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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虫
了数只萤火虫，小小的灯笼一齐照亮，黑
黑的夜色里豁然出现一张绿莹莹的荷
叶。也有停留在荷花上的萤火虫，几盏
灯笼一齐打开，俏丽的荷花就像焰火一
样在空中一闪，没了，一闪，又出现了，梦
幻般一样。
孩子们追逐着萤火虫，萤火虫在眼
前飞舞，却是很难捕捉到的。有时候追
着追着，眼看就要捉到了，狡猾的萤火虫
突然一转身，飞到了稻田的上空。小朋
友的脚步不由得戛然而止。
孩子们多了，少不得游戏。这时候
是不宜做“寻猫猫”游戏的。秋夏的草丛
里、树叶上，都躲藏着一些不友好的虫
蛇。其它游戏又太吵，惊扰了大人们的
睡眠。
那就捉萤火虫吧。
捉萤火虫之前，需准备一个透明的
玻璃瓶，萤火虫捉住后就放进去，萤火虫
多了，玻璃瓶就像一个耀眼的光球，一闪
一闪的，煞是逗人喜爱。萤火虫难捉，也
没有合适的工具。捕蝉用网兜，捉蜻蜓
用竹扫帚，逮青蛙用棉球……唯独捕萤
火虫是没有工具的，
只能靠双手。
开始的时候，女孩子用花边的折扇
追逐萤火虫，萤火虫就和她们逗乐起来，
一会飞停在扇子边缘，一会飞到头顶上，
更有调皮的萤火虫，竟然立在小姑娘翘
起的辫子上，一明一灭地闪着灯笼，仿佛
在嘲笑女孩：来呀，快来抓我呀！女孩伸
手去逮，萤火虫一振翅膀，携着小小的灯
笼飞走了。女孩一路追逐着，气喘吁吁
的，没有捕捉到一只萤火虫。男孩子们
精明，这时候安静得像女孩，他们悄悄地
蹲守在田埂上，那几蔸粗壮的禾苗，不知
是露水多呢还是稻花特别香，总是吸引
着萤火虫过来光顾。男孩子俯下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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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水果多 炎暑悠然过
□方晓

