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晾晒时光

夏天，如今是旅游的旺季，以前则是晾晒的
好季节。

巴蜀云重，江南梅雨，要到了夏天，才晴日连
绵，阳光刚健。家家户户开始把塞得满满的家慢
慢坦陈于骄阳之下。

一间窄窄的房，不知储藏了多少东西，人们
乐意徐徐铺排于天地之间，阳光之下，是坦率而
充实的展示，是庄重而有趣的检阅。

早春里晒好的笋干，这时要再加一把夏天的
火热；豌豆，胡豆，黄豆，花生，小麦，夏天的第一
次大规模收获，晒得饱满干脆；剁好的辣椒酱放
在烈日下，除菌发酵，把红色再加一层红色。

冬天要吃的炒米，最是需要这种烈日。把糯
米蒸得半熟，刚刚粘手的时候，倒在竹簸箕里，划
拉成小块，晒干，然后一点点掰碎，粒粒分明。吸
收了那么多的阳光，这种米叫做阴米，真让人好
奇。把阴米放在铁锅里炒熟，黄豆花生也炒熟，
一起打成粉，就成了最可口的零食。冬天不想做
饭的早晨，即使冷得缩手缩脚，这样的炒面下肚，
自然是满满的夏天的元气。

烈日的边角还要留一点给黄花，每天一小把
的花蕾，趁着花骨朵肥厚，将开未开之际，一把摘
下，晒成干黄花。冬天，一把干笋，一把干黄花，
一把干木耳，可以熬一锅四季艳阳的浓汤。

然后是晒棉被，褥子，床单，冬衣，整齐地晾

在树和树的空地之间，以前它们疏离，现在用绳
子系在一起，刚好给阳光留出空地；各种形状的
坛子，瓶子，甚至柜子，竹椅，用清凉的井水，温热
的河水洗得干净，随便找块平坝，让它们端端正
正地站好，重新让阳光镀一层光泽。

煤站的熟人也捎来了话：这几天，蜂窝煤晒
得干，赶紧来多买些，烧起来上火快，煤烟少。夏
天，真是让人快乐顺心的好季节。

我们从未抱怨过太阳多毒，也不担心把人晒
化，总是盼着整整一天的晴日，千万不要中途乌云
遮天，下让人猝不及防的暴雨。一个夏天，我们几
乎掏空了房间，把所有记起的，遗忘的，丢失的都
坦承于阳光之下。从一伏，二伏，三伏，一直晒到
秋老虎，就像是一种古老而神奇的祈福仪式。

在古代，旧历的六月六是一年中最有名的洗
晒日，据说，这一天，晒衣衣不蛀，晒书书不霉。
我们少有这样活泼与快乐的节日，如果非要找一
个，洗晒日应该是这样的轻松有趣。

那真是一个热闹和诚实的季节。阳光下，童
叟无欺：皇家晒銮椅，龙床，帷帐；庶民晒粮食，棉
被冬衣；皮货店晒珍贵的皮和貂；药店要晒重重
叠叠的草木，阳光赋予它们脱颖而出治愈的神
力；寺庙要晒经卷，晒法衣。连猫和狗都要被赶
到水边，洗得干净，捞起来，晒得蓬松、软和。无
论贵贱贫富，炎晴天气，总有值得晒晒的东西。

人们如此毫无保留地向日光坦白，心无城府，坦
荡无欺。

我喜欢从家家户户晾晒的物件中经过，顶着
繁密而炽热的阳光，就像穿越在时光与岁月的博
物馆里。没有标示，无须解说，那些物品会自动
讲述历史和故事：从北京带回来的羊毛毯，一对
古老的青花坛，老式笨拙的樟木箱，花色独特的
锦缎被面，厚实的棉胎，一双双大大小小的鞋整
齐排列，好像马上就会行走千里；书也一本本摊
开，给天空讲述心事；粮食在簸箕里，簸箕在板凳
上，在青瓦上，在树杈间。一年之际，总有这样的
时刻，晒的是风土人情，同样是家长里短。

我痴迷于阳光下这壮丽而连绵的晾晒，在一
排排春衣、冬衣、棉被、床单中穿过，我嗅得到饱
吸纯阳之后的暖意——安乐而平和的暖意。

我们络绎不绝把家搬进搬出，把大把的阳光
储存在粮食里，棉被里，衣物中，装满所有的柜子
和坛坛罐罐。狭窄的家也因此蓬荜生辉，会安然
度过阴冷凛冽的寒冬。

人与物编织的岁月在阳光下，浩浩荡荡，前
有古人，后启来者，重重叠叠而又经纬分明。光
线刚直，力度铿锵，用一条条黄金样的丝线缝补
着残损和破旧，疗治忧郁和苦闷，用温暖灌个饱
满。岁月与物件重新获得温度和生命，焕然一
新，又蓄满了勃勃生机……

