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芳菲，鸟语花香，欣欣向荣。小区花
园里，玉兰树叶子葱绿；柿子树开出小小的花
儿，有蜜蜂在花间飞舞；石榴树的花骨朵露出
了红色；蔷薇花儿争奇斗艳；叶子呈五角形状
的树，风华正茂；海棠花儿和樱花早已过了花
期，长出来的叶子迎风摇曳；草坪里没来得及
修剪的草儿，风正吹着它的叶子；喜鹊在树上
和花丛间蹦蹦跳跳，欢快无比。看着这里的一
草一木，想起马上要搬家了，要离
开这里的绿色，要离开这里的邻居
们，心里有太多不舍。

今年三月初，我在家中准备给
狗洗澡，随手关了卫生间门，没想
到卫生间的门锁坏了，我被反锁在
里面。手机放在客厅，没有了和外
界联系的办法。情急之下，我想到
了邻居。我踩着洗手盆，站到卫生
间窗户前，脑袋隔着窗户防护栏杆
冲着外面大喊：“有人吗？”几分钟
后，邻居姐姐听到我的喊声，来到
卫生间窗户外。我把放在卫生间
的备用钥匙从窗口递给她，期待她
能打开大门，然后进屋再打开卫生
间门。备用钥匙不好用，她费了半
天劲，也没打开大门。不得已，邻
居姐姐又喊来同楼层另一位邻居，
过来帮忙打开了大门，又打开了卫
生间门，我才得以出来。事后想想
心有余悸，假如那天没有邻居帮
忙，我又联系不到家人，是不是会
有难以想象的后果？由此更能看
出，远亲不如近邻。

多年来，每到周末，当阳光透过
玻璃窗洒到书房的时候，总有钢琴
声入耳。美妙的琴声让我情不自禁
地放下手里的书，静静地享受动听
的音乐。从琴声中能听出是女孩子在弹奏。这
是谁家的女孩，弹奏出如此优美的旋律？某日，
电梯里，我看到一个背着乐器和父母一起上楼的
女孩，十七八岁的年龄。我问那女孩：“姑娘，你
在家里弹琴吗？”她迎着，含羞点着头，并不语。
就这样，岁月静好，我享受着有音乐陪伴的读书
时光，任琴声在书房里荡漾。去年九月，到了高
校学生开学的日子，那天早上四点半左右，我和
往常一样准备下楼晨练。楼梯间，我又遇到了女
孩和她的父母，身边大小行李好几个，占满了电
梯间，像是要出远门的样子。我问：“要去哪里？”
女孩父亲回答：“送她去报到。”我忙问：“考到哪

里了？”父亲回答：“天津音乐学院。”言语中透着
喜悦和自豪。女孩上大学后，我就听不到琴声
了，可我总会想起这女孩，想起有琴声相伴的时
光多么美好。我怀念她的琴声悠扬，我想象她练
琴时的样子，勤奋、努力、刻苦，一定很美。

小区里，我常看到一对六十岁左右的夫
妻。丈夫脸色暗黑，浑身无力地瘫坐在轮椅
上，像生了重病，被妻子推着。妻子因常年弯

腰负重，身材已经佝偻，看起来比
实际年龄年长好几岁。轮椅上挂
着小马扎，挂着水杯。小区里大花
园、小花园，还有附近公园等，都能
看到他们夫妻的身影。冬天，妻子
会把轮椅停靠在一处阳光偏好且
避风好的地方，让丈夫晒太阳；夏
天，妻子会找一阴凉处把轮椅停
下，让丈夫凉快些。每每轮椅停稳
后，妻子便取下马扎坐在旁边，再
拿起水杯打开盖子，把杯口放在丈
夫嘴边，慢慢看着丈夫一口口喝下
去，再用纸巾给丈夫擦干嘴边的水
渍。收拾利索后，她会给丈夫哼唱
歌曲。妻子的歌声显然没有经过
专业学习及训练，有些跑调。妻子
哼唱着，丈夫看着妻子，目光里充
满了爱意，他温和地笑着，开心得
像个孩子，仿佛忘记了病痛。在丈
夫心里，这歌声一定最动听。这一
幕画面，唯美，透着浓浓的爱意，胜
过千言万语。每每这时，我会被触
及到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眼泪止不
住盈满眼眶。世间的爱情有千种
万种，这对夫妻用行动书写了“不
言放弃，只愿陪你到老”的美好情
谊，是人世间最美的爱情故事。