□肖石磊

天气一进入盛夏，
乡下的田野上便氲
氤着荷香和稻香的气息。夜幕降临后，
蝉
静了，
牛歇了，
只有那青蛙不肯停歇，
顾不
上夏夜的溽热，大声鸣叫着，从稻田的禾
蔸下蹦上田埂，
又从田埂上
“扑通”
一声跳
入荷塘，
引来其它青蛙的一片喧嚣。喧嚣
声此起彼伏，
荷塘里蛙声一片。
此时的荷塘和稻田上空，萤火虫拖
着一闪一闪的灯笼，漫天飞舞。青蛙是
卖力的乐手，萤火虫是优雅的伴舞者。
乡下的夏夜，就是一个巨大的舞台，孩子
们就是夏夜舞台的主人。
夏末秋初，正是乡下最忙的时候。
劳累了一整天的大人们，早已在苦楝树
下的凉床上睡着了，手里的蒲扇掉在地
上，摇扇的姿势依然定格在空中。农家
的孩子没有睡意，他们知道，此时就是天
上炸响九个霹雷也不会惊醒大人们的。
他们从容地从大人们的臂弯里爬起来，
蹑手蹑脚地蹓过麻石路，聚集在村口的
荷塘边。
村口的大路旁，一侧是荷塘，一侧是
稻田。没有月亮，却有满天的星星，还有
漫天飞舞的萤火虫。
孩子们集聚在荷塘边，夜晚的空气
中，到处弥漫着荷花稻花的香气。夜是
漆黑的，天上没有云，满天的繁星镶嵌在
黑色天幕上。那眨着眼睛、在夜空中快
速流动的，不是星星，是萤火虫！萤火虫
是大地的星星。萤火虫提着灯笼四处游
荡 ，在 树 丛 、在 稻 田 ，在 荷 塘 低 低 地 飞
行。有的萤火虫飞累了，就停留在荷叶
上，荧光一闪，就看见碧绿的荷叶和荷叶
中滚动的露珠。一只萤火虫，只能照亮
巴掌大的地方。脸盆一样大的荷叶，需
得好几只萤火虫照耀才能看得清全貌。
萤火虫多着呢，有时候一柄荷叶上，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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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双手埋伏在禾苗两侧，像张开的
蚌壳，有萤火虫飞过来，绕过头顶，蹿过
鼻尖，小男孩感觉到萤火虫的翅膀震动
的声音。他屏住呼吸，鼻尖上的汗水滴
落在禾苗上，禾苗微微一震。萤火虫飞
过来了，站立在滴过汗水的禾苗上，小男
孩机敏的一合双手，萤火虫就被囚禁在
他那小小的手掌中。小男孩唤过女孩，
从他裤兜里掏出玻璃瓶，小女孩拧开瓶
盖，男孩将萤火虫装进玻璃瓶，玻璃瓶里
面已经有好几只萤火虫了，小女孩抚摸
着瓶子，好生羡慕。男孩说，给你吧。女
孩惊喜地问，都送给我吗？男孩果断地
说，都给你。小女孩高兴地跳起来，将瓶
子举在眼前，透明的玻璃瓶就像一盏小
小的灯，
映照着女孩红扑扑的脸庞。
男孩揣了女孩的空瓶子，继续蹲守
在禾苗边，女孩子也学着男孩的样子，藏
身在塘边的荷叶下。那一晚的萤火虫真
多哦，就像冬日里漫天飞舞的雪花。夜
深了，西边的山头上扯起了露水闪电。
露水闪电只有蓝蓝的光，没有雷声，更不
会下雨的。
小女孩终于有了收获，她的瓶子里，
又添加了几只萤火虫。男孩的玻璃瓶，
也荧光闪闪地亮起来了。
嬉闹的孩子们各自回去了，
男孩回到
家里，想起老师讲过的“囊萤夜读”的故
事，
他拿过一本书，
将瓶子凑过去，
一闪一
闪的荧光果然能够照见书上的文字。
早上起来的时候，男孩发现，瓶子里
面的萤火虫的灯笼已经熄灭了。是萤火
虫饿了吗？男孩拿着瓶子走到屋外，看
见小女孩也拿着瓶子站在外面，正打开
瓶盖，萤火虫爬到瓶口，忽然一振翅膀，
飞向天空。
男孩看着女孩，
也打开了瓶盖……

