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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说着要把钱还给他，被他拦
住，他说：“我没事，你不用操我的
心。我二哥这一直不找媳妇，得抓
紧想办法，找个离婚茬也中啊。”

说起二哥的事，爹叹了口气，
“我都急死了。他别筋头，从云南贵
州买个他不要。说又不好凑。”

宋书恩摇摇头，“这事还真不能
急，回来我也操操心，也给金玲说
说，不能光想着咱家这一块，总会
有合适的。”

出殡前一天下午，棺材被移到大
街上搭好的灵棚里，唢呐班早早地过
来，做好准备，一有人来吊丧就吹起
来。

半下午，鞭炮声、火铳声、唢
呐声便响起来。对于葬礼，宋书恩
既陌生又熟悉，二十多年前娘的那
场葬礼，被孝子的衣服和以白色为
主的色调激活。不同的是，娘的葬
礼简单而冷清，爷爷的葬礼隆重而
盛大。

宋书恩与所有的孝子一样守在
灵棚下，他们都穿着宽大的孝衣，
头上扎着白布。宋书恩要守通宵。

深夜里，他没有一点睡意，
坐在麦秸上，盯着灵前的供
桌发呆。这些色泽光鲜的贡

品，爷爷在另一个世界能享用吗？
还有那一对金童玉女，他们能为爷
爷服务吗？还有纸扎的别墅、轿
车、彩电，这些爷爷生前都没有的
东西，到了另一个世界就可以拥有
了吗？宋书恩胡思乱想着，突然有
了一个想法：等来年的清明节，一
定得给娘的坟前立块碑，也焚烧些
别墅、彩电之类的现代家具，再放
场电影，纪念一下。娘在另一个世
界过得好吗？她会惦记自己的孩子

吗 ？ 想 起 娘 ， 宋 书 恩 潸 然 泪
下，悲伤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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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报社，宋书恩感觉格外的舒

展。与企业烦琐的事务比起来，要单
一得多，简单得多。虽然天天采访、
写稿子，紧张得不亦乐乎，但干得
舒心，一点也不感觉累。他好像吃
了补药，有用不完的精力，充满了
朝气和激情。

三个月的试用期轻松过关。宋
书恩进入角色很快，他私下里一边
下劲学习新闻理论，一边在工作中
虚心向老同志请教。同时，业余时
间参加中文本科的自学考试，为自
己充电。交际方面，他在企业的经
验帮了他很大忙，无论什么人，他
都能不卑不亢地去采访。业务方
面，坚实的写作功底让他游刃有余。

稳定下来，他开始在文学上投
入一些时间。没有活动和写稿任务
的晚上，他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
一个多小时的文学书籍。睡觉前，
摊开日记本把一天所做的主要事情
记下来。有时候也会写一篇散文或
一首诗。他下一步还准备根据自己
的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书名都想
好了，叫 《潇洒年华》。

“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
同志们一定要好好地用它消灭

敌人！”胡队长说。
“爹！”丹红喊一声。
胡队长降了声调，说：“妮儿啊，

你还用你的枪！爹想着你呢，给，这
是二十发子弹！”胡队长说着，从兜里
掏出一把散弹递给女儿。

石梁看胡队长给村里发了三支
枪，用胳膊肘碰一下二小：“二小，咱
也要支枪呗！”

二小看胡叔叔一眼，没有吭声。
“就是，咱也应该要一支！”田贵

走上来。
二小摇摇头，说：“我给胡叔叔说

好了，等我缴获了机枪，自会给咱一
支步枪的！”

“机枪？歪把子算不算机枪？”田
贵又问。

二小说：“当然算了！”
孩子们一听，连忙跑到小傅跟

前，争着看他的歪把子。田贵不小心
把刘明理的条篮子踢翻了，几个地雷
滚出来。

“哎哎，慢点儿。弄响了！”刘明
理喊。

孩子们都站住，一动也不敢动。
“你们的地雷都在篮子里着？”

胡队长问。
魏兰英说：“不放在篮子里放在

哪儿呀？衣兜里又装不下！”
女人们笑起来。
刘明理收起地雷：“这家伙真管

用，昨天把鬼子的‘小汽车’炸翻好几
辆！”

小傅和胡队长都笑起来。
丹红连忙纠正：“大婶，不是‘小

汽车’，是摩托车！”

