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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指甲草，指甲花
逛罢东家逛西家

——乡间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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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强只知道自己离家出走了
五天，知道离家出走后受了不少
委屈，但他并不知道学校在这几
天发生了什么。看不见的奶奶在
这几天里是如何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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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用功最早发现了范大强的

献诗。他和弟弟打了架，失手打
破了弟弟的鼻子，被爸爸罚饭一
顿。没吃早饭到学校，自然是入
学第一名了。他有些愤怒，又有
些委屈，就想在学校的板报栏前
发泄，他刚找到粉笔，就看见了
范大强的献诗。

“乖乖，胆大得很呢！”何用
功叹了一句，就当起了义务宣传
员和义务讲解员。

“林云林云，林云真浑。不
辨真假，诬赖好人！”何用功一
遍一遍地重复，一遍一遍地讲
解，既兴奋又快意。他发现自己
很有口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口若悬河。虽然肚子里一直咕

咕，但他并没有感到饥饿。
学生们越聚越多，嘁嘁喳

喳，吵吵嚷嚷。刘二秀过来了，
刚读了一遍，就紧张出一头汗
来。“干啥哩干啥哩？”范校长走
过来，扫了一眼墙上的字，立即
掏出兜里的纸，就要上前去擦。

“慢慢范校长，让我看看清
楚！”范校长息事宁人，不想让
林云老师知道，谁知道林老师今
天早来，刚好看了个明白。林老
师哭了。林老师当着全体同事的
面泪流满面。

范校长安慰着她：“你放心
林老师，我们一定要查清是谁写
的，不但要让他赔礼道歉，还要
追查他污蔑老师的道德责任……”

“范校长，不用追查，我知
道是谁！”

“你知道是谁？谁呀？”校长
睁大眼睛。

“范大强！”
“范大强？为啥呀？”
“范大强偷了老师的计算器

……”林老师掏出纸巾擦拭眼泪。
“是吗？通知范大强，快点

儿来见我！”范校长脸色铁青，
“林老师，先到办公室里歇会

儿，我不会饶过他！”
范大强还没通知到，更坏的

消息先一步来到了学校。
“林老师林老师，不好了，

村子里也发现了写你的歪诗！”
何用功真负责，他听李亚龙说村
头也有，立即就跑去落实。

“在哪儿？”林老师止住泪水。
“去去去，全擦掉！”校长大声说。
何用功瞅一眼校长：“不留

证据了？”
校 长 急 了 ， 说 ：“ 留 啥 证

据？快去擦！”
何用功扭脸就走。校长喊住

他 ：“ 别 慌 ， 去 告 诉 五 年 级 ，
对，还有六年级的全体同学，全
都给我出去，在村子里检查一
遍，所有歪诗通通擦掉！”

“是！”何用功兴奋地应着。
“ 还 有 ， 通 知 范 大 强 快 来

见我！”
“找不到他！”
“一定要找到！”校长严厉地喊。
“是！”何用功一跳蹿出屋子。
全校停课。范校长召开了全

体教师的紧急会议。一年级班主
任刘芳菲，二年级班主任马兰
花，三年级班主任闻香，四年级

班主任牛树林，五年级班主任林
云，六年级班主任吴作英，外加
代课老师贾成钢，再就是校长范
云鹏，济济八人，坐满了校长办
公室。

范校长哆嗦着嘴唇：“用歌
谣的形式反对老师，这在我们学
校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严重的
事件，学校一定要严肃处理。一

切从严，决不姑息！但是，安定
压倒一切。和谐的社会。和谐的
校园。和谐的师生关系！我们决
不能让这件事情影响正常的教学
秩序，影响我们的和谐！”他忽
然声音一低，对着林云：“林老
师，您，还有啥话请讲……”