还有“端午节”拔来艾草放在
我家门口的邻居；中秋节、春节给我送来五谷杂
粮的邻居；晨起一起跑步锻炼的邻居；还有那些
照顾流浪猫狗的邻居们……一张张笑脸，如一
幅幅生动画面，呈现眼前，珍藏在我的心里。

我有幸生活在他们中间，感受着他们的热
心、努力、坚韧。这是一群普通人，是中国千千
万万普通老百姓的代表，他们有着最朴素的情
感，他们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用行动诠释着中
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为和谐社会筑起爱的
桥梁。

烟台的春天已经走远了。我站在小区花
园里，感受绿意，也想捧一抹绿色给你……

我恨过它，诅咒过它。尽管我已经远远地
离开了那群岛屿，离开它们已有三十个春秋。
随着岁月的流逝，时光漂白了我记忆中的往
事，作旧了我曾经喜爱过的地方，但我永远都
不可能把它从我的记忆屏上抹去，相反，偶然
触碰到它，竟会让我即刻陷入忧郁，让我惆
怅。或许爱和恨同样是人强烈的情感表达，一
样刻骨铭心；或许爱往往同时会表现为恨，恨
常常是爱的果实；或许人的感情根本就无法用
语言表达，奥秘得难以理喻。

它叫猴头矶。它的名字靠自己的形状获
得，里面没有恩赐，也没有阿谀，也没有鄙视。
矶自然没有资格与岛相提并论，典籍上释为水
边突出的岩石或江河中的石滩。猴头矶不是
水边突出的岩石，也不是江河中的
石滩，它是大海中的一座小屿，面积
小得无法让它称岛。

它荒凉，除了岩石再一无所有；
它贫脊，岩缝里渗不出一滴水。聊以
自慰的是老天爷让它占据了一个让
大小岛屿刮目相看的地理位置，它周
围的一片水域中暗藏着无数丛生的
礁岩，渔人和航海家称之为鬼门关，
而它的面前却是一条水深峡阔的国
际航道。因此，它拥有一座高耸的灯
塔和一个声震海疆的雾号，于是它就
神气活现地迎接着一代接一代、一茬
接一茬的兵们，让他们带着痛苦与怜
悯踏上它的脊背，在八面来风、四面
环海的矶岩顶上安营扎寨。除了军
人，谁能来这里安家？

我的战友们，严格地说应该是
友军战友，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
那三年的义务，有的甚至陪伴它整
整六年，应该说无论三年还是六年
都是他们自个儿愿意的。三年兵不用说，六年
老兵除去探亲十天半月离开它，走入大陆人世
间见到树木花草、男女老少外，余下的二千一
百三十天，都在这寸草不长的零点一几平方公
里的天地里，苦脸相依。

我恨它，诅咒它，并不是因为它只带给军人
寂寞与苦难。没有花木绿草无所谓，海滩的礁石
缝中有无数海葵，大家都喜欢叫它们海菊花，养
到玻璃缸里，在宁静的水中，白的、红的、绿的、紫
的竞相舒展，比菊花更有一种无法比拟的美；没
有淡水怕什么，在雨季他们把老天爷施舍到这里
的每一滴能承接下来的雨水，都引入山下的蓄水
库里；到了台风季节送水船不能前来的时候，他
们还可以用海水蒸馒头，尽管僵硬得没有馒头应
有的暄软，但并不耽误他们把这当成一种磨练；
没有新鲜蔬菜算什么，储藏室里有长年啃不完的
咸菜疙瘩，吃腻了他们还可以到海边钓鱼、赶海，
弄来鱼、海蛎子、海螺、紫菜、裙带菜、龙须草，到
能下水的季节还可以摸到螃蟹、鲍鱼、海参这些
高级营养品改善生活。其实这不只调剂生活，这

