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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宋书恩向吴金春提出辞职的
时候，吴金春一愣，接下来是长时间的
沉默。吴金春坐在老板台后，身体深
深地陷在老板椅里，把右手放在额头
上，不去看他，眼光放在老板台的一片
空处，那里是一片黑色的仿实木纹。

“兄弟，我舍不得你。”
“哥，其实我也不舍得走。这工

作实在太诱人了，做一个记者，是我
做梦都想干的工作。我去干干试试，
不行了再回来。”

“金玲同意了吗？”
“大哥，她心里不想让我走，也不

阻拦，算是同意了吧。”
“你走吧，反正这企业是镇政府

的，我不能因为舍不得你抓住你不
放。哥希望你能干好。万一不行，还
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话说得冠冕堂皇，情深义重，但
吴金春内心还是有些吃味。宋书恩
回去几次到他家里看他，他都以忙为
由，匆匆说几句话就出去了。宋书恩
心里也不舒服，但他只在心里偷偷想
想，连老婆都不说。他仅仅是个招聘
记者，关系调不到省城，飞得再高线

都在人家手里抓着，他都得
忍着。

今天，吴金春叫妹妹一起

来，这也说明他开始把这件事情放下
了。宋书恩知道，之前吴金春几次到
省城办事都不跟他联系。宋书恩想，
如果没有这层关系，也许他们之间的
疙瘩可能永远都解不开——假设是
那样，自己不知道会增加多少麻烦。

吴金春来，得郑重地请他吃顿
饭。要不要找人陪他呢？找谁陪
呢？到目前他还没有交往较深的同
事，包括常鸣，似乎都还有点生疏，好
像不适合来陪大舅哥这样的客人。

几个男同学中，与高上的关系应
该到了交心的程度，他虽然现在
还没有职务，后来拿到了硕士学位，
早就是正科级了，那相当于乡镇的党
委书记，又在行政机关，很有分量。
另一个有分量的是钟翔斌，大学毕业
之后一直在省计生委宣教处工作，也
到正科了。还有王世理，他高中毕业
参军后考上了军校，现在省武警消防
队是个正营级少校军官，混得也不
错。另外的几个虽然身份稍差一点,
但也算有头有脸。做钢材生意的杨
石俊，拥有资产上百万，算大款了。
做酒店老板的水建兵，腰包鼓鼓的，
开着豪华轿车也很有派。建筑老板
辛善宇应该有点钱，他虽然一副粗俗
不堪的样子，办事却实在，花钱出手
大方得让人瞠目。

想来想去，宋书恩最后却都一一
否定。吴金春是来跟他说话的，说到
底是来消除隔阂的，找有身份的同学
陪他，这不是向他显摆自己的同学和
关系吗？会让他更不舒服。最后，他
作出决定：去水建兵的酒店吃饭，让
水建兵去房间坐一会。这样安排可
以说一举三得，既可以省钱，又算照
顾老同学的生意，还能让水建兵出面
作陪，而吴金春又不至于不舒服。

连连 载载
鬼子看见了嬎蛋母鸡，伸

手就去窝里抓。白母鸡一定把
他当成了客人，用咕咕的鸣叫声示意
他离开。它怎么也不会想到，鬼子的
大手没容它再叫，一使劲拧断了它的
脖子。黑母鸡知道不好，展翅膀飞上
院墙。子弹比翅膀快，随着鬼子的枪
声，黑母鸡掉下了墙头。

老汉怕老伴掉泪，嘱咐二小：
“去，快给你爹打俩荷包！”

“嗯！”二小应着，接了鸡蛋就往
外走。

“老叔，您老人家英明啊！让两
个儿子都去当了八路军！”二小爹努
力地睁开了眼睛。抗日战争一爆发，
王疙瘩就把两个儿子送去当了八路
军。现在大儿子王福来已经是八路
军的支队长了。王老汉认定，大敌当
前，好男儿只有当兵才能报效国家。

