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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龙

吃过元宵，一个人坐在
阳台上漫不经心地翻着微
信，静静地等待着月出东海，
千里婵娟。没有了浮躁，省
却了匆忙，真的是“偷得浮生
半日闲”了。

手机屏幕上出现一幅美
图：两只橘红色的小灯笼，悬
挂在刚出嫩芽的枯枝上，鲜
亮夺目。我随手发给了远在
京城的学长、老乡兼师友张
志和教授。

没想到，张教授立即回
复：这个意境，特好！

紧接着，教授的一首诗
跳荡在手机屏幕上：春满神
州 笔 满 情 ，灯 红 万 巷 映 旗
红。天边月共心中月，一样
宽纯一样明。——祝丁酉上
元佳节快乐安好！

仔细品读，既惊且喜。
一个人踱着步子，看了一遍，
念了一遍，顿觉神清气爽，激
动万分！

忽然间，有了些许冲动，
极想回复点什么，但又恐品
位太低，破坏了教授的雅
兴。于犹豫不决间，一首小
诗颤惊着发给教授：春满人
间 墨 满 情 ，染 得 大 地 万 木
荣。又逢佳节得佳句，月出
东海天际明。祝全家元宵节
快乐！

令我根本想不到的是，
张教授马上回复：好诗，可助
兴畅饮！

一如小学生突然受到老
师表扬、并当着全班同学的
面得了一朵小红花一样，一
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在体内
涌动，幸福极了。

我于是立即回复：哈哈，
想跟老师学，又自知相差千
万里，却又不甘平庸。于庸
碌无为中又过一年，得此佳
句，情绪大好。感恩！

浸润在这大好的氛围
里，移目远方，窗外，早已是
月华如水，银辉漫天……

忽然想起了六一居士欧
阳修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
昏后”，思绪，悄然回到了一
千多年前，大宋朝，首都，汴
京，上元，那个怎样令词人销
魂的月圆之夜……

手机铃声响起，屏幕上
闪出了张教授的第二首诗：
寂然独坐赏月明，千里婵娟
一样清。佳句随手挥洒处，
已觉满面迎春风。呵呵，又
得此首。

月上中天。赏月人的喧
嚣渐渐远去。冥思苦想后，

我的第二首小诗发给教授：
把酒品诗夜分明，锦轮出水
冉冉升。琴遇钟期耽佳韵，
清音十里醉春风。难坏我
也。

张教授回复：呵呵，好诗
句。

又得了一朵小红花。心
中的那个爽啊，难以言喻。
跟着张教授这样学者型的书
法大家学习、交流，于我，需
要怎样的勇气啊……

手机铃声又一次把我唤
醒，教授的第三首诗映入眼
帘：闹罢元宵看月明，酒味难
比情意浓。烟花爆竹声声
里，明朝推窗迎春风。接着
干！

望着那个重重的惊叹
号，我的心，刹那间沉重起
来。以你张教授的学识、才
情、诗文、书法……叫我怎样
接、从何处接？能接着吗？

勇气，化为动力；虔诚，
催生灵感。绞尽脑汁……搜
索枯肠，我把第三首小诗发
给教授：元宵对酒赏月明，洗
却浮云露华浓。骚人诗成声
声里，夜半起舞闹春风。饶
了我吧！

信息发出，我马上就后
悔了。这样的月夜，这样的
情致，这样的氛围，千载难
逢！我怎么能这样不负责
任、言不由衷？平心而论，我
是多么渴望再得到教授的片
语只言啊！

情急之下，我委婉发出
了这几个字：张教授可否再
来一首作结？

教授回复：你来干！
见有机可乘，我如实相

求：技术含量太高，我，干不
了啊！如愿以偿！我终于收
获了这首作结的诗：上元佳
节 年 年 有 ，此 番 过 得 不 一
般。遥知兄弟情谊重，对月
吟诗聊尽欢。结了。

浓浓的喜悦支配着我，
我立即回复：真的很难忘，的
确不一般！

张教授回复：呵呵，看作
佳话，堪！

此时此刻，我的心境，已
如这月夜一般：空灵通透、静
谧、圆满，雅意充盈，韵致极
高。皎月朗朗，我借着月光
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个上
元有深意、有内涵，既上，且
元……

