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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香记

艾蒿苦，油馍香

小时候生活在偏僻的农村，虽然
不赛龙舟，粽子也很少吃，端午节还是
要过的，不过我们那儿叫“五月当午”。

“当午”的规矩挺多，不仅门插艾
草，大人们会从药铺中买点雄黄，自制
雄黄酒喝，还会用雄黄酒涂抹男孩子
的额头、手脚，据说可以驱除蛇蝎。老
人们笃信，戏文里成精的白蛇都因喝
了雄黄酒而现原形，何况一般的小长
虫呢。家庭条件好而且娇养的男孩子
会穿上花兜肚，条件一般的孩子手腕
上会戴彩线、红线。

“香布袋”似乎是女孩子的专利，
巧手的妈妈会用各种颜色的布头缝制
成不同形状的小布袋，塞进裹了香料
的棉花，最后封了口，香布袋就成了。
如果是用绒布缝制的，滑滑的、香香
的，那就更美了。

香布袋里的香有自制的，更多的
人家是买的。我爷爷会熬制膏药，家
里经常有各样的中药材，爷爷熬的膏
药也不明码标价卖，意思到了就行，他
更看重的是“先生”的称谓。

每年的“当午”前，爷爷会配一些
装香布袋的香，配制时满屋都是香
气。配好用瓷瓶装着，除了自家用，还
送给亲戚、本家做香布袋，大家都说爷
爷配的香香。

好像是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
候，有一年的“当午”前，爷爷突发奇想
让我去卖香，我嫌丢人，不乐意去。爷
爷诱惑我说卖了香给我买铅笔、作业
本，我勉强同意了。

我把装香的瓷瓶还有一大一小两
个小勺、一沓草纸放在书包里，斜挎着
就出去了。人小，脸皮薄，不敢大声吆

喝，没人的地方喊几声：卖香、卖香。
碰到人多的地方不仅不敢吆喝，反而
绕着走。

香一勺一勺卖出去了，爷爷对我交
代说二分钱一小勺，五分钱一大勺，可
是那些买香的大娘大婶买了香总说不
香，非让饶点。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
饶来饶去，二分钱买的比五分钱还多。

我的一个叫香的女同学拉着她妈
妈也来买香了。香家离学校很近，她
妈妈人高马大，说话咋咋呼呼，人称

“大白鹅”。“大白鹅”买了五分钱的香，
一个劲儿地说不香、不香。我急了，把
香瓶递到她脸前，说：你闻闻香不香？
你闻闻香不香？“大白鹅”劈手把香瓶
夺去，嘴里说着“再饶点、再饶点”就往
纸包里倒香。我气坏了，抢过香瓶脱
口而出：大白鹅，你欺负人！“大白鹅”

听到我喊她的外号，扬手就要打我。
同学香赶紧把她妈拉走了，我抱着香
瓶委屈地哭了。

香没有卖完，我就回家了。爷爷
问我怎么不卖了？我气呼呼地说：人
家说你的香不香！爷爷挺纳闷地闻着
香瓶：我配香有绝招，咋会不香呢？

爷爷故去后，家人没有再熬膏药、
配香，那个曾碾得满室生香的铁碾子也
不知去哪里了。

长大后进入城市，见识了不少地
方过端午节的排场、热闹。偶尔也会
给女儿买香囊，香囊非常漂亮，香气猛
烈而漂浮，总感觉没有儿时香布袋香
的沉实悠长。

现在我也把“当午”称为端午了，
只是之于我，端午节是一种仪式，而

“当午”则是一种生活。

昨晚，穿行在远离家乡的城市，途
经一个集贸市场时，看见有人卖艾
蒿。走近了，迎面飘来的艾气，有种独
特的苦。这味道，我再熟悉不过了。
农村坟院里长着许多艾蒿，每年端午，
乡亲们就会拔些回来插在房屋前辟邪
驱蚊。