里面还包裹进他们多少欢声与笑语。我无法容
忍的是它竟夺走了年轻战士小帅闪耀着灿烂光
辉的年轻生命，他仅十八岁啊！

小帅刚上岛的那天，像被拐骗的孩子一样
哭闹。这并不怪他，他们八个人确如没爹没娘
的孤儿。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要忍受凄凉，他
们的连队在几百里之外，别说团首长，六年中
除了每年见一次司务长之外（因为每年都要换
发着装），他们连自己的连长都见不着。

更让小帅痛苦的是，春节前他妈妈特意
赶来看他，没承想这鬼天故意作对，台风刮到
八九级。小帅妈妈被隔在大陆招待所里，两
人天天在电话里对哭却见不着面直到第九天
终于有船进岛，船运大队值班首长特意通知

运输艇绕道把小帅妈妈送往猴头
矶。谁料风浪太大，他们的码头太
小，船无法靠近码头。小帅和妈妈
对着哭喊了半天，艇长只能残忍地
让艇启航去执行别的任务。小帅
妈妈见着了儿子却不能相聚，往返
之间把苦胆水都吐光了。回到大
陆，小帅和妈妈只能在电话上再对
哭一场告别回家。

小帅是颗多情的种子，他很快
爱上了岛上的海鸥，也爱上了猴头
矶。他用笼子养了一对海鸥，每天
跟海鸥谈心，向它们诉说自己心里
的一切。但海鸥也让他和战友充满
矛盾的情绪。当他们看到山崖上一
个个温暖的小窝里，一对对爱侣们
的身边有了一个个爱情之果时，他
们欣喜又忍不住要想去捡拾。感情
上他们不愿意伤害它们，听到它们
愤怒的咒骂，他们就于心不忍地缩
手，可一想到漫长的冬天常常一两

个月来不了船、吃不上菜，唯有咸海鸥蛋可以
调剂一下生活，又硬着头皮稍捡拾一些海鸥
蛋。小帅就是在这种矛盾和犹豫中在悬崖上
失去平衡的。山崖不高，也有七八十米，但都
是陡峭的绝壁。小帅除了那声惊叫没留下一
句话，他的青春，他的生命旅程就在那一声惊
叫后面画了句号。我就是小帅出事后踏上的
猴头矶，那此后的半年里，猴头矶上只剩下七
张痛苦的面孔。自此，再没有一个人去捡过海
鸥蛋，他们宁愿啃一个月两个月咸菜。

当我走在水乡绿草茵茵的阡陌，当我漫步
在雄伟宽广的天安门广场，我忽然会不由自主
想到它，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曾经踏上过它。
每当这时，我心里总抹不掉那一缕忧郁与惆怅，
心里有一种莫名的不平。这辈子我无法将它忘
怀，不仅仅因为一茬一茬军人把最宝贵的青春
与它凝结在一起，更是因为它和战士具有同样
的品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和战士们始终
如一地在为人类默默地作着自己的奉献，尽管
在一比十万的地图上难以找到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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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是一个三面环岭、一面靠山的穷
山村，土地瘠薄，自然条件差。解放前十年九欠
收，多数人家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我家
也不例外。

我的父亲虽然勤劳节俭，日子却过得相当
艰难。家里人口多，孩子小，到了春夏之交，正
是青黄不接之际，母亲就会领着我们兄妹到山
上挖野菜充饥。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个个皮包
骨头，心如刀绞，非常难过。有一天，他起得很
早，告诉母亲说，他到亲戚家看看。这个一向很
有骨气的老实人要到亲戚家借粮了。父亲走
后，母亲一直盼着他中午能带回救命粮。结果
太阳落山了，父亲也没回来。就这样等啊等，从
中午等到下午，从下午等到晚上，别人家的孩子
都睡了，我家的孩子却在盼着父亲的归来。忽
然，门响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父亲回来了，
一种无比喜悦的心情油然而生。门打开了，父
亲蹒跚着进了家，他喘了一声粗气，把空篮子放
在桌子上。母亲知道借粮的事儿落空了，一种
失望和怨恨的情绪，让她失去了理智。她哭着
闹着，用刻薄的语言奚落和挖苦着父亲。这时
的父亲又伤心又无奈，他没有为自己争辩，只是
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大口大口地抽着烟。第
二天一大早，父亲早早出了门，到离村十多里地
的一家加工棉花的小作坊打工。老板只管饭，
没有工钱。父亲舍不得吃自己的那份饭，把它
揣到怀里带回家。第二天早晨，我们兄妹的枕
头旁便会有两片地瓜干了。