“摩托车？摩托车是啥车呀？”刘
明理说，“‘摩托’，一听这名儿就知道
是坏人用的东西！”

众人又笑。
胡队长伸出手：“老高，游击队马

上集结，开往野狼沟一带。上级发
现，鬼子有进攻八路军野战医院的意
图。注意情报联络啊！”

高峰山握住胡队长的手，说：“保
重！”

胡队长又伸出手，和魏兰英、刘
明理握手道别。

“爹！”丹红走上前。
胡正强抓住丹红的手，看着女

儿：“妮儿啊，和乡亲们一起，注意隐
蔽！游击队是不会走远的！”

“你也要注意爹！”丹红说。
“放心！”
“胡叔叔！”二小喊。
“对，还有我们的团长呢！”胡队

长拍着二小的头，说，“二小，别忘了
你的口哨！”

二小笑了，说：“忘不了。我还会
给你送情报的！”

“再见，乡亲们！”胡队
长和小傅、小沈往旁边的一
条路走去。

“爹！爹！”丹红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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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怀亮

故乡的麦场
回望故乡

故乡的麦场，坐落在一个坡岭上，居高临下，
能看到二道沟父老居住的一排排古朴厚重的窑
洞，炊烟袅袅，听到鸡犬之声，牛羊对歌，迎来东
南西北风，把麦糠扬飞飘走，是麦粒分离的理想
佳地。场边有一棵石榴树，每逢五月花开的红艳
艳如火，格外喜人，如伞似的华盖还能乘凉，上面
挂着一盏马灯，用来夜间照明，满场堆积刚割下
如山的生产队麦子，扑鼻的浓香。

麦场约二亩地大，分上下两个，很壮观。上
面作为堆积割下的麦子，下面作为已脱离下的麦
粒晾晒。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麦场在五月最繁
忙，也最热闹。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如同演大
型戏剧，人人都是演员，共唱打麦火热舞台戏。

首先是散麦穗。把一个个麦捆解开，两手抓
起一大把散落，像仙女散花，让麦穗低头，麦秆站
立棚架，达到通风太阳暴晒，满场犹如厚褥棉
毯。在如火的晌午，鞭声吆喝声牛拉石磙的飞转
吱扭声响成一片。桑杈挥舞，不时翻腾碾碎的麦
草，让下面未碾的麦穗也完全脱粒。大家汗水满
身，谁也不肯休息，收获使人喜悦忘记疲劳。

而后把碾烂的麦草用桑杈运到场角，用木锨
把带糠的麦粒收成一堆摆在场中心，父老们耐心
等待来风。风顺时一大堆如山的麦粒伴糠，呼呼
从木锨投向空中飞出场外，面前留下一道长岭似
的麦粒，父老的心中如喝蜜似的甜美。

扬好的麦子，要晒干、除尘、装包、过磅。一
麻袋180斤，小伙子如同举重运动员那样，嗨啊一
声扛起小跑入库,令大家投以赞赏的目光。夜间
麦场是乘凉的好地方，月光如水，大家听着十里
蛙唱，进入夏宵梦乡。

打下的麦草，要堆成一个个像蒙古包那样的
圆塔。麦场垛麦草堆时，先铺厚厚的底子，然后
一层层向上垒，如同筑墙。上面要有两个人在用
桑杈摊高。下面几个人不住向上扔草供料。这
时有爱开玩笑者，是个最佳机会，用杈胡乱向上
面人身扔草，如同南方泼水节泼水，几乎把上面
人盖住，逗得大伙哄堂大笑。麦草垛堆好，还用
泥巴糊顶粉刷，撒上麦糠，以防雨雪，是牛羊越冬
饲料。一座座麦草垛是靓丽的风景，也成为儿时
伙伴们夜晚捉迷藏的迷宫。

如今镰刀生锈，牛耕退休，石磙冷落，麦场失
去了儿时的热闹。收割机、脱粒机成为割麦打麦
的现代化农具，父老们省工省力，从劳累中逐渐
解脱出来，这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但我总觉得缺
少了许多耕作的欢乐。

极享受在厨房做饭的时刻，每
每等待烹煮的食物，渐渐散发出美
味的间隙，可放目云天，又能俯视街
景。尤其春天，十米开外，独株楝树
绿意婆娑，淡紫的花星点细碎，仿佛
水泥钢筋铸就的瓶中，斜插一枝暗
撩人。傍晚时分，卖菜的，烙烧饼
的，卖卤肉的，烹花甲的，一街两行，
燃起了喧嚣而并不沸腾的火焰，小
城亲密无间的热闹，原是从这最平
凡的景致里流淌出来的。