“桂生啊，不是叔英明，叔早看明
了一个道理：抗了日或许不死，不抗
日一定得死。虽说是见鬼三分灾，可
你要是硬给鬼打，或许灾就没了！不
打走小鬼子，咱中国人不会有一天的
好日子！”老汉说过，对老伴儿示意，

“你去看看侄媳妇！”
“唉！”老伴儿应着，走了过去。
“我是只有俩儿，我要是像杨家将

那样，有个七狼八虎的，我一个不剩
都让他当八路，都打他小鬼子那王八
蛋去！”

豆腐爷和老伴一起走进院子。
豆腐爷大名韩丑，是前年死去的韩石
矛的亲爷，因为天天磨豆腐，又因为
豆腐做得好，扔两丈高掉下来，豆腐
摔不烂，人们就喊他“豆腐爷”。他是
豆腐爷，老伴自然就成了豆腐奶。豆
腐奶奶端了个点子盆，喊一声：“二小！”

“豆腐爷，奶奶！”二小迎上去。
“听说你爹挨刀了，你爷专门给

你爹做了盆嫩豆腐！”豆腐奶站下脚，
伸着手让二小看。

“谢谢奶奶！谢谢爷！”二小接过
来，转身又回到屋里报给爹，“爹，俺
豆腐爷豆腐奶来给你送的嫩豆腐！”

“丑叔啊！你侄没成色啊——”
韩丑老汉哭了：“桂生，别怪叔给你

端的少。今天的豆腐被鬼子糟蹋了！”
“光哭有啥用！”丑奶止住丈夫，

扭脸给大伙学说，“鬼子兵伸手指指
锅里的豆腐，你叔以为他想吃豆腐
呢，盛了一碗送上去。鬼子接过来闻
了闻，一扬手泼你叔一脸，硬说豆腐
有毒，我赶紧盛一碗叫你叔喝。你叔
喝了几口，鬼子个王八蛋还不相信，
拿根棍把豆腐锅掀了。要不，再怎么
着也不能拿个点子盆啊！”

乡村的瓦盆分五种：能盛四十斤
的叫斗盆，能盛二十斤的叫五升盆，
再小些的有三升盆、小盆，点子盆最
小，相当于一个普通的碗。

高峰山杀了只母鸡，又往砂锅里放
了几片山药、几根黄芪，炖了大
半个时辰，这才把汤盛进罐子。

精豆儿跑进来，耸了耸
鼻子，问爹：“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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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童 年 是 在 农 村 老 家 度 过
的。那时，农村孩子放假的时间跟城
里不一样。每年到了收割小麦时，我
们会放一次麦假，统统放下书包，回
家帮大人干活。别看我们年纪小，真
正置身于麦田时，一个个都各尽所
能，谁也不好意思偷懒。

那时收割小麦最重要的工具就
是镰刀，父亲提前把工具都收拾妥
当了，他一天几趟往麦田里跑，认真
察看小麦成熟的火候，还要注意收
听天气预报，收割早了怕减少收成，
收割晚了又害怕遇到恶劣天气。一
旦观察到时机成熟了，父亲就会郑
重地宣布开镰。这一声令下，麦田
瞬间就变成了沸腾的战场，父亲蹲
下身子，随着他快速的动作，成片的
麦子倒伏在他的镰刀之下，姐姐们
也不甘落后，她们学着父亲的样子，
弯下腰来挥动镰刀，汗水很快就浸
湿了每个人的衣衫。我人小体弱，
挥 动 不 了 镰 刀 ，就 穿 梭 于 麦 田 之
间 ，放 下 一 根 根 用 来 扎 麦 子 的 绳
子，顺便捡拾遗漏的麦穗。等到父
母把收割的麦子一一捆起来，再整
整齐齐排满了平板车，大家还要齐
心合力往返许多趟，把它们运到打
麦场上去。