后来解放了，生活虽然好了一点，但日子过
得仍然很艰难。不过幸运的是，我上学了。
1953年，我小学毕业后又考上了初级中学。按
照我家的经济状况，是根本上不起中学的，录取
通知书上说，入学时除了要带齐学习和生活必
需品外，还要缴纳书费、学费和半个月的生活费
共计9元。这对我家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为了
凑齐这9元钱，父亲跑遍了大半个村子。看到
父亲借钱时尴尬的样子，我既难过又心疼。我
决定不上学了。可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对我
说，孩子，你考上中学不容易，十多个人录取一

个，难度不亚于旧社会的科考。再说，读书是一
条出路，将来，我和你妈还指望跟你享福呢！幸
亏党的政策好，我靠助学金的帮助，终于初中毕
业了，同年又考上了中专。

父亲常年生活在贫困中，过重的经济负担、
巨大的精神压力，给他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他再也支撑不住了，1958年春天病倒了。为了
让我安心学习，父亲不让母亲把他得病的事儿
告诉我。那一年暑假我也没回家，留在学校勤
工俭学，挣点钱，贴补生活。后来，父亲的病越
来越重，母亲又听说我暑假不回家，这才把父亲
得病的事写信告诉了我。我立刻停止了勤工俭
学，预支了勤工俭学的钱，给父亲买了一斤橘子
干，上面还沾了一层白砂糖，回家当成珍品送给
了父亲。至于怎么个吃法，我也不知道。由于
太硬，父亲根本咬不动，还崩掉了一颗牙。后来
有人猜测说，这不是用牙咬着吃的东西，而是水
煮当茶喝的。我一想起这件事就伤心愧疚，深
感对不起父亲，但当时也确确实实买不到更好
的东西。我把父亲送到了医院，那时全国正在
搞大炼钢铁运动，医院里的医务人员大都炼钢
铁去了，只留下少数人员。父亲只住了七天院，
我就把他接回了家。

那时的农村，正在兴办集体食堂，社员一天
三顿饭都到食堂吃。父亲因为不能吃硬食，被
批准天天喝高粱面稀饭。有一天，他突然想起
要吃梨，而且想吃的意识特别强，近处买不到，
我只好一夜来回步行200多里，到莱阳火车站买
了二斤梨。等我赶回家时，父亲已经上气不接
下气了，梨也不能吃了。他握着我的手，断断续
续地说，我没有福气，等不到你挣钱给我花了。
等我不在了，你要帮着你妈把弟弟妹妹抚养大
……父亲走了，我家的天塌了，母亲艰难地支撑
起了这个家，直到我们兄妹个个都成家立业。

现在我已经是儿孙满堂的老人，生活丰衣
足食，美满幸福。享受天伦之乐的我，时常会想
起我的父亲！可惜，时间不能倒流，逝者也不能
复生，但老人的含辛茹苦和养育之恩是我永远
也不会忘记的。

栖霞，多好听的名字，林木栖鸟，城头落
霞。这个隶属烟台的小城给我印象极深。

昨日中午到附近超市选购苹果，看到突兀
个大的红红的苹果，没仔细看品牌就买了三
斤，带回家才看标识，奇了，竟是我钟爱的栖霞
苹果。

看到苹果触景生情，我想起三年前的这个
时候从北京赴栖霞的一次经历，感受到栖霞苹
果的真正味道及种苹果人的不易。

从北京乘飞机赴烟台，刚坐定不到喝一杯
热茶的工夫，就提醒飞机开始下降；下飞机乘车
半个多小时，到达栖霞市内一家酒店。从酒店
16层阳台上俯瞰，楼前是小家碧玉式的一座
湖，湖水清澈，湖的四周花木环绕，美轮美奂。

