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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过后，天气越发炎热。当白日
光燃烧着大地，紫薇花一朵接一朵在枝
头绽放，夏蝉开始不知疲倦地高歌欢唱
之时，黄皮树上金灿灿的果实也已经悬
在了树梢。

黄皮果于暮春开花，炎夏结果，在
闷热而焦躁的夏季，它是一抹清凉，解
渴生津，慰藉人心。

每次一想到黄皮，我就有一种垂涎
欲滴的感觉，胸腔和味蕾仿佛被唤醒了
记忆，一股酸酸甜甜的滋味自大脑蔓延
至舌尖。人家是望梅止渴，我是思黄皮
而生津。

在我的家乡潮州，村民最爱种植
黄皮树，田园山野，家前屋后，随处都
可见黄皮树的身影。

我家屋子在半山腰，屋后也有两
棵黄皮树。这里阳光充足，土质疏
松，有奶奶圈养的十多只小鸡相陪，
黄皮树长势良好，茂盛挺拔。每年夏
天，可收获一串串美味的黄皮果。

黄皮的花期极短，一不留意就错
过了。有一次，我在姑妈家见到了满
树繁花的黄皮，它开着淡黄色的花
蕾，极微小，极普通，也没有浓烈的香

味。但是，它们开得茂密繁盛，细细
碎碎地点缀在绿叶之间，熙熙攘攘，
花团锦簇的样子，仿佛绿色海洋中，
有浪花在涌动。

盛夏之际，黄皮树披上了金黄色的阳
光，一串串金豆似的果实，在阳光下闪闪烁
烁，散发着醉人的果香，让人见了心里敞
亮，喜上眉梢。

黄皮果是慢慢成熟的，通常是一串
黄皮果之中，集合了老中青三代。有的
已经变成金黄色，代表它成熟了；有的
是淡黄色的，特别酸；有的还是绿色的
小个子，稚嫩得很，尚待成长。

最先知道黄皮果成熟的一定是小
鸟，经常先下手为强。今天看着还没熟
透的果实，后天一看，已经入了小鸟腹
中，恰是“花丑曾愁蝶少顾，果香却笑鸟
多情”。

黄皮果形如鸡心，肉嫩多汁，有一
股独特的芳香气味。每次吃黄皮我总
是停不下来，就像嗑瓜子一样上瘾。一
颗黄皮入口，一咬一吸一吐，几个动作
娴熟连贯，只需几秒的时间，又酸又甜
的果肉已经入了肚子，果皮和果核则吐
在了碗里。因此，吃黄皮果的乐趣，就

在这一吸一吐之间，这是吃其他水果所
不曾有的体验。

这种生产于南方的黄皮果，至今已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明代诗人董传策
的《噉黄皮果》写道：“碧树历历金弹垂，
膏凝甘露嚼来奇。木奴秋色珍如许，那
似香飘褥暑枝。”你看，黄皮在人们眼
里，是金弹，是甘露。

感谢黄皮，在时光的穿行中，它一
直深深地扎根于黄土地，在南方的一
隅生生不息；它朴实无华，滋味醇厚，
滋养着人们的味蕾和身体。

有民谚曰：“饥食荔枝，饱食黄皮。”
可见黄皮是一种消食健胃的水果，适合
于饭后食用，促进消化。黄皮的整颗果
实都是宝，果皮和果核也可入药。

我的奶奶曾经制作过黄皮酱，特别
好吃。把黄皮果去核，用盐腌制后，晒
干水分，放入锅里和白糖一起熬几个小
时即可。黄皮酱味道极佳，可理气健
脾，润肺化痰。黄皮果还可煮汤，与鸡
肉或鸭肉一起煲汤，汤汁鲜美、清爽，成
为人们餐桌上一道独特的菜。

酷热的夏天，吃黄皮，解暑热，开胃
提神，可谓一举两得。

的黄皮果
○陈晓晖

单位对面的绿树下，曾经有一个报刊亭。
和其他的报刊亭一样，绿色的，小小的，挂满了
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

我上高中的时候，最喜欢在报刊亭买杂
志。学生只记得今天是周几，从来不记得几月
几号，买杂志全靠运气。有时候去早了，喜欢
的杂志还没到，只能再挑别的。有时候去晚
了，想要的杂志已经卖完了，也只能丧气而
归。若是运气好，买到了想要的杂志，恨不得
赶紧跑回家一口气读完。

买不到心仪杂志的时候，卖杂志的老爷爷
总会给我们推荐各种合适的杂志。后来，在老

爷爷的鼓励下，我甚至还参加了《萌芽》杂志社
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虽然石沉大海，但文
学梦悄悄在我心中萌芽。