一车车的新麦被大家源源不断
运送到集体的打麦场上，解开每一捆
麦穗上面的绳子，一一摊开来晒，越
是太阳最毒的时候，越是晒麦的好时
机，人们一遍遍用石碾碾过被晒得爆
裂的麦穗儿，谁也不敢偷懒，连午饭
都在田间地头解决。收割小麦是力
气活儿，必须吃饱饭，每家每户都像
比赛似的，拿出冒油的咸鸡蛋，吃着
白胖的大馒头，喝着橘子汁水。大人
们一边吃饭，一边议论麦子的收成。
我们小孩子吃得快，往往趁这个时
机，跑到一边儿捉迷藏，把麦秸拱得
满头满身都是，收获的季节，父母也
格外宽容，往往任凭我们撒欢。

麦收时节，往往也是最考验一
家劳动力的时候，我的母亲身体不
好，家里的主劳力只有父亲，幸而每
年抢收小麦时，常有热心的邻居来
帮忙。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有一
个叫秋灿的哥哥，他个子很高，也很
瘦，干庄稼活儿却是一把好手，当时
他还不到 20 岁，因为他的母亲跟我
的母亲关系很好，他年年都会来帮
忙收小麦。秋灿哥爱说爱笑，肚子
里装满了不知从哪里收集来的神怪
故事，每逢干活休息时，他绘声绘色
的讲述，往往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吓
得毛骨悚然，唯恐稍微不留神就会
遇到可怕的大怪物……

人们把丰收的麦子运回家囤在
粮仓里，麦收渐渐进入尾声，打麦场
变得空荡荡的，成了小孩子们尽情游
戏的乐园。我们在光滑平整的地面
上上蹿下跳，模仿电影里的镜头，把
麦秸垛当掩体假装在打仗，或者模仿
孙悟空翻跟斗云，一个个摔得人仰马
翻……可惜，这样的快乐，也维持不
了多久，因为麦假结束了，我们重新
回到课堂上时，从老师到学生，清一
色被晒黑了脸和胳膊……

如今，小麦收割早就普及了机械
化，再也不需要兴师动众，麦假也早
已经成为历史，退隐在岁月的深处。
童年在麦秸垛里一起捉迷藏的小伙
伴，打麦场上沉重的石碾，再也难觅
踪影的橘子汁水，却深深地留在我们
的记忆里，每次回想起来，心中都有
一种淡淡的怅惘，那是永远也扯不断
的乡愁，不思量，自难忘。

♣ 曹世忠

走进康百万庄园

诗路放歌

走进康百万庄园
我不必再阅读
逶迤的邙岭
也不必阅读
黄河洛河里的滚滚波涛
和耸立着的那一叶叶白帆
它们都闪烁出历史本真
在诉说着豫商的风雨沧桑

有一些东西，寂静无声
如绵绵春雨滋润禾苗的生命
譬如石牌坊，譬如顶子床，
譬如京腴史华楼，还有那
拜月石、罚跪石
即使朴实无华
也散发出扑面而来的
醉人芬芳

也许有的景区
在名气上，会更高一些
那也值不得骄傲和炫耀
因为在历史和建筑学家的眼里
它们都还显得浅薄稚嫩
和瘦弱，唯有你流淌出
李白杜甫的飘逸深沉和
河洛文化的唯美
数百年来灿烂辉煌

走进康百万庄园
我不知道，那南来北往的
旅客们，此刻都想点啥
但我知道，留余的精髓和
诚信的理念，用一池墨香
浸染了他们的人生之灯，还有
砰砰跳动着的心房

桑葚这种野果，初夏成熟时，小指
头大小长圆的果实，颜色紫红，饱含汁
液，味道酸酸甜甜，儿时最爱吃，一想
起，就会叫我口舌生津。

小时候，特别顽皮，嘴也特别馋，
在我家长短一二百米的那条小街，谁
家院中有个梨、枣、杏、樱桃、石榴等果
树，我们这些半大孩子都了如指掌，等
到果子成熟飘香，哪家结多少果、果实
多大，我们都一清二楚。只可惜大多不
是主人看管太严，就是院墙太高。不过
再难我们也有得手的机会，主人偶尔
一松懈，我们就会尝到甜头。