因工作关系，靠海的烟台市我涉足多次，但
到栖霞尚属首次。

这个地方名字的由来，是我落脚后探究
的。据当地人说，栖霞置县至今已近900 年，

“栖霞”这个美丽的名字，究竟缘何而取，有多
种说法。一曰系城头朝霞。明朝诗人郝晋曾
认为：“旭日将升，每有霞光盘旋，因以名县。”
清康熙《栖霞县志》卷八序：“五更平明，海日东
升，照耀城头，霞光万道，城之得名，盖以此
焉。”二曰系因山得名。据说栖霞古代有一座

“栖霞山”，只是史书无记，民间失传而已。三
曰因“环县皆山，丹霞流宕”。1986年版《中华
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山东分卷烟台地名选编》
载：“县因‘环县皆山’，每天晓，辄有丹霞流宕
而得名。”

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此地因霞而得
名，是不争的事实。以霞命名一块地方，足见古
人的智慧，蕴含着深沉的文化。

烟台是山东临海的一座城市，栖霞应该是
烟台的腹地之一。栖霞域内有三十多座山。海
有海之美，山有山之美。栖霞境内有一座叫岠
嵎山的，据说是帝尧时期恭迎太阳升起、确立春
分、制定春季农事规章之处。这一传说，表明栖
霞在农耕文明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山则名，有仙则灵。据记载，道教全真龙
门派创始人丘处机，便是从栖霞走向世界，驰名
中外的。

栖霞，还因盛产栖霞苹果而美名远扬。苹

果系果中之王，人称“第一果”。每到秋季，栖霞
的一片片果园里，露出数不清的苹果笑脸，织出
一道道彩霞般的景观。苹果也是美的代名词，

“她的脸有苹果之美”，便是文学作品中以苹果
比喻美的例子。

我们一行刚到栖霞，与该市领导共进工作
性晚餐。还没动筷子，几条山东汉子就推介起
栖霞的苹果来。据称，栖霞市是烟台苹果的主
产区，“中国苹果之都”一直是这个城市的名
片。产业扶贫，是这些年很见成效的栖霞举措，
目前这个地方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0%以上来
自果业。

到了栖霞，只有尝尝当地苹果，才能品到
“第一果”的真味。我入住的酒店，房间放有两
个苹果。我入住那天吃了一个，脆而甜，且多
汁，与在北京尝的苹果感觉很不一样。曾在烟
台市广播电视局任过副台长的赵文斋兄，第二
天来看我，我拿另一个大苹果招待他，说：“您是
烟台人，栖霞苹果咋样，您最有发言权。”他咬上
一口，乐呵呵地回应：“那还用说，栖霞苹果是烟
台苹果的名片呀。”

这些年，好苹果在北京价格不菲，一斤10
元至20元不等，让有些消费者觉得吃不起好
水果了。我们回程离开酒店那天，一位栖霞
司机开车送我们去烟台高铁站。一路上，看
到一片片套纸袋的苹果进入成熟期，我就与
司机聊起苹果种植的人工成本问题。他说，
苹果种植有许多工序，是机械无法替代的。
比如，苹果树从栽苗到结果前，需四年左右的
专业管理；开始结果的树，呵护程序更为复
杂，除草、施肥、剪枝自不必说，开花结果期需
人工剔去无用小果，将有用果转向阳光，使其
均匀接受照射；果稍大后，一个个套纸袋，到
苹果成熟了，再一个个撤纸袋……这些繁琐
的工序一个都不能少。

“果农不容易呀。”听到司机的讲述，我不禁
感叹起来。有些城市的消费者一旦看到菜蔬水
果粮食价格上涨，就受不了，口出怨言。其实，
难道只允许你工资涨，而不允许农民兄弟涨优
质农产品价格？

优质优价符合市场法则，让农民富起来，
就要撬动优质农产品的价格杠杆。

识字不多的
母亲，在日常生活
中，时常会冒出几
句简单利落的话，
形象生动地表达
出她对某件事的
看法与感想，让人
一听就明白母亲
要说的意思。

“身子自在口
得闲”——母亲常
把这句话挂在嘴
边，意思就是说，
人一懒，牙就得闲
着。庄户人家就
怕懒，勤快的人，
满眼都是活儿，到
苞米地里转转，哪
个空挡缺棵苗儿，
就掩上几粒菜豆
种，到时候结的菜
豆一茬茬的吃不
完。地埂上空着
巴掌大的一点地儿，就撒上一把黄豆种，
秋天收获的豆子吃上两顿豆腐绰绰有
余。即使下雨天，勤快人也会扛着铁掀
去地里转转，放放积水，扶扶秧苗，秋季
也会多收个三五斗。

