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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如梭，韶光易逝。转眼间
我和老伴儿已经携手共同度过了
50个春秋。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
现在小年轻风花雪月的浪漫。上
世纪60年代的青年男女寻找伴侣，
都是通过亲戚朋友熟人介绍，通常
是见两次面就谈婚论嫁，我和老伴
也不例外。我们的感情是经过共
同生活的长期磨合慢慢地加深，孩
子是情感的纽带，感情是来源于生
活中点点滴滴的沉淀，50年风风雨
雨，多了一些真情和温暖。尤其是
在我们共同经历了那次磨难后。

那是1978年，大女儿刚上小学
一年级，我患了一种非常罕见的
病，全身疼痛，病情越来越严重，很
快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老伴儿
为我跑遍全市所有的医院，找遍了
所有的名医，也无济于事，我们又
赶到省城郑州，但给出的诊断结果
也是打了问号，没有定论，我们把
最后的希望投向首都北京，就这样
老伴儿带着我辗转北上，住进北京
协和医院。

从患病以来，我住院前后长达
8个月之久，是老伴儿日日夜夜陪
护在我的身边。 上世纪 70年代的
协和医院，病人住院时需要先洗澡
然后入病房，护士给我洗澡的时候
惊讶地说：“你们看看这个病人，半
年不能自理，但还是这么干净，身
上没有一点儿异味儿，她爱人照顾
得真是太好了。”

那时候，我和老伴儿两个人的
工资加起来也就70多一点儿，一家
五口人，一分钱恨不得掰开来花。
然而，老伴儿为了给我增加营养，每
天牛奶、鸡蛋、包子、水果，换着花样
买给我吃。他说“就是砸锅卖铁，跑
到天涯海角，也要治好你的病”。当
时，我只有一个信念：战胜病魔，好好
活着，决不辜负他的一片心。

感谢上天的眷顾。我很幸运
地遇见一位全国知名专家朱玉教
授，手术做得特别成功。我和老伴
儿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被病痛
折磨的那么多个日日夜夜，老伴儿
许久以来的担心和奔波忙碌终于
云开雾散，又见晴天。在老伴儿的
精心护理下，术后的我身体恢复得
特别快，一周后我已经能下地走
动，两周后出院。出院后在老伴儿
的陪同下，参观了故宫博物院。三
个月后，我已经回去上班和做家
务，生活一切回到正轨。

如果不是老伴儿的不离不弃，
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挺得过
来，历经磨难后的我们，心贴得更
近，更加懂得珍惜对方，我们是彼
此的爱人，更是彼此的亲人。我也
深深体会到选择人生伴侣的标准，
不是看他官儿做多大，钱赚多少，
要看他是否一心一意待你，无论疾
病和健康，无论贫穷和富贵，始终
不离不弃。就像现在年轻人在婚
礼上的誓词，虽然我们那时的婚礼
很简单，还没有这样的形式，也没
有为彼此说过如此动容的话，但老
伴儿用行动和时间践行了这一无
声的誓言。当然，夫妻在一起过日
子，天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
活琐事甚多，一定会有出现意见分
歧、产生误解矛盾的时候，我俩也
会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儿吵吵闹闹，
但这并未影响到我们的感情，彼此
已经把对方放在了心上。

就这样我们在互相扶持中走
过了半个世纪，我们共同携手支撑
起一个温暖的家，我们见证了彼此
的青春，一起见证了儿女的成长，
一起见证了五十个春秋的风风雨
雨，酸甜苦辣。

♣ 程 敏

农村娃
诗路放歌

曾不忍离开
那一节一节的稻香
把田野装扮得丰满而清丽
放牛娃 鞭子声
孩童的歌谣
谱写着山村的青春
舞动的麻雀静了
在光秃秃的树枝上
四处张望

老屋

一个孤寂的牛棚
忽闪着大眼睛的水牛
它那憨厚羞涩的容颜
至今仍让我如此迷醉
那头酣睡的黑猪
在暮色苍茫后
悠闲睡去

乡村小道
我用脚步尺量
量出我的梦想
那微微的云啊
怎能笼住我如梦的远方

黄土地养育的孩子
一身的泥巴馨香
成了这个城里的农村娃
今生最美丽的记忆

春天还没往深处走，人却往大山深
处去。一拨人相约就去了，是闻着蒲公
英的花香去的，似乎采集不到半篮子野
生的蒲公英做茶，日子就有点生涩，春
天也算不上唯美。

在民间，蒲公英被唤作黄花苗，叫
起来像唤乳名，有几分朴素和亲昵。黄
花苗似一群天生丽质的村姑，自小在路
边、沟边、荒野处生长，春天一到，一株
株一丛丛疯长起来。清明前后，丰腴成
熟，恍若有了心事，把浅黄的花朵挺上
发端，似娇非羞的含眸一笑，便惹来了
心向往之的追随者。