但也有马失前蹄叫人难堪的几
回。记得张三爷家有棵葡萄，每年盛夏
知了咏唱的时候，他家的葡萄结得果
实垂垂，令人垂涎三尺。一个中午，三
爷家人都午睡了，我和大旺、长友蹑手
蹑脚溜进他家的小院。长友想够高处
的大串，谁知一不小心把花盆踩翻打
碎，响声惊起了三爷和家人。三爷并没
怪罪我们几个被抓现形的顽童，只教
育了几句，可他家的小叔却很恼火：青
葡萄就被拽了，太可惜！当场让我们将
偷拽的一大把青葡萄全塞进嘴里咽
下，酸酸涩涩的滋味苦不堪言，从此，
再不敢觊觎他家的葡萄了。

王二奶奶家的桑葚特别大特别
甜还最好摘，她家的子女要么在外地
工作，要么上山下乡去了，二老守着
一个老旧的大宅子，平日里院子空荡
荡的。二爷爷还是个右派，常常挨整，
二奶奶和善怕事，因此没人的时候，
我们经常偷偷爬到她家屋后房顶摘
桑葚，久了踩坏了屋檐房瓦，二奶奶
二爷爷叫苦不迭，就想了个办法，打
乡下牵来一条大黄狗，狗特别凶，人
一靠近，它就怒目圆睁龇牙咧嘴大
叫，吓得我们退避三舍。

有一年初夏时分，她家大桑树又挂
满了桑果。阳光下，紫红的果儿掩映在
翠叶间随风摇曳，像颗颗闪烁的紫色宝
石，分外诱人，吸引许多鸟儿来啄食，那
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强烈地撩拨着我们
这些孩子，我们又开始合计起来。

机会终于来了。一个雨过天晴的下
午，二爷爷被街道办叫去学习，二奶奶
也临时外出办事，大黄狗跟着一起去
了，我和大旺瞅准机会来到她家门前。

门已上锁，商量好，我进院上树摘
桑葚，大旺门外望风。

我踩着大旺的肩膀，没费力气就
爬上了一人多高的土墙头，翻身跳进
院里。那棵碗口粗的大桑树就靠近后

院墙边，我三下五除二就爬了上去。
置身在层层刚被雨水洗过的绿叶

丛中，夏风习习，空气朗润，有喝绿茶
般清心通窍的清爽，几只鸟儿被我这
个不速之客惊起，落在不远的绿茵深
处继续啁啾婉鸣。一切阒静无人，我放
开胆子，像钻进蟠桃园的孙猴子，攀东
枝拽西枝，挑又紫又大成熟的果儿吃，
酸酸甜甜的美妙滋味令人陶醉。大旺
在墙头趴了会，看我在树上大快朵颐，
馋得口水直流，忍不住也翻墙进了院，
我连枝带叶扔了些桑葚给他，大旺立
马坐在地上捡拾掉下的果子吃。

正在酣畅淋漓得意忘形之际，忽
听呲溜一声响，木门被推开半扇，我们
俩一惊，随即传来大黄狗汪汪的狂吠，
二奶奶没呵斥住，黄狗呼哧就窜进了
院子，大旺见势不妙，扔掉桑葚，翻过后
院土坯墙就跑了。我吓得哧溜从树上滑
下来，一落地抬腿就跑，刚跑到墙边，就
觉腿后猛地被撕咬了一口，也顾不得那
么多，踩着花坛，奋力翻过土墙头，跑了
老远才觉得腿疼，大旺远远见我一瘸一
拐，赶忙跑过来查看，撸起裤管，小腿肚
已肿起一排带血的牙印，埋怨一阵，挨
到傍晚，才各自垂头丧气回家。