南边靠我家厨房窗户的摊位仅
止于楝树之下，从左手开数算是头
席，堪比风水宝地。上有楝花氤氲，
下有清香缭绕，经过的人无不停下
脚步，为这楝花的香，也为这烧饼的
香，因此摊主总是格外忙碌。她年
纪还轻，二十五六模样，皮肤雪白粉
嫩，衬得普通穿着也入了时，话很
少，嘴角眼眉间的笑，盈盈地漾了满
脸。早晚望过去，总见她埋首烙烧
饼的火炉间，揉面，团坯，拍饼，翻个
儿，很少抬眼，尽管三岁多的儿子拽
着衣服跟在身边，她羞涩的仍如闺
阁秀女。许多时候，就下了楼专程
去买上两个烧饼尝尝，偶尔芝麻粒
的糖水上粘着朵浅紫楝花，心中欣
喜这额外的馈赠，唇齿间五谷杂粮

的香缤纷起来。
时间久了就替她不平，生意做得

好一个人自然忙不过来，却从未见她
的夫过来招呼，哪怕是华灯璀璨收摊
时分，也不见他来与她拖着沉重的烧
饼炉子一起归家。往往天黑下来，我
总有些担忧，跑到厨房窗前望过去，
她的烧饼盘里总留了两个，即便有晚
归的人出一倍的价钱买，她也只是笑
着说些什么，摇着头。话语从她嘴里
说出来，似楝花飘落，簌簌的，轻到无
痕。春天就要过完了，才意外地见她
黑瘦的夫一拐一拐过来帮忙。有人
说他家境还算过得去，小时打错了针
落下腿瘸的病，好在有木匠的手艺，
前些年到她乡下的家里做家具，两人
得以缔结姻缘。

不晓得是他怎样的光亮，赢得
了她的青睐，只见他们的小日子过
得温馨甜蜜。如今木匠手艺吃香，

夫不许妇劳累贴补家用，她不甘每
天看孩子无聊，几次三番商妥就摆
了个烧饼摊。将要开张时夫接到一
宗大活儿，要到远处去，她让他安心
去做，自个儿操持起烧饼摊。转眼，
楝花落了满地，夏天就要来了，她的
夫也回了家。后来才听说，夫妇就
住在楼下的底层小院里，每年楝树
花开，花香满盈，隔着墙在家里烙烧
饼的妇就想，若在楝树花下烙烧饼，
那饼的味道自会不同。她是个勤劳
的妇，烙的一手好饼，亦不愿辜负一
年又一年的楝树花开。

楝树花开，烧饼香甜，是我们这
方人托了楝树的福泽，从而安享到
妇的真诚奉献。抑或是楝树花开，
才使我们这些凡俗中的人们，熏修
涤荡出纯净清香的心灵，从而懂得
感恩惜福。然而，发生了令人不屑
的事。有六十左右的老汉推了三轮

车来，有些强行霸占的意味，挤在楝
树下，从车上拎下一袋一袋的菜开
始拓展版图。妇也不恼，依旧笑一
笑，轻轻将烧饼摊儿挪了挪，尽量让
出地方来。每次买烧饼，老汉的菜
再新鲜我也忍住不瞧，宁愿到别的
摊位上去，可妇每次的第一炉烧饼
出炉，总要捧了焦黄酥脆的两个饼
送到老汉手里，容不得他谦让。

老汉小心地拿出袋子将饼装了
起来，依旧大着嗓门吆喝：“土豆，土
豆，新挖的土豆十二斤只要十块
了！”两个做邻居的生意都不错，赢
来的口碑却不同，大约是楝花的香
令人放下了斤斤计较的习惯，不与
老人讲价钱买走的菜到了别处一问
才知道买了亏。原本十元能买一袋
十五斤的土豆，到了老汉这里就无
故昂贵起来，妇悄悄讲给我听，老汉
的老伴早逝，儿子又离了婚不务正
业，可怜家里正在上学的娃全靠爷
爷的微薄收入。我的不屑尴尬地停
在眼眸之间，羞愧轰然跳跃脸颊，同
情往下进入到内心深处。