天地万物应时而生，
一点都没错。考虑
桃花出名，最早闻名的“桃之夭夭，灼灼其
夏天热，
人们胃口差，
需要维生素、
水分等各
华”就是其代表，可惜后来演绎成“逃之夭
种营养成分供大家度过酷暑，
所以大自然就
夭”，这是一个哭笑不得的误解。西瓜过去
把部分口感好、
水分足的水果安排在夏天成
可以吃到立秋，名曰“咬秋”。现在说不清
熟。幸亏大自然英明，
否则不小心搭错了什
了，
冬天也有海南的西瓜上市，
以后说不定
么，
让夏天的水果冬天成熟，
在过去既没取
成为四季瓜。杨梅因江南黄梅季节时成熟
暖设施又没卫生条件下，
尤其是北方天寒地
而得名，
粒粒长得是
“玉肌半醉红生粟，
墨晕
冻，
吃了一趟一趟往外跑是小事，
万一将嘴
微深染紫裳”
。至于味道如何？
“若使太真知
巴和水果冻一起那可就是大事了。所以尽
此味，
荔枝焉得到长安”
。
管大自然有时脾气暴躁，
但总体还是很照顾
桃子、
西瓜、
杨梅三种水果中，
大家都知
体贴人的。当然春秋冬也有水果，
主要是起
道吃杨梅时要用盐水先泡几分钟，
因为杨梅
点缀和拾遗补缺作用。
没有果皮，小虫子容易寄生在果肉的缝隙
夏日水果多，
与中国的地理和气候以及
里，
用盐水一泡，
小虫子就出来了，
起到驱虫
水果种植技术日益提高有关。也因这些因
消毒作用。但现在如果告诉你将小毛桃（又
素，致使很难界定有些水果一定是夏日水
名小山桃）用盐腌制三天后吃，
本来无味的
果。本文以苏浙沪地区盛产的水果为基础， 小毛桃却变得咸中带着一丝的甜；
在切好的
即使说错了，
反正水果也不会抗议。
西瓜片上不均匀地撒几粒盐，吃起来更清
最先上市的应该是杏子和枇杷，
春夏之
甜，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惊讶，各位不妨试
交就有叫卖。枇杷酸酸甜甜，
白枇杷比黄枇
试。前者是我家乡的吃法，
后者是看一篇文
杷口感更好。枇杷制成枇杷膏治咳润肺，
甜
章中介绍宋庆龄待客之道时提到。现在知
甜凉凉，
是为数不多的大人爱吃的药，
小孩
道这是日本人的吃西瓜法，她在日本生活
不但吵着要吃，
甚至偷着吃。而杏子却在民
过，
不言而喻。但注意的是切忌把西瓜一切
间口碑不佳，
俗谚
“桃养人，
杏伤人，
李子树
为二，
然后撒把盐，
那极有可能将甜甜的西
下抬病人”。具体原因众说纷纭，
没有权威
瓜汁变成了咸咸的四不像的
“冬瓜汤”
。
解释。虽然人们对杏子评论不佳，
但与杏有
今年夏初有段流行语：
“在苏浙沪混得
关的两个代称却颇受人尊敬。一是杏林，
典
好不好，就看有没有人送杨梅和水蜜桃”。
出三国时期一位董姓医生，
以种杏树代替医
我开始以为只有苏浙沪才产这两种水果，
药费，
视病情种一株或五株，
本来
“杏林”特
其实不然。四川、福建都有水蜜桃，福建、
指中医和中医界，
现有时也泛称所有医生。 云南也出杨梅，只不过苏浙沪出产的最好
二是杏坛，
因孔子讲学之处植了一圈杏树而
吃，名气最响。杨梅原来以宁波慈溪余姚
得名，
现既指教育界，
也指老师。与老师相
最为有名，现在已被仙居的东魁杨梅逐渐
对的学生则是用桃李比喻，
这典故与武则天
代替。水蜜桃本是三国鼎立，但这几年浦
和狄仁杰有关。李子成熟在夏秋时节，
和杏
东南汇的水蜜桃大有艳压群芳之势，桃味
子把守着夏天的两头，
却吃力不讨好，
招来
越来越浓，
口感越来越好，
桃子的颜色越来
批评，
幸亏有个好的比喻，
算是给它们另类
越漂亮，
接近于桃花的娇艳红晕，
让人大饱
安慰。
眼福口福。说到这里不得不佩服上海人
夏天上市时间最长的水果要数桃子和 “一桃三赚”，先是组织桃花节，
桃子成熟时
西瓜，
时间较短的是杨梅。桃子品种多，
有
组织现场品桃摘桃活动，
最后卖桃。
毛桃、
油桃、
水蜜桃、
蟠桃、
黄桃等，
每种桃子
夏日水果多，
不再略举，
大家还是根据
根据肉质和地区还可细分。因每种桃子的
自己口味挑几样，
陪您悠然地度过这悠长的
成熟期不同，
所以时间跨度就大。桃子没有
夏日吧。

母亲，我对您说
□费平

您是雄伟高山峻峭地耸立在云天
我本想做棵松树傲立于您深邃的莽原
可是我不能 我要做棵小草
去绿化美丽和谐的家园
您是浩瀚大海容纳了千河百川
我本想做条小溪流淌在您宽广的胸间
可是我不能 我要做滴滴甘露
去滋润那龟裂的农田
您是和煦春风融化了冰雪带来了温暖
我本想做只蝴蝶盘旋在您慈祥的笑脸
可是我不能 我要做名宇航员
去把苍穹的奥秘窥探
母亲啊 您是绚丽的红日
四射的光芒无比灿烂
我本想做幢漂亮的建筑

洋山港（油画）

□靳尚谊

亲抚您的七彩斑斓
可是我不能 我要做您周边的云彩
把旖旎的景色洒向人间
母亲啊
我本想要送您很多东西
可是您拒绝接受一切礼单
那我就给您写首诗吧
把我的祝福融化在初心与使命的字里行间
看，
“十九大”
的航船已经起航
母亲将把稳舵、
扬起帆、
力挽狂澜
在新征程里把
“一带一路”
愿景画得圆满
而环境的优化、
儿女的福祉
民族的复兴、
“中国梦”
的实现
您都呕心沥血牵挂心间
亲爱的母亲啊 今天我们为您祈愿
祝您肌体康健、
能量弥坚
儿女对您的爱将是永远、
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