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13日 星期一 责编 任华飞 美编 张峰

河南 副刊AⅠ·16

绵枣儿，绵枣儿……
□村长

“绵枣儿，绵枣儿，卖绵
枣儿——”最近几年，这种熟
悉的吆喝声越来越少听到
了。

绵枣儿是什么？对于上
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
轻人来说，恐怕是一个闻所
未闻的东西。但是，在过去
的时代，它可是一个很普遍、
很独特、深受男女老少喜爱
的季节性美食啊！记得那时
每年清明节的前后，西部山
区一拨拨卖绵枣的山民就进
入城里，或担挑，或拉架子
车，或骑自行车，挂着两只铁
桶，里面装着甜甜黏黏、挂着
蜜汁的绵枣，走街串巷，边走
边吆喝，后面跟着几个眼巴
巴看着的孩子。几分钱一
勺，两毛钱就可以买一小碗，
再插上一根小竹签，就是孩
子们春天的最好的牙祭了。
绵枣儿的味道十分独特，软
软的、黏黏的，香甜中带点苦
涩，非常可口。春天吃绵枣
儿，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小城
独特的乡俗。

尽管吃过绵枣，但大部
分人没见过绵枣的植株，有
人以为是某种枣子，还有人
以为绵枣是在树上结的。那
么，绵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呢？

绵枣，学名还真的就叫
绵 枣 儿 （Scilla scilloi-
des（Lindl.）Druce），有的
地方叫地枣、黏枣，它是百合
科、绵枣儿属的植物，是一种
矮小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它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
布，生长于山坡、草地、路旁
或林缘。我们食用的是它的
卵形鳞茎，鳞茎皮黑褐色，像
个小小的独蒜头。它的叶片
狭带状，有点像韭菜，比韭菜
叶宽短，长得很光滑。绵枣
开花时候比较容易辨别，猛
一看和麦冬的花类似，花葶
串出很长，一串紫红色至粉
白色的小花，长长的花药伸
出花瓣。

百合科植物大都是药食
两用的植物，绵枣儿也不例
外，多种药典都有记载。它
具有活血止痛，解毒消肿，强
心利尿之功效。主治跌打损
伤，筋骨疼痛，疮痈肿痛，乳
痈，心脏病水肿。在我们当

地民间，老百姓经常说起的
有三大药效：1.治咽炎，常吃
可以治疗慢性咽炎；2.治疗

“卡住”，被鱼刺、麦芒之类卡
住，吃点绵枣就好了；3.可以
消炎，把生绵枣捣碎敷到创
伤面上，消炎止痛。绵枣很
耐储存，现在农村还有老年
人把煮熟的绵枣用线绳串起
来，吊在屋檐下风干，备作药
材使用，吃起来有柿饼子的
感觉。

驻马店西部山区绵枣很
多，确山、泌阳、驿城区、遂
平、西平等地的山岭岗地经
常可以见到一片片的野生绵
枣。由于主要产自西部山
区，对于绵枣的认知也是冰
火两重天，西部县区的人，几
乎都认识绵枣，吃过绵枣。
而上蔡、平舆、新蔡等东部县
的，吃过绵枣、认识绵枣的
人就比较少。绵枣儿并不
是挖出来就能吃，必须长时
间煮制才能美味。煮绵枣
可是个技术活，把绵枣洗
净，放入一口大铁锅里，铁
锅底铺上一层茅草根，再加
上一些丹参，加水，小火煮
上至少一天一夜，硬实的生
绵枣就变成软烂的美食了，
汤汁浓稠，颜色红亮，味道
香甜。其实绵枣属的植物
国外很多，国内其他地方也
都有绵枣分布，但像我们这
样费尽心思把任何花草都转
化为“进口”食品的，还真不
多见。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全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挖、洗、煮
绵枣儿又劳神费力，这几年，
山区挖绵枣儿卖绵枣儿的越
来越少了，绵枣儿已经成为
1980年前出生人的一种念
想和记忆。尽管许多人为失
去这一美味而惋惜，笔者却
稍稍感到一丝庆幸——挖绵
枣破坏生态，挖的少了，对大
自然的破坏也少了，我们可
以给子孙后代多留点东西
了。其实，绵枣儿很容易种
植，采集点种子，像蔬菜一样
人工种植没什么难度，如此，
既解决了人们的口福问题，
又保护了自然生态，岂不是
两全其美？说不定这个产业
做好，还能发财呢。