楝花只在春时开，余韵无尽飘
四季。路过楝树下的时候，我总不
由仰头望一望，仿佛望进铺天盖地
的紫色里，那色香浓郁的灵魂中去。

楝花开 烟火浓
♣ 侯利明

百姓记事

正义之师正义之师（（油画油画）） 左国顺左国顺

一直觉得，麦熟季节，在天地间
日夜啼叫的布谷鸟，是有方言的。

“播谷、播谷”，布谷从这块麦田
飞向另一块麦田，从这片林子飞向另
一片林子，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从来
不曾看见过它。

偶翻《夜航船》，张岱说，“此鸟飞
鸣于桑间，若云谷可布种也。又其声
曰：‘家家撒谷。’又云：‘脱却破裤。’
因其声之相似也。”张岱听到的是“家
家撒谷”，还听到“脱却破裤”，这是布
谷的方言。

从前觉得蝈蝈儿鸣叫会有方言，
城南与城北的叫声不同。那么，鸟鸣
呢？它饮这个地方的露水，啄这个地
方的虫子，当然有方言。

布谷，我一直把它当作云梦之
鸟，天幕上的啼鸣，声震四野，有风吹
草动之势。北方的布谷是一只“侉”布
谷，南方的布谷是一只“蛮”布谷。一
只鸟啼鸣，一群人、一城人，听得见。
不同地域的人，听出不同的口音。

古人解读布谷方言，宋代陈造《布
谷吟》题注中有，“人以布谷为催耕，其
声曰脱了破裤。淮农传其言云‘郭嫂

打婆’，浙人解云‘一百八个’。”
明代包汝辑笔记小说《南中纪

闻》则说，“方语随地易声，即鸣禽亦
然。吴中布谷鸟，鸣必四声，俗所云

‘各家播禾’是也，至杭郡又讹为‘札
山看火’……至楚地湖北，播谷鸟止
二声，辨之仅辨播谷二字，与吴中绝
不同矣。”

清代陆以湉《冷庐杂识·禽言》中
有一段文字，“江南春夏之交，有鸟绕
村飞鸣，其音若‘家家看火’，又若‘割
麦插禾’，江以北则曰‘淮上好过’，山
左人名之曰‘短募把锄’，常山道中又
称之为‘沙塘卖裹’，实同一鸟也……”

杭州人把布谷的叫声听作为“札
山看火”，恰逢“此鸟蚕月盛鸣，杭民
育蚕就茧，必炽火蚕山下，故讹指为

‘札山看火’耳”。
所以，作为杭州人的陆以湉解释

说：“吾乡蚕事方兴，闻此鸟声，以为
‘札山看火’。待蚕事毕，则以为‘家
家好过’，盖不待异地，而其音且因时
变异矣。”

布谷声声里，有俗世生活。天地
之音，是一曲老旋律，只是不同地方的

人，用自己的生活和方言填词。一个
地方的人，在自己的屋檐下，树荫深
处，不同的居住环境，听布谷的啼鸣，
感受不同，也就听出了不同的意韵。

布谷啼叫时，必见农人扛锄头，
伫立风中旷野。人在天际线，布谷鸟
鸣是其背景音乐。

朋友写桑田农耕之事，说他老家
的布谷鸟，叫的是“麦黄草枯、麦黄草
枯”，麦子熟了，其茎老黄，麦草脱去
水分，渐渐枯了，农人就头戴草帽，手
执镰刀，下田割麦，人往后退，麦子倒
了一大片，这时候，有一只大鸟的影
子在头顶盘旋，它是孤独的，天空的
隐者，孤独啼鸣，孤单地飞，麦子收
罢，然后不见。

一个人在暗夜，躺在床上听到布
谷啼鸣，会感到日子过得好快，似流
水，窗外风凉如薄荷，岁月静好。

我所在的城，以前是农耕小城，
四周乡野，麦田簇拥城池。没有哪一
个角度，能比一只布谷从小城上空飞
过更为精妙。一座黎明中的微亮之
城，天青色里，布谷从高空俯瞰城池，
绿水、繁树、民宅、人影，全在它的叫声

播散范围之中，它翅膀抖一抖，便滑到
城外去了。

城有谷物的清香，雨水顺着一棵
老槐树在淌，黝黑的树干湿漉漉的，
有一个小孩在低矮木棂窗口探头探
脑，忽闻布谷之声划破长空，一座城
池，在这样急促的啼鸣中了无睡意，
声腔雅韵，有吴语兼淮调之亲切。