明月西斜。夜，已经很
深了。案几上，清茶半盏，袅
袅的余香，在室内弥漫。阳
台上，一株杜鹃花，开得正
艳。是啊，春天，真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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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归乡——浓浓的家乡味道”征文 年货订购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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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月吟诗聊尽欢
——与知名学者、著名书法家张志和

教授异地赏月

□黑子

张娇，一个土生土长的三门
峡姑娘，自小生活在陕州地坑
院。耳濡目染，乡间的一花一
草、一人一物都影响着她的成
长，让她拥有了一双善于观察的
眼睛、一颗善于发现的心。2013
年，她毅然辞去工作，在郑州的
一个写字楼里开起了一家叫大
树空间的独立书店。

4年走来，张娇不仅仅是在
开一家书店，更是在倡导一场叫

“大树归乡”的保护运动。
对于家乡，她有着深厚的

爱。“河南有那么多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有那么多好的食材，我
要把它拿出去，让世界看一看咱
们河南的风采！”这是她时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

著名作家冯杰的家乡在豫
北，这里的小村庄里有一对30多
岁的年轻夫妇，他们从大城市回
到家乡，继承传了几代的老手艺
——手工空心挂面。张娇“大树
归乡”的第一款非遗产品就是手
工空心挂面。她的想法很简单：
如果空心挂面有了更好的销路，

那么更多的年轻人就能回到乡
村，从事这项传统手艺。家庭就
会有人照顾，空心村、留守儿童
就会减少。

创立一个品牌、打造一款产
品，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天
清晨，张娇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
了一条信息，告诉大家大树在做
这样一件事情，希望有更多的朋
友能够支持与帮助。一时间近
百条回复纷至沓来，有作家、设
计师、媒体人，大家都觉得“大树
归乡”在做的不仅仅是一款产
品，更多的是情感，是传承。

两年走来，仅仅在空心挂面
上就发生了许多故事。那对做
空心挂面的年轻夫妇，是这个村
庄里诸多手艺人中仅有的年轻
人。空心挂面制作，需要凌晨3
点起床，经三次醒面，多个精细
步骤才能完成，一天16个小时的
劳作年轻人很难坚持，微薄的收
入也根本无法和外出打工相提
并论。

2017年临近春节，大树推出
了一款以清化竹器为容器的新
年礼物——“大树归乡竹篮”，其
中容纳了滑县空心挂面、榆林小

米、长垣绿豆粉皮、博爱怀姜糖
膏、渑池牛心柿饼、原阳大米这
几种河南原产地保护食材及非
物质文化遗产。每一款产品都
凝结了民间的手艺、设计师的创
意、作家的文字与大树团队的心
意。提在手里，总觉得它不是一
个竹篮，而是一篮子满满的祝福
与乡情。2018年春节，大树归乡
的竹篮都是由博爱当地一位90
岁高龄的老爷爷编织而成。老
爷爷用一年时间编了500个竹
篮，收到竹篮礼物的人，也收到
了老爷爷的真挚祝福。

戊戌狗年春节，张娇的归乡
之路还在继续。她回到豫西老
家，走访乡邻，探寻传统手工艺。

未来保护传统手艺的“归乡
之路”还很长，仅仅靠大树的力
量是远远不够的。几年来，张娇
带领大树团队行走了河南几十
个乡村，将很多健康的食材带到
城市，也带领许多城市的家庭走
进乡村。一条“归乡路”连接的
是城市与乡村，连接的是手艺和
情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能
加入“归乡”计划，让更多的乡村
更加美丽……

□单占生

对竹篮子的印象潜伏在我
的儿时记忆里。有时又觉得，那
印象只是蛰伏在我春草青青的
岁月，等待着某阵风或某片云影
去把它惊动。

今年春节前走进人们视野
的一款竹篮子礼，果然惊动了蛰
伏在我记忆深处的竹篮子。竹
篮子从那堆记忆里走出来，步子
轻盈而优雅，款款走进我记忆的
亮处，走到我的笔下。它顶戴着
一块竹节土布蓝手巾，玉系金
黄，篾衣青翠，俊美且端庄。