回到家，母亲见我拐着走路，就问

我腿怎么了？我撒谎说被野狗咬了，
母亲查看后，赶紧用肥皂水给我洗了
伤口，之后叫我躺在床上不要轻举妄
动。晚饭时分，二奶奶来到了我家，我
害怕得紧张起来，可她并不是来兴师
问罪的，而是一手拿个纸包，一手端
了半碗桑葚，关切地问我被狗咬得轻
重，母亲这才得知我因偷桑葚被大黄
狗咬了腿，气得脸色铁青，找棍子要
抽我。二奶奶赶忙劝住母亲，然后过
来查看了伤口，见不要紧，打开纸包
叮嘱母亲说，侄媳妇，这是红糖，治狗
伤很有效，每天敷在伤口，不几天就
会好的。处理好伤口，二奶奶当着母
亲的面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三林儿，
往后要是想吃桑葚，就跟二奶奶说，
我让二爷爷搬梯子给你摘，不要再爬
高上低偷拽了，要是摔着磕着多危险
啊！我羞得用被子蒙住脸面。

二奶奶那晚慈祥的面容，治疗狗
伤的红糖，还有那半碗紫桑葚，一直
留在我美好的记忆中。 现在，桑葚成
了商品果，每年初夏的时候，市场都
有售卖，我也常常会买些，不光是品
尝那果儿的甜蜜滋味，更是咀嚼那段
天真的岁月，那淳朴的民风，和宽厚
仁慈的二奶奶……

时光枝头的桑葚
♣ 殷雪林

新密乡村老宅新密乡村老宅（（国画国画）） 江加旺江加旺

位于南阳盆地“东大岗”脚下的故
乡，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岗坡地多栽
红薯，平坦的地块，主要种植小麦、豌
豆、油菜等农作物，其中小麦是最重要
的夏粮。每年农历四月底五月初，小
麦即进入成熟期。

物质匮乏的年月，庄户人家不仅
缺饭吃，而且欠柴烧。收获小麦时，只
要大田里墒情干湿适度，人们常常会
选择薅麦。

薅麦是技术活，要手脚配合。左
脚先向前迈一步，左胳膊将一耧（一耧
三行）麦头揽成束状向左腿部略倾，右
手攥紧麦根，顺着自己的方向猛拽，同
时左腿和胳膊顺势一收，“呼哧”一声
将麦子连根拔起，麦秆仿佛待字闺中
的佳人幸福地偎依在臂弯里，在脚上

“哐哐”几下磕净土坷垃，侧身丢在“要
子”上。“要子”是将“一小把儿”麦秆分
成两绺，麦穗一头相互拧成结儿，用水
浸泡后连成的一根绳。薅十几把儿麦
归成铺（堆），用力扎紧“要子”对扭后，
将绳头别在麦秆中，即捆扎成一个“麦
个”。为方便晾晒，再让麦穗朝上竖立

“麦个”。俺家薅麦最快的要数父亲
了，他低下头去，好像游泳似的，一个
猛子扎进金黄麦浪里，好长时间，才从

远处探出头来，而一溜齐刷刷的“麦
个”，宛若一条蛋黄色长龙徐徐向前
延伸着。刚开始，小孩们感到挺新
鲜，你追我赶，薅得很欢，但随着无数
次的弯腰曲背，就举步维艰了。薅完
一块地，眼睛被汗水蜇得酸疼，脸上
豆大的汗珠嘀嗒嘀嗒不停地滚落，前
胸后背湿透的衣服粘腻在皮肤上，手
腕和脚腕被针尖一样的麦芒刺满了
斑斑红点，手掌磨起了明晃晃的水
泡，浑身弄得灰头土脸的，活脱脱一
个“ 泥 人 ”。“ 阿 公 阿 婆 ，薅 麦 插 禾
……”一群布谷鸟掠过麦田上空，飞
越头顶，回望那一排排齐齐整整的杏
黄色“麦个”，吮吸着浓郁麦香，心里
充盈着几分苦涩，几多喜悦……

