，也难怪曹操“望梅止
渴”的故事代代相传。北宋苏
东坡说“西凉葡萄，闽广荔
枝，未若吴越杨梅”，南宋方
岳称“略如荔子仍同姓，直恐
前身是阿环”，明代内阁首辅
徐阶赞“若使太真知此味，荔
枝焉得到长安”，清代李渔

《杨梅赋》 开篇便道“南方珍
果，首及杨梅”。

我的童年便是陪着老家后
面山上那几棵又大又高的杨梅
树长大的。这期间，有多少青
涩而酸甜的记忆伴随着那一颗
颗梅熟果落的时节缠绕、生
长。每当夏天，到了梅子时
节，除了读书外，其余的时间
几乎都是猴在自家的杨梅树上
度过，从杨梅谷儿、掉地梅儿
一直吃到杨梅落儿，几乎每次
都吃得满头大汗、肚子饱胀才
肯回家。回家时还不忘背心里
头塞得满满的，搞得贴肚的背
心凸将起来，活像好几个月的
孕妇，甚至肚皮被杨梅的刺头
摩擦地又痒又疼，背心衣服被
杨梅的汁水染得又红又紫。惹
得下班的母亲总是一边嗔骂，
一边脱下我的背心，洗净晾好
以后便马上把我摘的杨梅放到
盆子里冲洗一番，再撒上两把
细盐，摇颤几下之后，便端到
院子里叫一家人品尝。

童年一晃就过去了，到了
少年时，我已离开老家，前往
城里负笈求学。每每杨梅成熟

时节，都是期末最紧张的时
刻，哪里还有时间再回到老
家，爬上那几颗又高又大、挂
满杨梅的杨梅树呢！

高考前的一天下午，下课
之后在寝室门口，竟然见到了
母亲和那久违的杨梅。母亲正
靠在宿舍门口的栏杆上微微地
喘着气，她旁边的地上放了满
满的一篓杨梅。母亲看到我们
回来，迎了上去，招呼着我们
大家来吃杨梅。还有什么比六
月天里吃着杨梅更消暑的乐事
呢！我和同学们兴高采烈、津
津有味地吃着杨梅，不一会儿
就只见篓底朝天了。我看篓子
里还有几颗，便难为情地抓起
来，递给母亲，说道：“妈，
您也吃呀！”母亲看见我们吃
得那副馋样，很是满足，笑着
说：“我不吃，我在家里吃过
了。”然后转过身走进寝室把
我的铺位收拾一番后，就带着
我的臭衣服和空了的杨梅篓子
走了。

夕阳西下，斜阳把母亲的
身影拉得扁长而单薄，直到多
年后，已为人父的我前往北方
探望远在异地读大学的儿子
时，才回想起当年的这一幕，
开始慢慢地懂得，当年的母亲
在那个酷热难耐的盛夏，挎着
满满的一篓杨梅，独自趟着汗
辗转了二三十里路，篓子里有
当时最好的消暑佳果，可是母
亲为什么舍不得吃下哪怕是一
颗呢？

我十八岁后，离开了温州
异地求学，每年夏天杨梅成熟
之时，母亲总会叫父亲写信给
我：“儿，放假了当早些时日
回家！回家正赶上杨梅最好的
时候。父母已在为你准备又大
又甜的杨梅了。”我才开始意
识到父母的爱是可以追随儿子
的足迹一直延伸到海角天涯
的。

眼前的这篓杨梅渐渐地少
下去了，妻儿和我也狼吞虎咽
吃得满头大汗了。在楼上楼下
收拾了大半天的父母为我们做
好午饭后，说老家还有事情要
做便匆匆地离开了，只有冰箱
里、桌子上、盘子中还留着父
母亲为我们准备的红紫晶莹的
杨梅！

王晓丹/摄恬 静

登山奇遇
秋高气爽，孤身登大罗

山，景妍心旷。下山时，遇一
好人，驱车送吾到家，心更怡。

久未登高数百天，
今晨乘兴上山巅。
霞光普照香山寺，
石竹炊烟添景嫣。
坐待公交龙卧地，
车疾风慢旷心田。
家山四岭皆入画，
迭嶂八峰云气牵。

书画下乡
温州市文联"乡村抒写”

