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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猜成语》：
1、草船借箭；
2、火眼金睛；
3、认贼作父；
4、双喜临门；
5、一笔勾销；
6、有板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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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八一建军节，我一直
怀有特殊的感情。二十多年
的军旅生涯，是生命中一段
极其重要的经历。而十几
年前在俄罗斯度过的八一
建军节，则给我留下极其深
刻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那年春夏期间，我在俄
罗斯一位中国朋友家客居了
三个月。初次见面，朋友向
她的俄罗斯丈夫介绍我说，
她和她的父母曾经都是中国
军人。朋友丈夫立即兴奋地
说，他和他的父亲也是前苏
联军人。如此相同的家庭与
职业背景，消除了我们语言
上的障碍。我们当即约定，8
月 1 日那天要好好庆贺一
番。说来也巧，那天正好是

俄罗斯的后勤兵节，而我和
朋友的丈夫都在各自国家后
勤部队服役了多年。

8 月 1 日一大早，朋友
夫妇陪我去红场，参观列宁
墓、无名烈士墓和兵器陈列
馆。因为是后勤兵节，前来
参观的军人非常多，他们中
有许多人是从外地开车赶
来的。车上插着鲜艳的小
红旗，上面印着后勤兵的标
志，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退
伍老兵。

在长年燃烧着熊熊火
焰的无名烈士墓前，一位年
逾半百的中国男子，手捧鲜
花肃默了许久。他的父辈
参加过莫斯科保卫战，最后
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场。

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想起了
自己的姑父。姑父早年背
井离乡到俄罗斯打工，苏联
卫国战争时期，他参加中国
红军团，奔赴抗敌第一线。
在一次惨烈的战斗中壮烈
捐躯，他和二百多名中国战
士永远留在了俄罗斯广袤
的土地上。或许他们不被
大多数俄罗斯人所熟知，但
他们的精神与无名烈士墓
下的英魂一样，永世长存。

傍晚，朋友夫妇在家中
举办家宴，庆祝八一中俄两
国军人节。朋友丈夫还特
意请来几位老战友。我小
施厨艺，烧了几样家乡特色
菜，他们夫妇则做了一桌俄
罗斯大餐。喝着伏特加，吃

着风味各异的中西菜肴，大
家边吃边聊。

席间，我们谈到中俄两
国的传统友谊，谈到两国军
队在战争年代的相互支持，
谈到不久将要举行的中俄
联合军事演习……几位俄
罗斯人感慨道，中国的经济
发展令人羡慕，中国的国际
形 象 越 来 越 引 起 世 界 瞩
目。在改革开放方面，中国
走在了俄罗斯前头。

酒过三巡，几位俄罗斯
人邀请我唱一首中国军队
歌曲。唱完《我是一个兵》，
几位俄罗斯人也唱起《神圣
的战争》和《喀秋莎》等前苏
联老歌。熟悉美妙的旋律，
顿时唤起我内心美好的情
愫，屋内的气氛热烈而和
谐。那天，我们玩得非常尽
兴，直到天际露出鱼肚白。

在俄罗斯过“八一” 文/梁青平

我从小在海边城市长
大，17岁之前没见过黄土地，
闲暇之余常常幻想农村那美
丽的风光。1969 年下乡到
内地，我不但经历了人生中
的第一次酷暑，还看到了极
端气象所引发的种种意想
不到的天气现象，颠覆了我
幻想中农村的美丽与祥和。

那些年，我遇到过两次
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的状
况。酷暑时节，天气燥热得
和平常不一样，空气好像不
流动了，没有一丝风，气压
极低，有种让人喘不动气的
感觉。这时有经验的农民
便带着我们匆匆收工往家
里赶，还不到家便狂风大
作，天上的乌云越积越厚，
霎时白天变成了黑夜，人们
纷纷躲进屋子里……哗哗
哗的大雨倾盆而下。等雨
下透了，乌云变成了白云，
太阳出来了，村里的路上到
处哗哗地流着水，知了试探
着“吱-吱-”叫两声，人们走
出屋门，大口地呼吸着新鲜
空气，雨后的那种清凉和清
新，真好，只是时间太短暂。

雨后天晴，地面刚刚被
太阳晒干了地皮，小草便钻

出了烟垄地，我
们 奉 命 去 锄
草。活不难干，
小草刚刚冒出
地面嫩嫩的，锄
头一碰，它们就
被 割 断 了 根 。
关键是要把锄
开的地皮用锄
头反复碾碎，让
其恢复到细腻
的状态。这时，
大太阳在天上
烤着，40度的高
温把地里的湿

气蒸腾出来，热烘烘地熏蒸
着我们，汗水模糊了我的眼
镜，我也不再擦了，浑浑噩
噩机械地挥动着锄头，一句
话也说不出来，那种滋味终
生难忘。

还有一次我们正在锄
地，骄阳似火。我擦了擦满
脸的汗水，抱怨道：“真是
的，老天爷也不下点雨。”在
我旁边一贯多嘴多舌的老
于头抬头看了看天，指着天
际边上的几朵灰色的云说：

“嗨，来了，老天爷送水来
了。”“就那几朵云，哪来的
雨？”我不以为然。老于头
也不恼哈哈一笑：“你不
信？我信，我可逃了。”说
完，不管别人，扛着锄头就
找地方躲雨去了。