“来电话了！妈妈快接电话
……”稚嫩的童音响彻全屋。大
家都直起头看着林老师。

“林老师，您接吧！”校长宽
容地看着她。

林老师犹豫着。
“接吧！”校长表现出大度来。
“林老师，啥时候也让你老

公帮个忙，把我儿子的话也输到
我手机里！”闻香老师笑着，努
力稀释紧张的气氛。林云的丈夫
瞿和在电信公司当经理，他把儿
子的童音录进了妻子的手机。

林老师勉强地笑一下，打开
了手机。

“电信公司那可是个挣钱的地
方，给你输进去你给多少钱的广
告费？”牛老师给闻香开着玩笑。

“……你说啥？”林老师一脸
惊讶。

“咋啦？咋啦林老师？”校长

走上前，林云把手机递向校长。
校长犹豫了一下，没接。林

云坚决地伸过手来。
校长接过手机：“我是范云

鹏……哎呀瞿经理……啥啥？在
长途汽车站？先擦掉先擦掉！对
不起啊瞿经理，是我的责任是我
范云鹏没管好我的学生，回头我
用黄河鲤鱼向你道歉……是是是
……是是是是……对不起！对不
起是我的责任！”校长的声音慢
慢地僵硬，显然对方说了难听
话。校长把手机合上，脸上有些
呆，小声咕哝着：“和谐。大家
要和谐。和谐社会。和谐校园。
和谐师生关系。”停了一下，他
努力做出快乐的样子，提高了声
音对老师们说：“大家好好上
课！一定要好好上课！思想不要
乱……哎，哎哎，我有一个好消
息要告诉大家，县里派来的音乐
老师今天就要来了！咱们滩涂小
学开办四十二年，从没有一个音
乐老师过来，将来这是要写入校
史的！”

“校长，有音乐老师了，咱也
弄个校歌吧！‘在蓝天之下，在黄
河之旁，有一所美丽的小学叫滩

涂……’”代课老师贾成钢似乎
有点儿幸灾乐祸。

牛 树 林 老 师 玩 笑 地 接 了
一句：“还有个代课老师贾成
钢！”

老师们哄地笑起来。林老师
没笑，她双手一环，趴在了自己
的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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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知道大强离家出走的是

范梅。在帮爸爸装菜的车上，大
强告诉了她。她想劝大强，但看
到大强如此决绝地得罪老师，她
知道劝也无用。大强求她转告奶
奶。大强说，等他到东莞挣了钱
一定好好地谢她。

不知怎的，范梅听着听着，
忽然就流泪了。当她走进大强家
告诉瞎奶奶的时候，竟像是她做
错了事情一样踌躇与难过。

“梅！”犹犹豫豫的范梅还没
说话，瞎奶奶先喊出了她的名字。

“奶奶。”范梅走过去。
瞎奶奶立即感到了什么，

她歪头“看”着范梅。
范梅走近她，嗫嚅

着：“奶奶，有个事，我
想给你说。” 8

连连 载载

旧宅从雨季里挺过来时，愈发显得苍老
荒凉。站在屋里向顶上仰望，一些椽瓦结合部
的缝隙正透过来几缕阳光，如银色长柱撑在那
里。想必，夜晚的地面或墙壁上也常会有星月
光顾。

能阻止庭院没落的唯一途径即是拆旧建
新。父亲不同意，他蜗居在旧屋东头那间稍显
结实些的屋里，以各种理由推托，拒绝子女们
一次次的催促。我不能理解：老人家到底眷留
什么？我们也曾答应他，如果搬迁，可以帮他
移走他想带的所有物件。父亲紧紧依着庭院里
的那棵杏树，不肯应允。

相比苍老陈旧的庭院，那棵杏树倒枝叶繁
茂，尽显生机。尤其春天，一树粉白，满枝花
朵，招引着蜂蝶来往不断，鸟在枝间跃蹿不
止。父亲总会在这个时节，搬一把椅子来到杏
树下，有时也会用嘴吹吹树下那块青石上的灰
尘，安然就座。