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处理了所有的教
科书，却留下了攒了三年的杂志，总觉得那是
我的青春。

上大学后，我发现大学周围竟然没有报刊
亭。于是寒暑假回家时，我总喜欢到报刊亭转
一圈，收获一堆杂志，回家一边喝着饮料，一边
美滋滋地读完一本又一本。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去报刊亭
了。也许是电脑的普及和网文的飞速发展，我

开始喜欢抱着手机，不停地刷来刷去；也许是
网购日益发达，想看什么杂志，手机电脑一下
单，没两天就送到手上，不仅能看到当月的杂
志，错过的也能买到。

我意识到许久没去报刊亭，是工作后的第
三年。因为工作调动，我换了新的单位。一下
车我就乐了，新单位恰好在高中学校附近，就
在报刊亭对面。我兴冲冲地跑过去，报刊亭的
老爷爷更老了，记性也更差了些，他已经忘记
了我。我在报刊亭前站了一会儿，买走了最后
一本《萌芽》。

尽管离得很近，可因为工作繁忙，我去

报刊亭的次数寥寥可数。前几天，和同事
聊起邮局的没落，我突然想到对面的报刊
亭，探头从窗户往外一看，那个小亭子居然
不见了。就好像一个相交多年的老友，不
知何时离开了，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我
怅然若失地问同事：“对面的报刊亭去哪
了？”同事看了我一眼说：“现在哪里还有人
看杂志啊！”

下了班，我骑着车飞快地在这座城市穿
梭，却没有发现一家报刊亭。我知道，那个藏
着我青春的报刊亭，已经消失了。而我的青
春，也谢幕了。

的报刊亭
○吴林溪

伏天的热，是黏在身上的。整个人仿佛在
这种挥之不去、如影随形的高温中被蒸熟了。
空调的冷，我不喜欢，觉得人就像冰箱里的冷
冻肉，不分青红皂白被凉起来。我喜欢伏天偶
发的凉爽，不是人为制造的，来自自然，如葡萄
架下穿过碧绿叶子带着葡萄味的凉风，再假以
大蒲扇，呼答呼答扇来扇去，风就从脸到腿覆
盖了大半个身子。

最好这时再听见一声，“冰棍儿啊，又凉
又甜的大冰棍儿！”我急忙跑出去，便能看见
骑自行车戴草帽，后面驮着白色冰棍箱子的
阿姨汗津津的黝黑面孔。我递上五分钱，

“来根冰棍儿！”“好咧！”箱盖打开，冒出一股
凉气，一根冰棍递过来。箱子合上，卖冰棍
的阿姨一弯腿，从前面上了自行车。“冰棍
儿，又凉又甜的大冰棍儿！”声音便渐渐远去
了。知了在大槐树上叫得欢，我边往回走，
边低头撕自己手上冰棍的纸，咔嚓咬一口，
又冰又爽，于是喀嚓喀嚓嚼着，冰棍水咽下

去，从嘴巴到肚子，凉一路，那种享受没得
说。吃到最后，我不舍得嚼，就在嘴里慢慢
地化，一点一点地咽。

要说老冰棍儿，我们镇子上出产的最招人
爱，让人念念不忘——因为它悠久的历史和精
良的配料。我的祖太爷曾因为好奇，在窗外偷
瞧人家配料，他说，那牛奶啊，白糖啊，一大缸
一大缸的，还有什么粉，也雪白雪白的，都在大
缸里，工人按开关，有机器像手一样搅动，窗外
都闻得到奶香。祖太爷回忆的时候，下巴颏上
的一缕白胡子笑得一颤一颤的。

小时候二姨住在我们家，她就是卖冰棍儿
的，五分钱一支，二姨卖冰棍儿时，我和哥哥总
是盼着阴天或下雨，那样我们就可以吃到二姨
卖不掉的冰棍儿了，即使冻得发抖，我们宁可
爬上炕盖上大被子，也吃得很开心。

太阳快落山时，我和哥哥就坐在门口的大
青石上，等着二姨。眼擦黑的时候，她从东边
河套的方向来了，我们喊着“二姨，二姨！”飞跑

过去。那是小孩子的狡黠，我们的欢呼有点目
的不纯，是盼着二姨的冰棍儿。我们跟在她自
行车后一直跑进院子，满含期待地看着她，如
果剩冰棍儿了，她就叹着气，往外给我们拿，边
笑着说，“今天算白干了，便宜你们两个小馋猫
儿。”有一阵农活忙，她好久没去卖冰棍，我和
哥哥心里馋得慌，恰好手里攒了一毛钱，于是
我们商量自己去雪糕厂买冰棍，因为听二姨说
雪糕厂的冰棍只要三分钱，一毛钱可以给四
个，但如果从卖雪糕的人手里买，一毛钱只能
买两个。