我们豫东，竹篮子在诸多篮
子里是被人们最珍视的篮子。
被人珍视的原因，其实我也说不
清楚，估计也没有几个人认真想
过，没必要。但今天提起这码事
儿，我大体想了一下，觉得这竹
篮子被人珍视自有它的必然。
比方说，豫东这地方不产竹子，
这竹篮子自然是外来客，客人总
是尊贵的，站在物以稀为贵这个
理上，又是客来品，自然就金贵
了，这是其一。

其二，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原
因，是竹篮子的用途与食与礼有
关。在我们那儿，有几种篮子的
用途大体是固有的。柳条编的
条篮子，差不多只是用来盛草；
也是柳条编的箩头，除偶尔用于
盛草，其基本用途就是用来装
粪；白柳条编的笆斗，定是用来
盛面或者装馍，偶尔装装粮食；
而竹编的竹篮子，除平时家用时
装馍装菜装瓜果外，还有一项重
大用途就是走亲戚时装礼品，是
礼篮子。与这因礼而贵的竹篮
子配套的饰物，也姓竹，就是竹

节土布蓝手巾。在我们豫东人
的乡村审美里，这是绝配。

这种绝配的审美观是邻家
五嫂留给我的。那是上世纪五
十年代中期，那年，五哥给我娶
了个花嫂子。五哥五嫂结婚后
的第三天，按乡村习俗，五嫂那
天回门，也就是婚后第一次回娘
家；也就是五嫂的娘家第一次待
女婿，乡里叫待客。客，在这里
是最尊贵的人；客，在这里也是
最尊贵的称谓。

这天是那年的大年初二。
五哥一大早就把自家的小黑驴
牵到大门外拴在门旁的黑槐树
下。不一会儿，五嫂与她婆婆也
就是我二婶有说有笑地走出
来。二婶搬只小凳子，五嫂挎个
竹篮子，一条竹节土布蓝手巾蒙
在竹篮子上。二婶把小凳子放
在驴肚子下，五嫂一踮脚就站在
了凳子上，五哥一拉五嫂的手，
五嫂就骑到了驴背上。

几十年后，当我站在记忆的
码头，回望时光深巷中朦胧在童
年时光那一刻的我时，我不能不
承认，那一刻，童年的我，肯定
是被五哥五嫂和小黑驴和着太
阳的光照创造的美震惊了。我
知道那时的我不懂美，更不会对
美有什么认识。但从某种意义
上讲，美从来都不是让人去懂
的。她给人震撼，使人感染，让
人体味，深入你的生命，开启你
的情智，涤荡你的灵魂。美不
乞求人来懂，只等你来感受。

五哥五嫂那天回村时
已是下午后晌。街心的
场地上，有一堆晒暖的
老人，瞅着墙头的麻
雀子说闲话。五

哥把小黑驴拴在驴槽上，撒了把
料豆，摸了一把驴脑门，就和五
嫂挎着饱满鼓胀的竹篮子上街
了。街头场里晒暖的老人每人
分得一个馒头夹肉。馒头里夹
的肉块子很肥很厚，是五嫂娘家
的回礼。街上的老人捧着白生
生的馒头夹肉，都说这礼厚，说
五嫂娘家人厚道，回了厚礼，这
是给自家闺女脸上添光哩。而
五嫂，在此后几年里连生了五个
小子。挨过了生活困难时期，五
嫂又生了两个闺女，是我们村里
人人夸的好命人，五男二女。五
嫂用过的那个竹篮子，每年都被
村里人借来借去的，说那篮子承
得住厚礼，旺人！直到那竹篮子
连同那篮子里的礼，破损散落在
此后风来风去的时光里。

几十年后，当我把记忆深处
的竹篮子，从我记忆的篮子堆里
唤醒，欲问问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时，那堆蛰伏的篮子一个个都醒
了过来，特别是箩头和柳条篮子
最活跃。最后，箩头与柳条篮子
的共同认识是，人勤地不懒，跟
竹篮子是不是礼篮子多少有点
关系，但关系不大。不管这堆篮
子怎么褒贬竹篮子，五嫂和五嫂
怀里的那只竹篮子于我，始终是
美，是厚礼，是善良，是勤勉，是
一团乡愁和一缕温馨的回忆。

竹篮子

归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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