有人把飘飞的蒲公英描绘得多情
多梦，延伸或夸大虚幻的美好想象。其
实，蒲公英本是菊科草本野生植物，没
有那么高尚的情怀。自然生长的性情，
本分地绽放了自己的青春魅力，把该有
的呈现出来，于是受到青睐，成了众人
喜食的一种时令野菜。

在岁月的咀嚼里，人们慢慢品出了
蒲公英独特的味道和功效，稍苦却疗疾。
一代名医李时珍集民间相传和临床经
验，把蒲公英的药效汇集成典，记录在

《本草纲目》：“蒲公英主治妇人乳痈肿，
水煮汁饮及封之立消。解食毒，散滞气，
清热毒，化食毒，消恶肿、结核、疔肿。”

说通俗点，蒲公英是一味珍贵的中
草药，具有清热解毒、消痈结散、消炎健
胃的作用。主治咽炎、扁桃体炎、肺炎等
各种炎症，适宜生长在各种土壤里，被
称为中药材中八大金刚之一，可生食或
炒食、做汤、凉拌均可，同时还是制作饮
料、花茶等很好的原料。

人们从开始的观赏、喜食，到逐渐
了解，原来蒲公英全身皆可入药，不仅
是一种高营养保健食品，还可预防多种
疾病的功效。

疯疯野野跑了两个时辰，收效甚
微，坐在山溪栖息，恰遇一采药老人，有
幸聆听一段蒲公英的故事。相传在很久
以前，有个十六岁的姑娘患了乳痈，乳
房又红又肿，疼痛难忍。但她羞于开口，
只好强忍。这事被她母亲知道了，以为
女儿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姑娘见母
亲怀疑自己的贞节，又羞又恼，无脸见
人，便横下一条心，在夜晚偷偷逃出家
园投河自尽。事有凑巧，当时河边有一

渔船，上有一个蒲姓老公和女儿小英正
在月光下撒网捕鱼。他们救起了姑娘，
问清了投河的根由。第二天，小英按照
父亲的指点，从山上挖了一种叫黄花苗
的小草，洗净后捣烂成泥，敷在姑娘的
乳痈上，不几天就全然而愈。以后，姑娘
将这草带回家园栽种。为了感念渔家父
女，就把这种野草尊为蒲公英。

老人的话像淙淙流淌的溪流，流出
了富有诗意的蒲公英。

原来山里到处都是蒲公英，现在怎
么就找不到了？我去问老人。

你们来得不是时候，也来错了地方。
我们有些诧异。
老人抬手指了指不远处，那里有人

收购，制茶用。我们顺着老人手指的方
向望去，望见了一片厂房。

老人给我们讲了另一个故事。开厂
制茶的是当地的一位年轻人，他大学毕
业，精明能干。几年前他在城镇的集市
上，几次看到扎成小把儿的蒲公英，颇
受城乡居民喜爱，就倾其所有办起了茶
厂。他流转百十亩山地种植蒲公英，严
格按照纯粹野生环境种植管理，不施化

肥，不打农药，人工除草。同时他发动周
围贫困群众到山上采刨野生蒲公英，以
每斤三元的价格收购。每人每天到山上
采刨约四十斤蒲公英，收入在一百多
元。他安置了当地的闲散劳力，把采收
来的蒲公英清洗干净，再由人工剪掉根
茎交接部分，去除重金属蓄积，根、叶、
花分离。单单是叶子，也要按照叶稍、茎
叶、茎根分成三级，这样做出来的蒲公
英茶，清爽怡人，色味地道。几年下来，
他制作的蒲公英茶供不应求，茶有了效
益，也带动了乡民跟着赚钱。年轻人的
梦想是让留守大山的乡亲，摆脱贫困，
一同走向富裕。

蒲公英的春天，果然有梦。
蒲公英迎着尚带寒意的春风，带着

几分信念和勇气在春天里绽放，花期很
短，只几天的光景，花朵便结出一团毛茸
茸的籽实，头顶一蓬毛茸茸的白色小伞，
微风拂过，花伞摇曳，带着对大地的无限
眷恋，承载起美好的希望，向远方飘飞。