一小束艾蒿一块钱，不贵。我买
了一束，拿回家，用胶带把它缠粘在门
楣。霎时，楼道空气便感染了它的浓
烈。

张弓，就是在这个时候，时空穿越
般出现在我脑海。当然，我说的不是
酒张弓，他是人名，一个定格了青春的

少年名字。
张弓成绩一般，但他对同学很热

情，常从家里带些炸糕、瓜果什么的。
这些东西大家并不稀罕，稀罕的是他的
诚意，所以没有人因他的腿和学习疏远
他，反而都愿意亲近长了胡子的他。

初一开了英语课，对我新鲜至极，
学习热情一路高涨。对语数不感冒的
张弓，倒对英语极为喜欢，只是他不爱

“英译汉”，成天满嘴“英腔”，嗓门极大。
张弓聪明，学英语很用功，但他太搞

笑，并不招老师待见。他最经典的口语
是把“What's your name?”读成“我
吃小油馍”。他在课堂上脱口而出的这

句读法，风靡全校，就连隔壁小学的孩子
们都把这句话当作了见面问候语。

快乐，唯其单纯，才是真快乐啊！
白露秋霜，节气更迭。转眼翌年

春，初二下学期伊始，教室里少了不少
学生，其中包括张弓。对他辍学的原
因，我不清楚，有人说他要结婚成家了。

学期末尾，一个同学没头没脑地
告诉我“张弓死了，埋一星期了”。我
吓了一大跳，忙问怎么回事。同学说，
张弓跟他弟弟因生活琐事吵了架，很
不开心；他提出退婚，遭到父母责骂。
张弓想不开，一瓶子农药全喝下去了。

他临死前一晚，自己躲到厨房偷

偷包了很多粽子，快到五月当午了，他
知道母亲最爱吃粽子。

按照家乡规矩，没有成家的人是不
能埋进祖坟的。张弓，孤零零躺在野
外，没人陪伴他。而今，如果坟茔还在，
他的身边也一定长满了艾蒿吧？！

小区附近有家小饭馆，我下楼去
那里喝粥。发现馆子门头上，也插了
一大束艾蒿，店主夫妇正熟练地烙油
馍，跟我家乡的做法如出一辙。面饼
呈焦黄色，一层一层的，撒了葱花，经
热油翻烙，空气里弥漫了混合着艾蒿
的、奇异的香味。

端午到了。是为记。

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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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培训招生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研究生考前辅导 66912656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包装印刷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转让物资设备

●转架子管扣件13503785102

●企业转产，车床、焊机、塔

机、加气块等设备低价处理

联系电话：18530975876

机械物资

恒升电动叉车
厂家直销电话：13703920641

家政服务

●和谐月嫂保姆保洁66281072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爱心月嫂保姆陪护63883878

信息窗口

●售库存棉袜6角13676905591
●骑不坏的电车 18622516367
●上门安装车辆 GPS 定位

追踪器 260 元 /套 88880812

●澳美加出国咨询留学中介

等服务 13676914511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新鲜玉木耳采摘4007663966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55553067保养充氟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招 商

●恒路物流加盟 17639501777
●小投入免加盟15093373737

●汽车租赁招商13937155938
●郑州韵达快递总部诚聘

加盟商王经理 15939049304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让饭店酒吧

●营业中饭店转 18135687776

转 让

●位佳宾馆转让 15713870691
●名烟名酒超市 18039552122
●旺铺出租转让15713870697
●紫荆山路东大街生意好中

型饭店转让18695885957

●华南城附近 25亩工业用地

转让，有证 18638568895

寻人启事

●荆新岭男45岁
于6月1日下午走

失至今未归，智力

不健全，高度近

视，有知情或送

到家者定重谢 18738150135

声 明

●新乡市宝利达新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营业执照91
410703MA3X4BRB6W拟注销，

望债权债务人见报 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郑州市二七区格调灯饰生活

馆营业执照正副本（号 41010
3600698054）、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豫国税郑二字 41018
419800607502601号）遗失，

声明作废。

●熊红喜、安玉爽郑房权字第

0601073721-2号房屋所有

权证遗失特此声明作废。如

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郑州市二七区诚达汽车精养

服务站（注册号41010360026
3033银行机构名称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支行

账号255904228945许可证号

J4910023293601）开户许可

证和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李果山丢失开封教育学院地

理教育专业成人高等教育专

科毕业证，证号：870931，
声明作废。

●王付军税务登记证丢失注

册号41042519671025351
601声明作废。

●王华锋个人经营营业执照

副本丢失注册号410104600
226594特此声明。

●朱怿博郑州师范学院学生证

丢失152217071012声明作废

●张天智河南中医学院中医学

专业毕业证编号1047152010
05000108丢失，声明作废。

●张镇宇郑上房权第045148号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地址位

于上街区淮阳路南段23号院，

特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

机关将予以补发。

●郑州市出租汽车公司豫AT5
237出租车营运牌丢失，营运

编号0049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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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设计施工

●建筑规划设计 13598866769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4、16版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

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
有关证明材料，签订
有效法律合同。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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