虽然雪糕厂离我们家不算很远，三四里地
的样子，可对于五六岁从没独自出过村的孩子
来说，已完全称得上是一次冒险。那天我们俩
穿得齐齐整整的，哥哥还带上了爸爸的大草
帽，使他看上去更像个大人。一路上我们目不
斜视，自己给自己壮胆，走得雄赳赳的。

我们手拉手到了雪糕厂，可惜人家午休，
守门的大爷坐在门口的大石头上，眯着眼打

盹，我们怯生生地叫爷爷，老人家睁开眼睛，没
有责怪，很和善，笑眯眯问我们是谁家的小
孩。见我们捏着一毛钱，他说，“来买冰棍啊”，
笑着把我们领到付款的窗口，然后回屋找了个
铁饭盒盖，盛了四根雪糕。哥哥从很高的窗口
接过来，小心翼翼地端着，仿佛怕飞了。我又
兴奋又有点害怕地跟在后面，俩人就坐在雪糕
厂门口的长条凳上，就着热辣辣的蝉鸣消灭了
那四根雪糕。

我和哥哥不舍得扔包装纸，回家的路上把
它们展平了，闻一闻，还带着甜丝丝的冰棍味
道，纸上印着绿色的香蕉、苹果、橘子之类的图
案。冰棍里有香蕉、苹果和橘子吗？怎么做进
去的呢？我们都没想明白，但也没问过人。包
装纸有点黏手，我们又跑到小河边把它们洗干
净了，晒在鹅卵石上，像一面面淡绿色的小国
旗。再后来，俩人又开始捕蝶抓虾，等到黄昏
了，跑回家去，才发现我们忘了收那可爱漂亮
的雪糕包装纸。

老冰棍儿
○赵曼彤

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又到了，这预示着
人生一段历史的结束，一个新时期的开
启。无论处在哪个阶段，我们都会面临着
以下几个问题，对这些问题思考得越早，越
深刻，就越能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美好。

为什么要读书？
这个答案是多样的，杨绛先生说：“读

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
读书所得去生活。”伏尔泰说：“当你读书而
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清楚地看到，
你知道的还很少。”而在我看来，读书的目
的就一个——遇见更好的自己。具体地
说，活成让自己尊敬的模样：乐观向上、心
怀希望；专注所爱，坚毅忍耐。有人说，读
书可以经历一千种人生，不读书的人只能
活一次。读书是最廉价，也是门槛最低的
投资，任由时光流逝，我自腹有诗书。读书
能让我们选择我们想要的生活，而不是被
迫随遇而安。

人生如何选择？
无论学习还是就业，当我们面临选择

时，首要的是倾听自己的心声。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找到自己所爱，为爱而选择事
业，把自己的喜好与前程完美结合起来，这
是人生的一大幸福。同时我们不能只盯着
经济利益，更要看重它的社会价值。只有
把我们的选择融入时代的发展，以中华民
族复兴为已任，或成为大国功匠，或引领主
流价值，或突破理论研究……理想才会高
远，犹如心中一定要有座山，我们可能一辈
子登不上这座山顶，但它会使你有个奋斗
的方向，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前行的
方向和前进的力量，正如马克思在中学毕
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
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
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

年轻时最应该做什么？
年轻是资本，年轻是财富，只有拼搏才

会让年轻更有价值，年轻时必须勤奋。不
要选择捷径，选择走旁人看起来一帆风顺
的捷径，那些捷径迟早会变成弯路让我们
重走。不要选择懒惰，曾国藩说，“天下古
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懒惰让我们
错过人生中最该努力的时光，人生将会处
处被动、处处掣肘。勤能补拙，勤而有恒。
我们一旦确定了正确方向，就必须发扬锲
而不舍的精神，用时间来证明一切。世上
有很多事情，不是因为看到希望了才去努
力，而是因为努力才能看到希望，这种努力
不只是靠体力和脑力，还有韧力。韧力就
是一种坚持。当然，勤奋也要讲究方法，学
思结合，善于发现问题，并能解决问题，绝
不能埋头蛮干。

成长是什么？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既不沉浸

在自责中不能自拔，也不深陷于抱怨中停
滞不前，只要做到今天比昨天有进步，这就
是成长。得意时看淡一点，失意时看开一
点，把经历变成阅历，把失败当做投资，内
心平静祥和，这也是成长。包容别人有肚
量，谦逊自己是分量，悦纳自我聚能量，合
在一起这更是成长。我们既能控制成功带
来的骄傲自满，也能战胜失败导致的沮丧
抑郁，更能冲破平淡带来的桎梏枷锁。拥
抱困难，必然成功；克服平淡，定能伟大。