◆四川 蒋曼

我们络绎不绝把家搬进搬出，把大
把的阳光储存在粮食里，棉被里，衣物
中，装满所有的柜子和坛坛罐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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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学同行 与心灵对话

散 文苑
在
场

品
悟

◆安徽 范方启

早晨，她很早醒来，舒展下筋骨，阳台上的花
已经张开笑脸，送来一室清香。

熬好的小米粥晾着，她就出门去买菜，早上
的菜新鲜，走一走，也算做一个晨练。

儿子媳妇每天上班早，饭太热就不吃了。她
知道早餐的重要性，也理解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
大，她就每天早早起床，等儿子儿媳起床时，饭正
好不凉不热，他们吃的时候，她就照顾三岁的孙
女吃饭。看着儿子一家三口吃得精神抖擞，她心
里就像盛开了一朵花，会灿烂一整天。

很快，儿子儿媳一家三口上班的上班，上幼儿园
的上幼儿园。家，一下子空荡下来。她沉住气，自己
慢慢吃完饭，稍稍休息一下。把该洗的衣服扔进洗
衣机，然后开始收拾厨房、卧室、客厅，然后擦地，她
习惯用抹布擦地，从房间的一头开始，一点死角都不
留，小孙女喜欢光着脚在地板上跑，可不能有什么东
西伤着，想着小丫头乖巧的样子，她不由得笑了。

她用淘米留下的水浇浇花，小孙女很喜欢那
几盆太阳花，常常围着花转圈儿，唱着幼儿园新
学的歌，她不由感叹，天天抱着牵着的小人儿，学
说话，学走路，转眼就上幼儿园了！一下子离开
好几个小时，心总像被一条丝线牵着，隐隐的痛，
那是牵挂和不舍……

太阳升起来，窗明几净，打开的窗子吹来轻
轻的风，夹杂着淡淡的花香，哦，那是太阳花的香
味呢!缕缕阳光下，幽幽馨香中，放一段音乐，她
开始做几个瑜伽动作，舒畅宁静，气定神闲。浑
身舒展开来，就像那开放着的太阳花……

儿子媳妇中午都不回家，小孙女也在幼儿园
吃，她一个人的饭也简单。热热早上剩下的饭
菜，吃几口，再睡个囫囵觉，已经下午三四点钟
了。她就开始准备晚饭，她熬粥总是要放好几样
东西：糙米、荞麦片、薏米、饭豆、大米、小米、红枣
……感觉这样熬出来的粥才好喝，才营养丰富。

这个时候她常常发怔，想到留在老家的他，
于是一个电话打过去，直到那边故作不耐烦地说

一句：“知道了，你把孙女和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她才笑笑，继续干手中的活。

熬粥的间隙，做一个鸡蛋炒苦瓜，再炒个菜
心，凉拌一盘海带丝，切一碟腊肠，配上一两样小
咸菜。大大小小的盘子，碟子摆好，粥也熬好了。

门铃响，儿子媳妇带着小孙女回来了，脆生
生地喊奶奶，那娇嫩的声音，让她一天的劳累和
孤独都无影无踪。一家人坐在餐桌旁，她笑眯眯
地看着他们，他们吃得越多，她就越开心。

她就是我的姐姐。儿子在城里安家，生了孩
子后无人照看，姐夫要留在家里照顾生病的老
人，就让姐姐一个人来了。

年轻时的姐姐，是个走路带风的女子，干活利
落，人长得也漂亮，是十里八村数得着的姑娘。和
姐夫结婚后，凭着勤劳能干，翻盖了老屋，给老人
和儿子又各起了一处新院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村子里婚丧嫁娶的大事，总少不了姐姐这个
性格开朗的人去帮衬。姐夫对姐姐，是敬重加疼
爱，姐姐就像那满地的太阳花恣意地伸展、开放！

看到过许多给子女看孩子的老人，常常有许
多牢骚，感觉自己像是做了免费保姆，累还得不
到理解。豪爽又不拘小节的姐姐能与城里的儿
媳和睦相处吗？

有时候，我和姐姐视频，她告诉我，学会了微
信支付，学会做一个新鲜的菜，或是学了一个瑜
伽动作，我知道，姐姐在短暂的适应期后，又把这
日子过得活色生香了。

这个姐姐呀，真的就像那顽强的太阳花，不
管种到哪里，都会香气宜人……

有一次姐姐跟我说：“我要保持好心情，锻炼
好身体，才不会给儿女增加负担……”我忽然明
白姐姐为什么学瑜伽了。

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生活中最琐碎的事，姐
姐却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来做，或许就因为她是一
个母亲吧？她可以做任何事情，即使远离家乡，即
使品尝孤独，孩子的事永远比自己的事重要……