但愿有人一试！

大哥
□程新青

一

大哥叫程新年，因春节期
间出生，娘没有文化，为了纪
念，便给大哥起了个叫新年的
名字，到了上学的年龄，大哥
不想上学，为了往学校撵，吃
尽了没文化苦的娘掂着棍子
撵了半截庄子，在二门小学读
了一年多书，大哥还是退学
了，直到今天大哥写自己名字
比吃药还难，大哥说他不是上
学的料。

小时候我们姊妹几个都
在学校读书，大哥是我们家的
劳动力。印象最深最难忘的
是大哥十九岁那年麦收季节，
当时还是生产队，大哥在地里
用手掐麦铺，麦铺下面一个

“土布蛇”咬着了大哥，毒蛇的
厉害乡亲们都知道，胳膊腿肿
得像气蛤蟆，幸亏生产队长和
叔伯们及时将大哥送到二门
大队卫生所程远广爷那里救
治，在卫生所地上睡了两天，
才保住了大哥一条命，“赤脚
医生”远广爷也成了大哥的救
命恩人。

我家出身富农，在唯成分
论的年代，“高成分”孩子找对
象娶媳妇都很难，眼看大哥过
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东张庄老
舅爷、菜园老娘舅都到处张罗
给大哥找媳妇，人家一打听不
是嫌家里穷就是嫌成分高，一
个个都吹了。爹娘怕大哥当
光棍汉，给大哥商量要拿大妹
给大哥换亲，大哥亲眼所见附
近庄上转亲换亲生气的多、悲
剧多，死活不同意，宁肯打光
棍也不拿妹妹换亲。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给

“地主、富农”摘了帽以后，还
是老爱婶子操心给大哥找了
个她本家的姑娘，也就是我今
天憨厚朴实的嫂子，养育了三
个孩子。

二

大哥上学不中，可干庄稼
活却是“好把式”，样样精通，
不怕吃苦，大哥成了我家干农
活的顶梁柱。在缺吃少穿的
六七十年代，为了帮助爹娘渡
过难关，养家糊口，大哥上街
卖过灯笼纸，跟着大舅学过木
匠，跟着柏树庄姑家老表学会
了编蒲席和草鞋，大哥做过砖
坯烧过窑，前几年收购过麦秸
稻草往西平、漯河造纸厂卖，
承包别人撂荒的土地种过南
瓜、卖过红薯……改革开放初
期，我们村利用油田的电力，
打面机多，方圆几十里群众都
到我们孔庄村打面，磨头消耗
得快，大哥看准商机，在村上
用砂轮洗过磨头，洗磨头生意
辐射到附近桐柏县大河、安棚
和唐河县王集、泌阳县城等。
《河南日报》《河南农民报》《农

村百事通》都发表过大哥在家
门口洗磨头服务乡邻发家致
富的事迹。

前几年，泌阳农村种烟叶
挣钱，为了养家糊口，还清以
前在信用社的贷款，大哥又种
了二十多亩烟叶，从租地、烟
叶育苗、烟田管理、炕烟、分拣
到卖烟叶，大哥没少作难，烟
农的酸甜苦辣他都尝过。

大哥没文化，考虑问题简
单，看别人整啥他也想整啥，
为此也吃过亏受过罪。三十
多年前，河南油田在我们家乡
搞石油会战大开发，我家门口
油井多，散落的原油也多，在
那石油短缺价格昂贵的年代，
炼制小锅子油赚钱，油区不
少农民“靠油吃油”，大哥跟
风也往小炼油点送了一次收
购的原油，为此还进了几天
拘留所，吃了几天高价饭，吃
一堑长一智，大哥从此再不
敢干违法的事了。作为一名
法律人，每当大哥打电话说
起家里事，我总是告诫他要
用勤劳的双手致富，宁肯少
挣点、少花点、少吃点，也不能
干违法乱纪的事，吃亏人常
在，平安是福！