“浪费粮食有罪”也是母亲的口头
语。母亲对粮食有一种敬畏之心。秋天
花生收获完毕，下一场雨之后，母亲便领
我们去地里捡花生。虽然地里已经被人
翻过多少遍了，可雨水一淋，仍然有花生
露出白白的脑袋。每年秋收完毕已是深
秋，母亲带领我们去地里揽地瓜，一直到
上冻了才肯歇手，家里也攒了一堆地瓜，
人和猪能吃一个冬天。上山走在路上，
看见山路两旁有一个花生或一个黄豆
荚，她连忙弯腰捡起来。

“邻里邻居，能帮就帮一把”，也是母
亲常说的一句话。母亲手巧，会做衣服，
做出来的衣服比买的成衣都好看。一进
腊月门，母亲就忙了，街坊的婶子大妈都
拿着布料领着孩子找上门来。母亲一点
儿也不厌烦，找出我和姐的衣服让他们
穿上试试，然后根据大小肥瘦改变尺
寸。她用粉笔在布料上横七竖八划上一
道道线，再用剪子剪成一片片的。衣服
裁好了，再用脚踏缝纫机做成衣服。做
成的衣服需要熨烫，母亲把一个大茶缸
装上热水盖上盖子，把衣服放桌子上铺
平，一点点熨烫平整，那么耐心，那么认
真。每到端午节，母亲就去左邻右舍帮
忙包粽子。特别是需要出村送亲戚的邻
居，怕包的粽子不好看被人笑话，特意请
母亲去包上一些，因为母亲包的粽子有
角有棱，模样俊俏，能拿得出手，谁见了
都会“啧啧”称赞一番。母亲总那么热
心，有求必应。

“家丑不可外扬 ”。母亲从来不在
街坊邻里跟前说家中琐事，若是哪个婆
婆或媳妇在母亲面前诉说家中是非，母
亲便会劝说：“家丑不可外扬，家务事说
出去会让人笑话的，屁股再臭也不能割
下来丢了，那也是人身上的一部分。就
像一家人，再怎么吵闹也是一家人，一个
锅里摸勺子，遇事还得靠自家人，靠谁都
不行。”

“冬不坐石，夏不坐木”。 巷子口张
奶奶家的房屋山墙下，有几块大石头。夏
天的时候，大人坐在上面摇着蒲扇乘凉，
小孩在上面爬开跳去。天长日久，石头被
蹭得溜光水滑。到了冬天，母亲若看见有
街坊坐在石头上，就会来上一句：“冬不坐
石，夏不坐木。”啥道理呢？就是说，冬天
石头特别凉，隔着棉衣寒气也能渗透到骨
头里，会伤身体。夏天雨水多，易潮湿，堆
在院里墙角的木头棍上都能长出一朵朵
黑木耳，摆在院里的几个木凳子也是湿嘞
嘞的潮，久坐也会伤身体。

邻家房子漏雨，准备修房子，怎奈囊中
羞涩。男人出门半天也没有借到一文钱。
媳妇跑回娘家借，同样空手而回，于是坐在
院里呜呜大哭。母亲感慨地说：“指着山，
能跑死马，靠谁都是假。”意思很明显，日子
要靠自己过，攒些钱以备不时之需，危急之
时谁都指望不上。

听见小辈抱怨工作不如意，母亲就
说：“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你挣人家
的钱，就得听人家指挥，哪有把钱白给你
的？”“人不到八十八，不能笑话别人瘸
腿眼瞎。”意思是说，人生无常，谁也不知
道自己明天会咋样。看到有的夫妻疏于
管教孩子，母亲就替人家着急：“树小容
易扶，树大扶直难。”

母亲说这些生动语言的时候，从来
不假思索，临场发挥，脱口而出。这让读
了多年书的我，自愧不如。母亲的语言
浅显易懂，带着乡土气息，接地气儿，如
同大白话，听起来寻常，细细咂摸，却句
句都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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