如何缓解焦虑？
很多事情，越想越难，越拖越容易放

弃，久而久之，就产生了焦虑。反之，很多
事情，越做越简单。孔子说：君子讷于言而
敏于行。如果我们能边做边想，想后马上
去做，做完每天计划的事情，焦虑自然消
失，成功也水到渠成。马上就做，关键在
做，这是一种精神，一种风格，闻风而动、雷
厉风行，马上就做是缓解焦虑的最好办
法。有人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和现在，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重要的是开
始后就不要停止。

其实，世上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让我
们醍醐灌顶。真正让我们醍醐灌顶的，是
我们对生命的顿悟和践行。

○

罗
驰

吃午饭间，我无意中看到作家池莉的一篇
散文，提到她当知青时在乡下杀年猪的事，我
儿时那些围观杀猪的年华，尤如在笼中关了许
久的小雏鸡，迫不及待地冲笼而出，个个绒毛
温顺，小眼明亮，吱吱喳喳四散开来……

小时候我住在一个名叫渭溪的小镇。因
为相对贫穷，故而民风纯朴——我的逻辑如
此。在那个叫糖厂的地方，我与家人住了十几
年。糖厂属于供销社，生产酱油糖果，偶尔也
做做面包、冬瓜条糖什么的，在那个年代，也算
是个稀罕物。厂子位置有点偏，处在街道与乡
村的交界处，有点像现在的城乡结合部。老街
尽头，一棵已记不得年份的大黄桷树，隔了二
座土桥，与厂房遥相呼应。老树根张牙舞爪，
怀抱了一大堆石头，依依舍不得放手，任孩子
爬上树身，把春天的黄桷泡（即嫩树叶外面那

一层）当做最美味的零嘴，那个年代的孩子，也
没什么多余的可吃。厂房坐落在一大片苍翠
的竹林里，夏天常有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旁边
一条蜿蜒的小溪，小巧而可爱。附近零星有村
民的房子，青瓦白墙，每到煮饭时光，炊烟渺渺
衬着青翠的竹梢，轻慢上升、淡化开来，现在回
想，也是一番岁月静好的田园景象。所以，从
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也算一个农村孩子。

那年我好像正上小学，附近一家村民要在
后院坝杀年猪。这种大新闻，我不知道自己是
怎么发现的，反正记忆就从我和小伙伴们欢喜
地围观开始，就如一个精彩的不按常理出牌的
话剧，没有序幕，一开始就是高潮部分。那家
的后院坝是一片田地，围了一圈青石堆当篱
笆，我们就坐在那石堆上，高高地俯视院坝的
一举一动，隔着不远也不近的距离，安全而有

效。当时我的心情很是兴奋，又夹杂着一丝丝
害怕，怕猪会跑出来拱到自己，但心里又认为
这是绝不能错过的好戏。

院坝里人山人海，那头大白肥猪被四五个
大汉以或强推或死拉的方式推出来，隆重登
场。中途它似曾顽强抵抗，挣脱压迫逃出乱
窜，惹得人们一阵沸腾地笑闹。那些被大猪
摔得屁股坐地上的汉子们，边笑边骂骂咧咧
地爬起来，不服气地继续开战。一番搏斗之
下，那猪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一身绝望
地被按在早已架好的案板之上。好家伙，那
场面人嘶猪嚎，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让我心
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依稀记得当年我是
拿手捂了眼睛才心惊胆颤地跳过这个环节，
只听得猪一声声嚎叫。等我睁开眼时，就剩
下记忆中那接满了猪血的大盆，似乎猪血温

热的气息就要扑鼻而来。后来，见有大汉拿
刀在其中一只猪脚上轻轻划了一个小口，然
后张大了嘴巴，粗犷地往里吹气，吹得他喝过
酒的脸黑里泛红，好似一口气就要吃下这只
猪脚。慢慢的，刚刚才蔫了气的大白猪好似
又活了过来，胀得气鼓鼓的一身浑圆。随后，
几个大汉分工协作，拿出特制的刀具将全身
猪毛剃了个干净……

一晃三十几年过去了，听说那厂房后来被
村民租了去养鸡鸭，再后来好像也空了无人居
住。我的记忆，似乎就被永远定格在那片岁月
静好的时光里，当年坐在石堆上的踏实感，如
水墨画般晕染开来，温暖了我和家人。银烛秋
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不知，我的小扇，
还能否扑到当年那片竹林里如精灵般飞舞的
流萤……

关于 的儿时追忆
○李晓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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