大哥干活实在卖力，不会
拖滑，生产队挣工分年代，大
哥常常天不亮就起床喂牛铡
草，捡猪屎拾牛粪。娘在世时
曾说过多次，恁大哥有一次夜
里发癔症，天不明月黑头就起
床跑到生产队开群众会的大
树下集合上工，结果一个人也
没有，回来后吓了一身冷汗，
娘找人给他叫了两天魂儿。

三

大哥没文化，只知道干
活，爹娘在世时，常嘱托我们，
别忘了恁大哥，多帮帮他，恁
大哥为恁上学没少吃苦受
罪。娘的话我时常挂在心里，
大哥家有困难只要不是犯法
的事，能帮尽量帮，逢年过节
我们都经常带着孩子回去看
望大哥，当年在信用社贷款时
我给他提供担保。扶贫先扶
智，尽管家里穷，我鼓励支持
他家三个孩子上学，个个成家
立业。长兄如父，老嫂比母，
大哥为了我们兄妹上学在家
吃的苦、受的气、遭的罪，姊妹
们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大哥憨厚实在，性格直
爽，说话嗓门高，声音大，爱喝
酒，他说喝酒解乏，喝酒提神，
他喝酒不是论盅而是论杯或
论碗，买酒不是论件而是用塑
料壶往家背，经常用塑料壶买
散酒喝，有点像张艺谋电影
《红高粱》里的西北汉子，他说
咱农村人喝不起好酒，散酒便
宜细水长流。他的几个酒友
方叔、贵哥都已经走了，嫂子、
兄弟们、侄子们常劝他戒酒或

少喝点，身体是大事，大哥的
口头禅是“人的命天注定，阎
王爷叫你活多大是一定的”，
乐观豁达的性格令人哭笑不
得。

大哥今年61岁啦，要是
国家干部职工就该退休了，可
他始终闲不住，一年四季从早
到晚总有干不完的农活，做不
完的家务。干农活开拖拉机，
比年轻人还有劲，他的理由很
简单，干活快乐充实，挣几个
钱自己花着方便，还能给孩子
们减轻点负担，再说农活干惯
了，在家歇着着急。

四

大哥孝顺，我大伯程相同
是个光棍汉，为了大伯晚年生
活有个依靠，弟兄们商量大哥
过继给大伯。晚年大伯患癌
症疼痛难忍，长期卧床，大哥
端吃端喝，擦屎倒尿，多次到
郑州给大伯检查治疗，直到最
后给光棍汉大伯披麻戴孝，养
老送终，赢得了乡邻们的称
赞。

大哥为人宽厚，庄上邻居
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主动跑
前跑后，帮忙添礼，亲戚家有
红白喜事，路再远活再忙，大
哥都亲自去参加，他把亲情
看得很重，他常说帮别人等
于帮自己，千里送鹅毛礼轻
人意重，在亲戚邻居中有很
高的威信，大哥人穷志不短，
他的为人处事是我们学习的
榜样。

大哥吃了很多苦，受了很
多磨难，却从来没有埋怨过生
活，他遇到过收购的价值几万
元的麦草垛被点燃、种的南瓜
丰收卖不出去、几十亩烟叶被
龙卷风冰雹砸坏、在外面干活
要不回来工钱、翻车差点被挤
死等许多委屈和不公，却从来
没有怨恨过任何人，都挺过来
了，大哥的善良、宽容、忍耐、
坚强是中国底层农民性格的
缩影，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遇到这样的大哥是我们
兄妹一生的缘分，大哥出生于
1958年农村大集体大炼钢铁
年代，前半生吃过苦受过罪，
经历过刀耕火种的农耕文明，
经历过国家三年自然灾害贫
穷时期，经历了分田到户的联
产承包责任制，赶上了改革开
放的好政策……见证了共和
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如
今过上了好日子，大哥仍像一
支绷得紧的发条，不停地劳
作，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田园农村生活。大哥是中
国底层没有文化农民的代表，
是共和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
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农
民那种勤劳朴实、生命不息劳
作不止的顽强性格和坚忍不
拔的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