树下的父亲会以怎样的方式对待这一段时
光。那把褪了漆色的木椅被父亲使唤着，他或
躺或靠，将椅子踏实地压在身下，暖阳的光随
即铺过来，父亲的双目自然微闭——是在静听
花语鸟语？是在追忆陈年往事沧桑经历？还是
在闭目养神接纳阳光的温暖？有些时候，也会
见父亲把那台旧式收音机拧开，任一曲豫剧在
他耳畔萦绕回旋。蜂、蝶、雀鸟在枝杈间动作
时，会弹落几瓣杏花落在父亲的苍发和衣领
上，他全然不觉，养神似的，谁会猜到他正在

被哪一种梦境缠绕？
父亲头上的这棵杏树，它来自田野。不知是谁

将一枚杏的果肉剥去后 ，随意将杏核扔在了一垄麦
苗里，杏就在懵懂中随着麦苗萌芽、撑叶、扬绿。
麦子有一天突然黄了一片田野，紧接着传来了脚步
和镰刀的响声 。当刷刷的镰刀走近杏苗，将要剃度
它时，母亲止住镰刀，将它移至庭院，偌大的庭院
因它点缀，渐次绿了，有了些生机。

母亲说，那株杏苗看着瘦弱，骨子里却包着硬
气，日后一准能成大树。母亲所说的大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从小长大，有大作为的意思。我们只是应
诺，不敢期望，内心里想着：它开花也好不开也
罢，对父亲对我们对庭院应无大碍，无所谓了。我
们就陪父亲等待，陪母亲在庭院里细致观察，看母
亲殷勤地浇水、施肥、松土、修剪。

杏花开放的过程异常缓慢。母亲说：“不急，它
有它的规律，桃三杏四梨五年，总会花开。”果然，
那一年春时，母亲栽养的杏树悄无声息地就开了，
一家人围着杏树欣喜地指点着评论着，还估摸着会
结出多少枚杏果。

母亲少了这份口福。她在杏果将熟时的一个清
晨，突然就走了，无病兆，无异常迹象，像是谁突
如其来地把她劫走，连给父亲都没打一声招呼 。父
亲强忍着悲痛，将母亲生前所爱之物一件一件向棺
木里添放着，所要带的东西在父亲认为都已带齐，
只是那棵杏树……

母亲走后的几年里，那棵杏树一年一个状态，
一季一种呈现。大约是受了母亲的嘱托，或是得到

母亲在另一个世界的助力，表现得极为不凡。每
到花季，那些杏花相约而至，密集绽放，将浓郁
的芳香贯彻院落，即便坐在屋里的床角都会闻到
杏花的粉香。一些爱花的邻里，总是借故来庭院
里找人寻物，到树下逗留赏花。小院因杏花而活
色生香。

杏果熟了，淡黄的深黄的粉脸的，累累杏果
坠弯了杏枝，一些熟透了的杏果把持不住，被风
一拂就坠了下来。父亲从厨房找来盛菜的编筐，
不经意间就拾满了编筐，手里再抓拿几枚，去了
街巷口。那几个在街巷口闲聊的邻居，正聊得嘴
干舌燥，见父亲端来一筐黄杏，停下话头将手伸
向编筐，尝着尝着就又将话题扯到杏事上，父亲
也附和着给他的这些老伙计们聊聊院落里那棵杏
树的一些往事，聊着聊着就把时光给装得满满的
酸酸的了。

母亲十周年大祭，亲朋们都赶了过来。大家
相聚在布满阴凉的杏树下，相互问询着家事近
况，分享着家事里的喜乐，倾诉着各自的愁楚；
孩童们绕着大人身前背后追来逐去，玩耍尽欢。
一些眼尖的孩童看到满树渐黄的杏果，缠着大人
们要吃。父亲已提前备好两根竹竿，大家你够我
摇，将杏果抖落一地。性急些的顾不上用水冲
洗，只将杏果用手掌粗蹭两下直接进口；年长者
中有人牙口不好，被黄杏酸得皱着眉咧着嘴，激
出一眼泪。父亲在一旁看着大家其乐融融的样
子，跟着呵呵憨笑。