一颗颗蒲公英的种子，飘散在城市
乡村，落地生根，来年便能生长出另一
个蒲公英的春天。

蒲公英的春天
♣ 叶剑秀

长溪春水绕村流长溪春水绕村流（（国画国画）） 李华强李华强

每年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黄鳝
的味道最鲜最美。

小时候，特别渴望春天的来临，一
到春天就闹着要去乡下的姥姥家。那
时，人们的生活普遍缺衣少食，一日三
餐清汤寡水，可一到乡下姥姥家就不同
了。并不是说乡下的日子比城里好些，
而是因为有个捕鱼好手的舅舅，每天在
田野里摸爬，不是捉几条鱼、摸半斤虾，
就是掏几条黄鳝，隔三差五家里就会有
河鲜飘香而大快朵颐。特别是野生黄
鳝的味道，酥嫩爽滑，赛过家乡任何鱼
类，至今让人念念不忘。

春天气温回暖，一场春雨几声春雷
过后，各种动物从冬眠中醒来，鸟语花
香，大地一派生机勃勃景象。这个时
候，各种动物开始不断进食，把身体养
得又肥又壮。鱼鳖虾蟹公的壮，雌的满
肚的籽，个顶个的肥美。每当这时，舅
舅得空就会在田野、沟塘河湖边踅摸转
悠。或借助鱼叉、渔网、钓钩这些工具，
有时即使徒手，他也不会空手而归，家
乡的田野河湖有捉不完的河鲜，大自然
的馈赠滋养着香甜着农家人朴素的日
子，让清苦的乡村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有
声有色。

“三月三鲤鱼上河滩”。夜里，一场
透透的桃花雨后，清晨田野里织起淡淡
的春雾，树枝还滴答着水珠。早起的农
人在田间劳作，放牛娃在河滩放牧。那

个时候，舅舅虽然还很年轻，已经是一
家之主，不但庄稼活驾轻就熟，它对水
乡里各种鱼儿的习性也了如指掌，家里
还有许多种捕鱼工具，鱼叉、鱼罩、地
笼、舀网、扒网……捉鱼是手到擒来，有
时捕得吃不了，也会拿到集市上卖。吃
够了鱼虾，舅舅会换换口味改捉黄鳝，
尤其油菜花把田野涂抹得片片金黄的
时候。

黄鳝是春天最美味的河鲜，很难捉
到。黄鳝数量少通身滑溜，别看它平时
慢悠悠懒散的样子，水里逃生的速度比
蛇差不到哪儿去，一般徒手很难逮到。
它昼伏夜出，白天在洞里睡大觉，难觅
踪影。乡下有人为了捉到它，田沟河湖
边满世界找洞，找到了洞穴，就用铁锨
开挖，它的洞穴深还有岔道，一受到惊
扰，就会从另一条通道溜之大吉。往往
挖坏了几处田埂沟渠，累得一身臭汗也
捉不到几条。舅舅却有办法捉到黄鳝，

而且不用太费力气。一根半尺来长的
钓钩，半天工夫就能轻松钓得十来条手
指粗的黄鳝，拿回家配些陈年腊肉和新
嫩的蒜薹，足够一家人美美饱餐一顿。

掏黄鳝首先要找到洞穴，黄鳝的洞
口离不开水，沟塘湖渠的浅岸边以及稻
田埂底部的软泥中是它们最爱栖居的
地方。我记得舅舅在劳动之余，常常注
意田畔塘埂湖沿，扒扒抠抠，黄鳝的洞
穴一般在水草隐蔽处，等找到了洞穴就
做个记号，先不惊扰它，要是黄鳝不在
洞里，他就等它们归洞后再掏。

掏黄鳝时，在钩上穿条蠕动的活蚯
蚓，缓缓插入洞穴，听到啪的一声，就是
黄鳝咬钩了，随即拉出。有时黄鳝不咬
钩，还要将钩轻轻来回抖动插进拔出撩
拨黄鳝，并用中指在水里弹出响声，引
诱黄鳝尽快咬钩，等到手突然感到一
沉，就知黄鳝终于上钩了，这时黄鳝会
因疼痛而使劲往回拽，不能硬拉，以免