大约过了 10 分钟，一
阵凉风吹来，“好凉快啊！”
我停下了手中的活，抬头看
了看天，啊？刚才还是瓦蓝
的天现在却是乌云密布，一
阵凉风吹来，大伙儿都四处
跑去，我也随着大家跑了起
来。这时隆隆的雷声伴着
粗而密的雨点在我们的后
面追了上来，霎那间，漫天
的大雨瓢泼似的倒了下来，
天地间像有无数根棉线在
抖动，我们面前成了一个雨
的世界。我们躲在棉槐丛下
耸着肩，像一个个落汤鸡。
我用手抹了抹顺着睫毛流
下来的雨水，睁开眼，看见
老于头正躲在最密实的棉
槐底下朝着我笑，我向他伸
出了大拇指，表扬他的先见
之明，他笑着晃了晃头。

雨停了。裂开的乌云
边缘上镶着耀眼的金边，太
阳在白云和乌云中穿行，几
束阳光射向大地，透出一派
耀眼的光芒。

暑热 文/宋慧珠

儿时的冰棍儿又叫作
冰糕，是确确实实的冰棍
儿，一根棍儿带一块长方体
或圆柱体形状的有颜色的
冰，吃到嘴里有一股甜甜的
凉凉的味道，五分或一毛钱
一支，有橘子、西瓜、苹果、
葡萄等各种口味，是夏日里
的解暑圣品，也是儿时最渴
盼的奢侈品。

那时候卖冰棍儿的不
多，也没有固定的销售地
点，偶尔有小商贩骑着自行
车驮着方形的木头箱子或
者泡沫箱子走街串巷，箱子
里就放着让人垂涎三尺的
冰棍儿。

一般都是在夏日的午
后，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大
人孩子们都被热气蒸得昏
昏欲睡时，一声声“卖冰棍
儿了，又甜又凉的冰棍儿
啊”就赶走了人们的瞌睡
虫，小孩子更是兴奋地一跃
而起，争先恐后地寻着声音
而去，一会卖冰棍儿的小车
前就挤满了小脑袋，一个个
睁大双眼瞧着那神奇的泡
沫箱，里面仿佛装着全世界
最新奇的东西，这么热的天
那冰冰凉凉的冰棍儿怎么

就化不了呢。
耐不住孩子的软磨硬

泡，有家长开始给孩子买冰
棍儿了，小商贩一掀开那厚
厚的棉被打开泡沫箱子，一
股凉气就扑面而来，我们就
会“哇”的一声惊叹，对那泡
沫箱子更是好奇。五颜六
色的冰棍儿就整整齐齐地
码在箱子里，包着一张花花
绿绿的纸，有绿的苹果味儿
的，黄的橘子味儿的，红的
西瓜味儿的，紫的葡萄味儿
的，还有白色的原味儿的，
撕掉包装一股凉凉甜甜的
味道就淹没了天气的炎热。

没买到冰棍儿的孩子就
会一溜烟跑回家向父母磨
来一角钱。等都买到了冰棍
儿就会相互比较着慢慢地
舔着吃，那时候物质比较匮
乏，买一次冰棍儿不容易，没
有人会大口大口吃完，都是
一点一点慢慢舔，一点一点
慢慢吸吮，等吸完了里面的
甜水，剩下那点冰块才敢小
口小口吃掉，就连那根小棍
都会吸吮好久才舍得扔掉。

那些年那些老冰棍儿
的味道，一直都是我们难以
割舍的夏天的味道。

夏天的老冰棍儿 文/杨丽丽

故乡的七夕节
文／王法荣

在我的家乡——山东
招远市，七夕节不是七月
初七日这一天，而是七月
初六就开始了。初六这一
天，家家户户都做巧饼，也
叫鹊饼。鹊饼是用白面、
油、鸡蛋、糖为原料调匀发
酵后，用木质的模子刻出
直径3公分左右、半公分厚
的桃子、莲花、小鱼、喜鹊
等多种动植物形状的面
坯，再用慢火烙熟。出锅
凉透后，用红线将其串在
一起，七个成一串，中间夹
上小苹果、李子等瓜果，然
后将其挂到半米长的高粱
杆上，分给孩子们玩耍或
零食。各家的孩子都会在
傍晚时分，擎着那串鹊饼
满街显摆。这小小的鹊饼
吃起来香甜，看起来美观，
玩起来开心，是孩子们七
夕节的最爱。另外，还要
烙一些大一点的烧饼供全
家人晚上食用。家乡人为
什么在七月初六日过七夕
节呢？民间曾有“招远人
性子急，拿着初六当初七”
之谚。

初七日晚饭后，全家
人就会积聚在庭院里，或
到街头上，躺在草垫子上
仰望星空。此时，大人们
一边给孩子们讲着“上天
的故事”，一边指点着蓝天
的那一条繁星灿烂、淡淡
发光的白色宽带说：那就
是银河，在银河两边有两
颗遥相呼应的大星星，那
就是牛郎星（牵牛星）和织
女星。在牛郎星两边各有
一颗等距离的小星星，是
牛郎挑着他们的一双儿
女。在牛郎星身边还有四
颗菱形的星星，是织女投
给牛郎的“梭子”，叫梭儿
星。在织女星身边有三颗
呈等腰三角形的星星，是
牛郎投给织女的“牛拐子，
叫牛拐星”。据说他们以
此物相互传递信息、沟通
爱情。

去年七夕节的晚上，
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突
然兴趣大发，就急切地到
室外去仰望星空，期盼再
次看到银河及有关星星。
然而，由于空气和灯光的
原因，既没有看到银河，也
没有看到牛郎星和织女
星，只有几颗稀疏的小星
在遥远的天边闪烁着。故
而，儿时的梦又一次浮现
在我的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