这应该是母亲所期望的。

母亲的杏树

那盘圆月
♣ 马立坤

聊斋闲品

♣ 傅 敏

春天没来得及告别，夏天已迫不及待地登
场。一轮水洗的圆月挂在枝头，把天空渲染得
一尘不染，虽然有些羞涩，但毕竟已把夏天的歌
谣哼唱。

雨后，难得的一片蓝天，荡涤了雾霾曾经带
来的不爽。月亮怕惊扰了蓝天的美梦，小心翼
翼地在梧桐树枝头上徜徉。远处偶尔传来一声
虫鸣，夜，倒显得愈发静谧愈发敞亮。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小时候的那盘圆月，我
只知道那月亮至少留在了我的家乡。我为了生
活而奔波，没顾上和她拍张合影留个念想。

静下心来，才会把遗憾再次翻出来，就像手
里那串佛螺菩提，不停地把玩滋养。

窗外，小区周围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
像是夏天拔节的玉米，赶趟似的疯长。无论是
圆月还是弯月，就像久违的好友，无论时光如何
飞奔，都不会淡了感情，时不时地在楼间与我捉
迷藏。

夜深了，天有点凉。路灯都瞌睡了，闭上眼
睛进入了梦乡。拐进街口，我才发现，跟了一路
的月亮突然不见了，估计是半路遇见了她的后
羿哥哥，叙叙旧拉拉家常？

商业街很短，却因为漆黑的夜而显得漫
长。忽而，梧桐树留在地上斑驳的图案，把熟悉
的路重新照亮。一抬头，在高高的两栋楼间，那
轮圆月又适时出现，不知道什么原因，刚才大脸
盘忽而瘦了脸，并且比原来更精神，更明亮。莫
非是为了那个传说中的后羿哥哥，做了微整，赶
了时尚？此时，高高的夜空中，她撒播着光线，
虽然有点漫不经心，倒也显得那样高大慈祥。

我加快了步伐，影子在身后拖着，不停地变
幻着身形，显得有些匆忙。走了不远，才知道我
的眼睛骗了人，撒了谎。原来这是挂在高楼顶
上的夜灯，被我误作月亮。就这样，这个路灯昙
花一现，路途从明亮再次陷进黑暗迷茫。

前面，拐入院门就到家了。那缕熟悉的光
线再次映入眼帘，虽然没有那么明亮，却柔和舒
畅。不用抬眼就知道，月亮舍不得抛弃我，即使
幽会了情人，还会对我不离不弃情同以往。

我明白了，途中再明亮的路灯，很难长久，
最多算是借光。与我殊途同归，最终陪伴我回
家的，永远是，那盘月亮。

该书是美学大师蒋勋的经典
代表作，于初版十周年之际重磅
回归。新版收录蒋勋亲作长序
——“做完整的自己”，与读者再
谈生命个体的孤独与完整。

这是一本讲述孤独的书——
残酷青春里野兽般奔突的“情欲
孤独”；众声喧哗却无人肯听的

“语言孤独”；始于踌躇满志终于落
寞虚无的“革命孤独”；潜藏于人
性内在本质的“暴力孤独”；不可
思不可议的“思维孤独”；以爱的
名义捆缚与被捆缚的“伦理孤独”。

但蒋勋要谈的不是如何消除

孤独，而是如何完成孤独，如何
给予孤独，如何尊重孤独。蒋勋
以美学家特有的思维和情感切入
孤独，融个人记忆、美学追问、
文化反思、社会批判于一体，创
造了孤独美学：美学的本质或许
就是孤独。

孤独其实并不可怕，这些孤
独造就了社会里“特立独行”的
个体，他们不因群体价值而妥
协、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孤独，而
给予社会创发新意的可能。珍视
孤独感产生的瞬间，当我们与孤
独共处，我们将更了解自己。