为了孩子，她把自己活成一朵太阳花，一粒
种子，或是一段茎叶，埋进泥土，就会生存下来，
还要尽力地盛开。它虽然没有玫瑰的高贵，菊的
芬芳，兰的高雅，但是它却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和
顽强而又旺盛的生命力！

暑假期间，身在千里之外的我，收到了一条通知，要
我准备一节公开课，我当时回复说，现在不还是在放假
吗？再说下学年我在哪儿谁知道呀。其实我知道我说
这些完全是多余的，这叫先定人选和课程，不管你下学
期在哪个学校，安排的课程都会如期进行的。

教书几十年，上了多少公开课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不
过，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上公开课的情景。那是我走上讲台
的第一年，对于我这么一个新手，当时学校并没有安排我
上课的打算，毕竟缺少实战经验，重要的还是前来听课的
有二十几号人，基本都是教学骨干，上得不好，那等于在为
学校抹黑。但在安排谁上课的事情上卡了壳，没有谁愿意
接受这出力不讨好的事儿，最后教导主任急眼了，问我愿
不愿意，到这一步，他多多少少有点走投无路的无奈了。
或许是初来乍到，或许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心想不就是
一节课吗，有什么可怕的。教导主任对于我出手救场非常
感激，接下来就与我商量课应该怎么上，他可谓苦口婆心，
反反复复交代。我把我的方案交给他，他看过后连连摇
头，这样不行，这样不行。说不行，也便自作主张地修改起
了我的方案。当我拿到经过修改的方案后，我发现，若按
照他的方案上课，我地地道道地成了人家的传声筒或者代
言人了。这么想着，心里老大的不愉快。

上课的日子到了，一通铃响，我不慌不忙地走上讲
台，我打量了一眼坐在后面的那群黑压压的听课者，心
里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教导主任也在后面，冲我点点
头，我知道，他这点头是对我的“台风”表示满意，同时也
在提醒我可以进入正题了。我将要上的是一节语文课，
内容也就是发生在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我的不慌不
忙源于我对那段历史了解得比较透彻，因为了解而自
信。在我的最初的设计稿中，我认为应该花大量的时间
帮助那些对于历史一无所知的孩子拨云见日，这就是弄
清背景，虽然我的方案被教导主任否定了，但进入课堂
后，我还是拗不过我的固执，对于这场我国历史上以少
胜多的著名战例，在我看来是不能蜻蜓点水一笔带过
的，四十分钟过去了一半，我还在讲天下三足鼎立前的
形势，孙刘两家为什么要联合抗曹也占用了不少的时
间，一时兴起，就连属于小说家的演义也搬上了课堂，诸
葛亮舌战群儒、蒋干盗书、借东风、草船借箭等等，都被
我讲得眉飞色舞。而坐在后面的人，有的聚精会神地听
着，有的在交头接耳，还有的在嗤嗤地暗笑着。教导主
任苦着一张脸，时不时冲我摇头。我知道他为何摇头，
因为我完全抛弃了他给我画好了圈的方案，我还明白，
我的这节语文课已经不再是语文了，而是成了历史和故
事课。但是，不管是什么课，我发现听课的孩子们从来
就没有像现在这样认真过，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直到下
课的铃声响了，还不愿意离开座位。

接下来的评课，对于我这么一个刚刚出道的新手，
大家的发言也就不怎么顾忌我的感受了。有人笑着说，
哈哈，教书十几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语文课这
么上的，语文语文，不是历史更不是故事，这不是玩客串
了吗？笑话，笑话！事实上，我没有被这些刻薄的发言
吓倒，在上阵之前，就已经做好了交手的准备。来而不
往非礼也，我用语文课的人文性和知识性来捍卫自己，
不过，这样的“捍卫”除掉让人见识我的顽固外，再也不
能起多大的作用。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的客串
成了小地方本行业里的一个人尽皆知的笑料。

此后，我听过不少他人的公开课，也算眼界大开了。
一个年老的老师教识字，每出现一个生字，就找一个学生
到讲台前举起识字卡片，二十多个生字，二十多个人就那
么一直举着，尤其是最先上来的那个小男孩，我发现他的
手臂都在不住地颤抖了，但他必须继续举着。授课老师
夸那孩子坚强，但我着实不懂为何需要那孩子的坚强，更
不明白那么费力地举着识字卡对识字有什么帮助。但别
人谬赞授课老师方法新颖，并且做了大量的课前准备。
为一节课做那么多的准备，我也能行，所有的识字课都这
样做，估计也不用吃饭睡觉了。上《威尼斯的小艇》，一位
女老师发挥了她的舞蹈的特长，让学生跳起了舞，这的确
别具一格，但只要熟悉课文，大概是想不明白那课与跳舞
有什么联系。公开课，也就是起一点示范作用，假如花拳
绣腿就是示范，这能有助于学生学好语文吗？听人家上