薅麦是又脏又累的劳苦活，体力
支出非常大。这时候，家庭主妇会变
着花样改善生活。比如，包菜包、蒸
糖包、炕油膜、麦仁汤、蒜汁捞面条
……甚至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
咸鸭蛋犒劳薅麦人。家境殷实户，还
会破例割块肉。而且，常常给薅麦人
加餐，美其名曰“贴晌”。那时候，正
装饭的年轻力壮小伙子，一天要吃几
顿“晌饭”。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薅麦
很耗费时间，为趁凉快抢收，常常起早
贪黑儿，五更黄昏的薅。有时连夜薅，
困了，劳乏了，干脆盖上被褥和衣睡在
麦铺上。第二天清早，听见“吃杯茶”
（一种鸟，学名“黑卷尾”）的清脆歌声

呼唤，翻起身接着薅。一般庄户人家
一天才薅一两亩。“蚕老一时，麦熟一
晌”。随着大部分麦子的次第成熟，为
不误农时，需用镰刀快速收割。

薅回家的麦子，用铡刀铡去七八
寸长的根部，叫“麦茬”。麦季下来，
往往能攒几大垛麦茬。那年月，烧锅
的柴火有秫秸秆、豆秆、苞谷秆、红薯
秧、麦茬等，其中麦茬是主燃料。从
铡掉根的麦子中挑选匀溜的麦秆，将
其麦穗摔打脱粒，待忙过“三夏”，农
闲时，用拧车子（捻麻绳工具）将沤麻
皮捻成绳，把麦秆系成撮，编织成苫
子。白亮、暄腾的麦秸苫子，冬天可
铺床防虫隔潮保暖，亦可挂到门上驱
风挡寒。夏夜在室外纳凉消暑，厚墩
墩绵软清爽的麦秸苫子，就是庄户人
家舒身解乏的“席梦思”。经了麦秸
苫子那缕缕馨香的浸润，炎夏的梦变
得甜美酣畅……

麦子年年收，岁岁景不同。如今，
随着联合收割机的普及，“足蒸暑土
气，背灼炎天光”的薅麦时代，一去不
复返了。但每到麦收时节，我总会忆
起那些年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忆起
那一张张亲切而熟悉的面孔，忆起那
些汗水浸透的沉甸甸的日子。

♣ 王 灿

百姓记事

朝花夕拾

♣ 张军霞

麦 假

人与自然

楷书对联（书法） 尚洪涛

薅麦往事

《雪莲花》是作家江觉迟以自己在
川藏高原历时十五年的支教、帮扶生
活为蓝本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小说主
人公梅朵从内地来到藏区支教、帮扶，
在平均海拔4000米，没有电视、网络、
手机信号，生存环境极为艰苦的深山草
原，她一边办学一边配合当地扶贫干部
脱贫攻坚，先后参与了当地政府开展的
文化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等脱贫
工作。以“梅朵参与扶贫”为情节主线，
小说串起了一个个“沾泥土、带露水”的
毛茸茸的扶贫故事，塑造了一批带领藏
区人民脱贫攻坚的扶贫干部形象，生
动鲜活地描绘出今天真实发生在高原
藏区的一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
——既写出时代生活的真实，也写出
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小说还以真实

细腻的笔触描写梅朵与藏区小学孩子
们的日常相处，细节直叩人心。雪莲
花，开放在海拔 4000米的冰岩上，不
畏环境恶劣、艰苦严寒，它顽强的生命
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今天生活
在西部高原、用爱与坚韧谱写时代与
生活之歌的藏区人民的精神写照。

《雪莲花》无疑超越了一般的扶贫
题材作品，既不会落入一般扶贫故事
的俗套，也跳出了一般扶贫故事浅表
化、概念化的窠臼，而是散发着浓郁的
泥土气息，无论是故事、人物、风景还
是语言，都别具地域、文化的特殊性，
显得真实、生动、鲜活、特别，阅读时，
高原藏区浓烈的泥土芬芳扑面而来，
一个个藏区扶贫故事春风化雨般深入
人心。

新书架

《雪莲花》：藏区人的精神写照
♣ 陈彦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