新书架

《孤独六讲》
♣ 王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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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高考季，不禁想起我当年参加高
考的情境。

我参加高考是在 1989年。那时，我还在孟津
县二高读书，学的是文科。当年的高考时间是 7
月的 7、8、9三天，考场设在县直中学。从我保存
的准考证看，当时实行的还是夏时制。孟津二高
的文科是全县最强的，高考前几天，我们都不再做
模拟题。三年马拉松式的比拼临近终点，心里头
只剩下了激动和兴奋，恨不得马上就高考。

7月 7日凌晨，我一骨碌从地铺上爬起来，才 5
点多钟。就用凉水洗了脸，绕着学校的操场走了
几圈，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的座位是第
二考场第三列第三排靠走道的一个座位，采光很
好。打开语文试卷，我的心里很踏实。语文是我
的强项，无论什么样的考试，我做题都像重型坦克
一样向前推进，软硬通吃。我飞快地在试卷上写
着，似乎平时积聚的能量都在这一刻迸发出来了，
基本上没有难题，让我犹豫的题也不多。当年的
作文题是《给某某的一封信》，要求考生依据给出
的材料，为好朋友排解填报升学志愿的困惑和苦
恼，分值 50分。我一气呵成，足足写了 800字。尤
其是开头很精彩，至今还能回忆起来。语文考完，
我感觉很满意。中午就餐时，我破例打了一份油
汪汪的番茄炒鸡蛋，外加两个油卷。

高考期间发生的三件小事，我至今清楚地记
得。第一件是带队的许老师说话语气突然变亲切

了。许老师平时以说话尖刻著称，喜欢正话反说，
句句如锥子，扎得我们心如蜂窝，学习上不敢有丝
毫的懈怠。这几天他变得像一个父亲，提醒我们
不要迟到，带好文具，态度和蔼得让人意外。第二
件是考数学时，我忘记写名字了。试卷发下来后，
我写右下角的座号时看到了一道题很像我们平时
讲过的例题，注意力一下被吸引走了，直至考试结
束都没想起要补上名字和考号。等到全部考完和
同学们一起给班主任王尚伦老师汇报考试情况时，
才恍然想起这个细节。一问班主任，才知道是监考
的马老师帮我写上的。二十多年后别的监考老师
我都忘了，却依然记得马老师。他教生物，黑黑的
脸膛，个子很高。第三件是 7月 9日下午 4点考完
最后一门政治时，感觉特别困。回寝室后就大睡了
一场，直到第二天上午 9点醒来，觉得自己总算把
三年缺的觉都补回来了。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随着时间一天天的
流逝，我想知道自己考试分数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而这种强烈的愿望竟成了一种痛苦而揪心的煎
熬。7月 25日，高考成绩揭晓。我总分 487分，高
出本科分数线13分，最终被河南大学录取。

虽然不是国内名校，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好
心情。要知道，那时候的高考是一种精英选拔，高
校招生特别少，竞争特别激烈，一个乡镇一年甚至
几年都出不了一个大学生。因此，哪怕只是考上一
个中专，也意味着将来能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就意
味着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更何况对
于出身农村的我，考上这样的大学本科，那可是轰
动乡里的大事情，意味着我将永远脱离土地，吃上
了“皇粮”，成为乡亲们羡慕的城里人。

感谢高考。是它，在一个重要拐点上，给了我
一个浴火重生的机会。对此，我期待过，努力过，
彷徨过，但我的付出最终有了回报。我没有给那
段艰苦而充实的时光，留下遗憾。

如今，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重温当年的高
考，我还是有点后怕。我曾不止一次地想：我只是
比一起挤抢独木桥的许多同龄人幸运罢了。如果
我考不上大学，我可能会去当兵，可能会去学个厨
师或木匠，或者就像我的父辈一样当个农民，农忙
时种地，农闲时出去打打零工。如果那样的话，那
我走的可能是另外一条路，我的人生就是另一番
样子了。