《长城赞》，课后我找了几个学习了课文的学生了解了一
下，他们对于先秦时期的历史基本是一无所知，对于长城
在当时的作用，更无从说起。语文呀语文，就这样不知不
觉地迷失在五花八门的创新中，花样越多，语文味就越
远。尤其在进入多媒体时代，有些公开课授课人的角色
也迷失了，演变成了先进教学设备的操控人，甚至有些课
堂，一人上课，四五个人帮助操控设备，这比大学教授还
要牛气，这到底能起什么示范作用呢？

我的课堂我做主，遇上历史说历史，遇上地理说地
理，文学史更是从不回避，讲这些，我发现不但不会冲淡
教学目标，反而使语文课堂更加丰富生动，听课的学生
自然也爱上了语文，他们因为语文，眼界开阔了。

近些年，让语文回归传统的呼声高涨了起来，语文
终于回到了应有的理性的轨道上来了，走了不小的弯路
了，不再有人嘲笑我客串历史了，我的教法似乎获得了
更多人的认同。于是，我又不断地进入公开课的课堂，
只不过我还是那样简简单单，很少用到设备，本该在一定
的语境中体悟的语文，通过其他辅助手段来完成，总觉得
这样的语文课在偷工减料，该我说的内容，我绝不逼着学
生去“讨论”。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天才”，假如他们能讨
论出一个结果来，那还要老师干嘛？一节课完成不了的
内容，我不会“开快车”赶时间，学习不
是走过场，传播知识也就是为学生点亮
明灯，灯不明，漫漫暗夜该如何通行？
总觉得苍白的、呆板的、毫无生趣的语
文课，是对正在成长的孩子的一种摧
残。语文，本来就应该充满着灵性！

把自己活成一朵太阳花
◆山东 单淑芹 公开课

盛夏的一个午后

午后，阳光像是一团炽热的海浪，就那么骄
傲地涌进我的窗户，把盛夏作为一份礼物无私地
送给我，也不管我是否接受。

窗户正对着一匹青山。既不是巍峨的峻岭，亦非
贫瘠的小土坡，总之刚刚好。成熟，而且愿意妩媚。

我躲在阴凉处，翻开一本书。她久未翻开
过，好比我很久没有过如此闲适的午后一样。还
好她并不介意我的冷落，我轻车熟路地找到以前
未读完的篇章。她是我的朋友，和情人。

然而，我哪里是在看书呢？页面上的字仿佛
一个个音符，被一群歌手肆无忌惮地唱了出来。
我分明就是在聆听一场摇滚音乐会。歌手们也
不管我这个听众愿不愿意听，喜欢听什么曲目，
竟自顾自地在舞台上忘情地演唱，比我还陶醉。

歌手的名字叫做蝉。歌名或许应该叫《夏日
狂欢曲》。窗外的山便是它们的舞台，听众席位
设于屋内，效果也是极好的。

我干脆闭上双眼，试图去领悟蕴藏于歌声中
的意义……

它是颠簸于滚滚红尘之中的禅。与方外清
修无为之禅不同，蝉声之禅就在你我身边，融入
我们的生活。古人以为蝉餐风饮露是高洁的象
征，故常以蝉之高洁寄喻自己的品行。骆宾王在
狱中听“西陆蝉声唱”，却苦恼“无人信高洁”；李
商隐说“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戴叔伦赞之

“饮露身何洁，吟风韵更长”。
我想，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中，究竟何为高洁？

或许是，对功名利禄保持一份清醒，不事钻营，不

忘初心。争其必然，顺其自然，得之淡然，失之坦
然。驾驭得了金钱地位，欣赏得来诗酒花月。总
而言之，就是做个干净、纯粹、毫不做作的人。

这是蝉之禅最新的翻译。
它们唱过秦风，吟过汉乐府，诵过唐诗，读过

宋词，奏过元曲，演绎过明清小说。现在，又开始
大声念起我面前这本摊开的书。

它们穿过无数个岁月的夏天，在我耳畔开一
场蓄谋已久的音乐会。

得之，我幸。
忽然，一阵风掠过。这匹山泛动层层波浪，

宛如情人的鬓丝飘飘。她涌入我的窗户，轻轻翻
过了一片书页。

噢，音乐会进入下一章节了……

◆四川 汤飞

语文，本来就应该充满着灵性……
看着儿子一家三口吃得精神抖

擞，她心里就像盛开了一朵花，会灿烂
一整天……

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中，究竟何为
高洁？或许是，对功名利禄保持一份
清醒，不事钻营，不忘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