拽豁黄鳝嘴而脱钩，一番“持久战”，顺
势巧劲拉出，一条尺余长指头粗细的黄
鳝无论如何挣扎，也只有束手就擒的份
了。再狡猾再大的黄鳝也逃不过舅舅
的钓钩。

那时我虽然才七八岁，可天天跟在
舅舅的屁股后面，耳濡目染学得一招半
式，于是跃跃欲试，央求舅舅让我也掏
掏。舅舅拗不过，就给了我一只钓钩，
趁舅舅不在的时候，我也拿出钓钩去掏
黄鳝，居然也掏到好几条。从此我自以
为功夫学到了家，总想在小伙伴们面前
炫耀本领。有一回带领小伙伴们掏黄
鳝，钩刚插到洞里，感觉手头猛一紧，我
知道是条大家伙咬钩了，高兴得不得
了，一拔出来，是一条半尺长的青花蛇，
哇呀一声，我吓得连蛇带钩扔出老远，
惊慌而逃。好长时间不敢再摸舅舅的
钓钩了，舅舅知道后告诉我窍门:黄鳝
的洞穴挨着水边，洞口由于身体的出入
摩擦，滑溜溜留有印迹，蛇洞口干燥不
光滑。后来我仔细辨认，果然有区别。

现在野外田间已经很少有黄鳝了，
掏黄鳝成为陈年往事，那野生黄鳝的鲜
美滋味也早已封存在了童年的记忆
中。正值大好春光，不免又勾起我儿时
美好回忆，隐约间脑海里浮现一个画
面:一个手拿钓钩的后生后面跟着一个
身背鱼篓的蓬头稚子，正欢笑着穿过清
凌凌的草塘和如镜的水田……

♣ 殷雪林

朝花夕拾

百姓记事

♣ 缑秀琴

风雨五十载
人与自然

李白诗一首（书法） 杨 光

掏黄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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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与老四说话，宋书恩心里却
胡思乱想起来。如今，自己的物质生
活应该算提高到了一个不低的高度，
住着厂里提供的两层小别墅，坐着高
级小轿车，陪客人吃着高级饭店的山
珍海味，与客户在洗浴中心、按摩
房、洗脚城享受高档服务，包括嫖
妓，什么搓背打盐、捏脚采耳、异性
按摩、推油、打飞机全都体验过。但
说到精神生活，长年累月沉浸在这样
的应酬之中，除了肚子吃大了，肝喝
硬了，身体惯坏了，哪还有什么精神
享受，简直是一穷二白。

这样一想，宋书恩心底就无端
地生出一股怨气。看起来风风光光，
其实就是一酒囊饭袋，就是一行尸走
肉。不读书，不看报，更别说学习，
还有什么信念？满脑瓜子全是钱，厂
里为了挣钱，动用一切手段；个人为
了挣钱，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可
忙来忙去就是光为挣钱吗？

宋书恩第一次对钱有了反感，对
自己的生活有了怀疑。

宋书恩想起他离开工地的时候，
老四对他说的话：无论啥时候，别忘

了文学。而今，他早把文学扔
到垃圾篓里，忘到九霄云外
了。跟老四道别之后，他满心

都是今后。不能这么消沉下去了，从
明天起，不，从今天晚上起就开始读
书，把文学创作拾起来。忙、没时间
只是个借口，只要下决心，读书写作
总能抽出时间，没多有少，积少成多
嘛。宋书恩投入地思考读书写作的
事情，差一点把自己来银行贷款的正
事忘了。

从市里回来，宋书恩把二楼的书
房收拾得有条不紊。说是书房，其实
就是他平时加班写材料的家庭办公

室。也没有多少书，一个书橱还
没装满，里边还有很多企业管理
之类的专业书籍。宋书恩把跟文学
无关的书从书橱里拿出来另放，把新
买的一千多块钱的书摆上去，又在书
桌上摆了两个笔记本，一个记日记，
一个做读书笔记。

吴金玲惊奇地瞪着眼睛，说：“宋
书恩，怎么，要发奋读书写作了？”

宋书恩指指放在一起的老四的
三本书，说：“人家四哥，第三本书都
出来了，我也得拾起来。”

“嫉妒了吧？小样，你跟他比，人
家专业作家，穿上兔鞋你也撵不上人
家。”

“俺不撵，读读书写写日记总能
做到吧，这么多年了，手生了。”

“好，我等着宋老师写出大作，当
第一读者呢。”吴金玲的话虽然有点
嘲讽的味道，但并不反对他，“好好努
力吧，我去给大作家做饭。”

宋书恩坐在书桌前，翻开泰戈尔
的《游思集》，大声地朗诵起来：“我听
见轰雷般的洪水冲击着我的生命，从
这个世界冲向另一个世界，卷成一个
形体又一个形体，在滔滔不绝的赐与
的浪花中，在悲叹和欢歌中，把我的
身体驱散开去。……”

连连 载载
可以这样说，正是基于精豆儿

的“又一声”，基于他和精豆儿共有
的惊恐，二小才开始不自觉地对枪声开
始了计数。

“走，咱村！”石梁愣愣地喊了一声。
似乎是为回应石梁的喊声，紧跟

着，三八枪声不停地响了起来。
孩子们一时不知道走还是不走，

齐看着二小。二小说：“我们分成两拨
儿。布袋、黑，你们和水花、精豆儿看
着牛，我和石梁、田贵回村里看看！”