朝花夕拾

♣ 王 剑

犹记那年高考时

人与自然

明月别枝惊鹊（国画） 孟超

知味

每到麦黄时节，伴着布谷鸟
的鸣叫和苦楝花的绽放，乡下就
会有一种独具风味和时令特色
的小吃。

清代李光庭在《乡言解颐》
中记载了它的做法：“取其粒之
将熟含浆者，微绉，入磨下，条寸
许，以肉丝、王瓜、莴苣拌食之，
别有风味。”

我们叫它：nianzhuan。之
所以打成拼音，是因为我至今也
不知道它的确切写法。

清代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
胜》中曰：“小麦登场，玉米入
市。蒜苗为菜，青草肥羊。麦青
做捻转，麦仁煮肉粥。”清代李光
庭在《乡言解颐》中曰：“来牟之
外乡人，有所谓雅麦者，先半月
熟，专为作碾转之用。”清代燕归
来簃(yí)主人在《燕市负贩琐
记》中曰：“捻捻馔儿。”

“捻转”“碾转”“捻馔”，哪
个更恰切些？不知道。但我知
道，它的诞生，是缘于饥饿。

农历四月是美丽的暮春时
节，却也是个青黄不接的饥饿季
节，那时，乡下庄户人家好多都处
在旧粮将尽而新粮未熟的粮荒
中。一些缺粮的人家只好寅吃卯
粮，割一捆将熟而未熟的麦穗，烧
个半熟或在笼上蒸熟，在簸箕上
搓去糠皮后，在石碾上碾轧成细
碎的条条，然后配上青菜，拌上蒜
汁、香油、芝麻盐，一来果腹，二
来尝鲜，这就是“碾转”。

这种习俗起源于何时？没
有考证过。洛阳曲子戏《包公
辞朝》中有这样几句唱词。“五
月芒种人倍忙，男女老少上南
岗。割一捆新麦吃捻馔，接着
又过五端阳。”

碾哟那个转。旧时，乡下随
便哪个村子没有几盘磨盘和碾
盘呢？村中空地上，一棵苍劲的
大树，树下一盘用石块支起的磨
盘或碾盘，不远处的农家，墙外
一堆柴火，房顶一缕炊烟。这幅
图景，几乎成了乡村的标志。

后来磨面机的问世，使得那
些偌大笨重的磨盘废弃成小孩
玩耍的场所，但至今没有什么机
械能加工碾转，所以碾盘还在
用。碾盘什么样？两块直径约
一米、厚度十厘米、刻有规则凹
凸条纹的圆形石头，上下两扇摞
在一起，中间有轴相连，上面那
块一侧或两侧有棍可推转。在
两扇石块的挤压转动中，从上面
石块的小圆洞漏下的麦粒，被碾
成一两寸长的细条条，随着碾盘
的转动簌簌落下，散发着新麦的
清香。那细条是从碾盘里转出
来的，乡下人都叫它“碾转”。

一句话：碾盘是一种将快要
成熟的麦粒加工成“碾转”的古
老工具。碾盘起源于何时？不
知道，但关于碾盘的传说却极为
久远神奇，居然久远到伏羲时
代，居然神奇到伏羲兄妹身上。

碾转，其实是一种很是粗糙
的食物，你想啊，用那种原始的石
磨是没法除去麸皮的，甚至连麦
糠也没除净，它性暴，遇水即胀，
还有些剌喉咙，是不宜多吃的，但
在那个饥馑的年代，这早已和早
春的野菜、仲春的榆钱、晚春的槐
花一样，成为一种难得的美味了。

在两扇石磨的重压转动中，
将熟而未熟的麦粒被碾成了碾
转；在日月天地的磨盘中，庄户
人家的日子被挤搓成过往的记
忆。碾转那涩涩的滋味，其实就
是童年的滋味，乡村的滋味，过
往岁月的滋味。

碾 转
♣ 逯玉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