有一年，从厦门坐绿皮车往武夷
山，过了沙县，在一小站暂停，站在月
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一股山野气息扑
面而来，烟雨迷蒙中，夹杂一两声短而
急促的布谷啼鸣，若隐若无，不知道有
没有一两句闽人方言？

我少时曾写过一篇《布谷鸟》，那
时19岁，抬头循鸟鸣，不谙人间事，
其言幼稚，其情娇娇，恍若云端远去
的布谷，其中的字句，忽然记起，粲然
一笑。

初夏午后，农人小睡。或许，布
谷的啼鸣，本无玄意，亦无方言，是一
个人，或一群人，听出了他们想要表
达的意思。

一只鸟，为一个地方，一片麦田
代言。

♣ 王太生

人与自然 云梦之鸟的方言

关山之晨（国画） 孙书海

你知道马男波杰克吗？对，就
是那匹在全世界掀起一股“马风”的
动漫角色。那位长着马头的过气男
明星，那个看上去有点丧丧的，却奇
迹般能治愈你的小马哥。即便不看
动漫，你也一定在微博、朋友圈、QQ
表情，某某人头像上，看到过这只西
装革履的红鬃烈马，或者拜读过他
一针见血智慧犀利、一语道破世态
炎凉的马氏语录。

2014 年，《马男波杰克》第 1季
正式上映，几乎立即就成了“黑色幽
默”动画的殿堂级作品。迄今为止，
该动画已推出5季，不但没有马失前
蹄，反而越来越一马当先，豆瓣每季
平均分数罕见的高达 9.4 分。2017
年起，马男以一年一奖的速度，接连

斩获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美国编
剧工会奖、美国第 46届动画安妮奖
等众多奖项。更加速了风靡世界、席
卷网络的“马男”风潮。这意味着，你
用过的表情包和毒鸡汤，正在被全世
界拿来刷屏。

究竟是什么特质，让马男波杰
克跨越了种族与文化，成了叫好又
叫座的经典形象呢？动画只是冰山
一角，这本书才是马男波杰克的完
整世界。作为官方揭秘图书，《马男
波杰克幕后艺术集》看点数不胜
数。无论你是马男迷、美剧迷、动漫
迷，还是动画制作专业人士、时尚艺
术设计爱好者，喜欢有趣事物的大
众还是爱好独特另类的小众，都能
从中有所斩获。

《马男波杰克幕后艺术集》：风靡全球的秘密
♣ 春眼秋手

新书架

迎七一 颂党恩

诗路放歌

时代先锋颂
♣ 姚待献

尽瘁躬身负重行，
植兰莳菊育贤英。
常怀使命仰元典，
总守初心惠众生。
夜寐尤思民俭苦，
夙兴务要世清明。
奋将旗上镰锤举，
圆梦中华铸大成。

七一有感
♣ 李刚太

创业艰难风雨稠，
锤镰高举铸金瓯。
载舟之水犹东向，
九曲黄河入海流。

南湖红船
♣ 姜道宏

南湖漠漠渡红船，
岸柳青青泛紫烟。
击棹劈波移旧径，
举灯破雾照新天。
扬帆百载迎明宇，
擂鼓七旬奏锦弦。
渔火枫林歌未竟，
大旗猎猎再挥鞭。

游南湖感怀
♣ 张金萍

风漾湖光碧水潺，
堤边游客笑声欢。
红船推浪景千色，
双桨飞波情万端。
指航向，挽狂澜，
红旗引领换新天。
时光静好思前辈，
不忘初心永向前。

七一随想
♣ 段安仁

南湖浪涌起风云，
奋举锤镰救庶民。
扳倒三山安社稷，
抗衡两霸定乾坤。
畅通丝路亲朋喜，
应对欺凌谋略深。
筑梦百年圆夙梦，
丹心一片映初心。

清平乐·南湖故事
♣ 宋玉娟

烟波浩渺，风雨知多少。
浪里淘沙春满棹，信念初心不老。
镰锤辟地开天，红船见证硝烟。
热血铸成绮梦，征程万里扬帆。

过龙门·七一颂
♣ 周建勋

冲破旧樊囚，奋起吴钩。
红船一炬亮神州。

领袖指南澄九宇，功炳千秋。
今日又潮头，振桨飞舟。

雄姿十亿竞风流。
依仰锤镰同奋斗，再耀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