田贵伸手抓住二小：“鬼子正在
村里，我们进去，不正叫鬼子逮住？”

“我们是小孩儿，鬼子不一定会
抓我们的。走！”二小说过又走。

“那——”田贵胆小，夜里都不敢
一个人睡觉。

石梁说：“田贵，你也和他们在这
儿看牛吧，我跟二小回村里！”

田贵犹豫着。
枪声像鸟群的影子再次从孩子

们的面前飞过。
“走！”二小拉了石梁，弯下腰往

村子里跑去。
鬼子包围了村庄。鬼子的出现很

突然。当时村里人正准备午饭。炊烟
袅袅，一片安详。小脚的疙瘩奶奶正
追着她的丢蛋母鸡，要看看它究竟把

蛋嬎在哪里。瘸腿的韩丑老汉正磨豆
腐，灰叫驴被碍眼遮了眼睛，在磨道
里地老天荒地走，新鲜的豆浆洒下一
圈一圈乳白的香味。二小的爹王桂生
是个歇不住的人，缸里的水并不缺，
他还是挑着筲去打水。

他喜欢清水满缸的吉祥。枪声骤
响，王桂生一哆嗦，差一点儿把水筲
扔在井里。

二小娘听见枪响的时候，刚刚

点燃起锅灶的柴火，她来不及压灭
火，站起来就往外跑，到门口又返回
来，抓两把锅门灰抹脸上又要跑，把
冲进来的水筲撞洒了一地。“能跑吗
他爹？”二小娘急问。

“满街上都是鬼子，快回屋躲着
去！”王桂生脸色灰白，大口喘气。

二小娘坐下来，低下头又去烧
锅，只是那柴怎么也填不进灶膛里。

孩子们听见的“又一声”，打的是
二小的哥哥王大小。当时大小正和田
禾在村中的楝树下铡草。他按铡，田
禾续草，一抬头看见鬼子，喊一声“不
好”，猫下腰就往胡同里跑。

鬼子的子弹紧追着，击穿了他身
后的石墙。十七岁的大小像踩着
风 。 鬼 子 的 子 弹 像 驾 着 云 ，叭 勾
——，叭勾——，打爆了一溜儿墙上
的石头。王大小还是没跑掉，他被迎
面而来的两个鬼子用刺刀堵住了。

“八格！”鬼子骂着，一抖绳子，把大小
拴了起来。

“为啥要捆俺？你为啥要捆俺？”
大小挣扎着。鬼子上来就是一枪托：

“八格！”
大小看全是鬼子，知道

喊也没用，翻鬼子一眼，也
就不再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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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杂文家吴建国新近结集
出版《偶思絮语》一书，引起广泛
关注与好评。5月 11日，省杂文学
会对该书召开了品鉴分享座谈
会。该书作者系军队转业干部，多
年来有大批佳作见诸报刊，本书
收纳 130 余篇作品。与会杂文作
家对其遵循“文章合为时而著，诗
歌合为事而作”的为文之道赞赏
有加，结合该书《吾见吾思》《感悟
人生》《所思所想》《畅游天下》等
四个章节推心置腹、畅所欲言。

杂文是思想性最强的文体，
思想敏锐是对作者的基本要求，

这在吴建国文章中得到充分体
现。他的杂文总是紧扣时代脉搏
抒发个人情怀。很多文章立意新
颖、开宗明义、选材精当、思路高
远，《宠辱皆忘最难得》《从袁绍的
耳朵谈起》《你要认识你自己》等
篇尤为突出。吴建国的杂文总有
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担当精
神，令人有所感悟、有所启迪。《偶
思絮语》一书文字朴实，但绵里藏
针；不疾不徐，却爱憎分明；娓娓
道来，而寓意深长。可谓文约意
深、自带光华，传递的全是满满的
正能量。

新书架

《偶思絮语》：文约意深自带光华
♣ 马承钧

晨起听鸟鸣

老斑鸠彻声长叹，
似催我快读诗篇。
布谷鸟鸣唱窗前，
好时光切莫停站。
黄莺儿啼音婉转，
孤客你快还家园。
众鸟声齐把言传，
人生短苍茫变幻。
乘长风直上云天，
尘世间沧海桑田。
听罢鸟语泪涕涟，
不觉已湿薄衣衫。

♣ 高治军

（外二首）

八月天八月天 著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