采风作品巡回展在茶山高教
博园展出。

博园画展华诞前，
文化下乡笔墨牵。
绿树山花舒眼目，
斗方世界竞芳菲。

文化礼堂传艺
百鸟灯制作，学生和家长

甚喜爱。
手艺传人渐式微，
春风欲待鸟灯飞。
雏童锦上添云彩，

文化家园育瓦菲。
注:“瓦菲”指瓦缝里倔强

生长的小草。

重阳翰墨香
重阳佳节，泉川艺社数十

位书画家欢聚温大民俗博物
馆，校地合作，挥亳泼墨，京腔
助兴，共同创作七十米长卷书
画作品。以庆祝华诞七十周
年。

阅兵刚过又重阳，
数十骚人聚学堂。
校地合歌酬诗赋，
云笺一卷七十长。
山河共仰升平景，
大地笙声奏乐章。
关爱老人倡美德，
夕阳耀日寿无彊。

墨香社区
三垟睦祥里党群文化中

心组织妇女学习书法，圆她们
少时梦。

暗香自报晚来迟，
弄墨云笺临砚池。
常念当年曾筑梦，
现今如愿练书痴。

古体诗选
■王踏波

几日前的一个晚上，我
同师范时期的几位老同学相
聚吃晚饭。

同学在一起的感觉真好，
无拘无束地、天南地北地聊
天。其中更多的是回忆当初
读书时的许多趣事。那是在
1978 年到 1980 年期间，大多
数人的生活水平都比较“困
难”，吃、穿都非常简单，消费
水准更是低得不可想象。然
而，我们还是省吃俭用千方百
计攒钱去买书。书店的书很
少，基本是供不应求。偶尔有
消息说到了一批新书，第二天
一大早就去排队，然后争啊抢
啊，能买到自己喜欢或需要的
一本书，那真是像得到宝贝似
的高兴。

“为了得到自己喜欢的
书，我曾经假积极地参加图
书馆义务整理图书，帮老师
标书号，摆书架。当然，我是
有‘意图’的，看见自己喜欢
的，就给‘偷’回来了。现在
说出来不怕见笑，那段时间
我偷了学校的好几本书呢！”
一位男同学坦白地说。

“啊，这样的事也干得出
来？”我听了大吃一惊，想不
到挺老实的人也能干出这样
事。

“孔乙己不是说过窃书
不算偷吗！哈哈，没办法，没
钱买书，看到图书馆那么多
的书，手就痒了！”

我们都津津乐道地谈起
自己小时候如何借书、换书、
买书和看书的许多往事来。
是啊，那是连衣食都成问题的
年代，有多少人能有钱买书
啊？可是，尽管如此，我们还
是会如饥似渴地看书，看得废
寝忘食，看得如痴如醉。不识
字的时候看小人书看得乐呵
呵，识字后看小说看童话故
事。再后来，就看历史，看古
典文学、看名家名作等书籍，
也看手抄本……有书的日子
总是充实而快乐。

现在我们衣食无忧，而
且日子越过越好，买书的钱
足足有余。可是，现在却很
少有人想着买书了。如果把

每个人每年的收入中用于消
费的项目依次排列，用于买
书的钱肯定是最少的，甚至
有好多的人已经好久不买书
了。买书干嘛？都没时间
看，也没兴趣看啊！

新华书店里生意最好的
是学生用书，那是家长逼着
孩子买和看的，是为了考试
用的。有段时间股市大涨，
差不多是全民炒股时期，那
些与炒股有关系的书籍销量
大增甚至断货。可见如今买
书也很功利了。

几位同学都深有感触地
说，这几十年不知不觉忙忙
碌碌地过来了，回想一下已
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看
一两本书了。书柜里的书都
蒙上了一层灰，也没去理会它
们。看书的热情没了，兴趣也
没了，好多的闲暇时间都用在
应酬、娱乐，或为生计和事业
的奔波上，心变得浮躁、功利，
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会找回
当年喜爱书的感觉。

也曾听一位老先生感叹
说，如今的干部越来越没文
化了，居住处随时可见扑克
牌、麻将牌，枕头旁，抽屉里，
茶几上随手可得。可如果想
找几本学术性或工具书、文
学等书籍，那可比找这些东
西难多了！

那日在单位值班，难得
的清静，我带来自己订的《杂
文》翻看，其中一篇“真实而
生动的历史”中，某教授说到
自己在大学给文学硕士们上
课时，提到问在座的学生有
多少人看过国内外文学名著
时，举手者竟寥寥无几！而
他给学生们讲起在文革前许
多中学生都能说出十本俄
国、法国、美国文学时，在座
的硕士们竟然以为教授在忽
悠他们，甚至很怀疑其真实
性。你看，连文学硕士们都
懒得看世界名著，何况平民
百姓？

这真是个可悲的局面。
在我看来，其实有空看

点闲书，对每个人都是有益
的事。

假如有空，
你会选择看书吗？

■徐秀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