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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粽叶飘香 □王翠平

房 后 不
远的水渠边
上，碧绿的芦
苇叶越长越
大，大到可以
包粽子的时

候，端午节就临近了。
芦苇叶是包粽子的必备

材料。风吹来，芦秆左摇右
摆，苇叶沙沙作响。今年的芦
苇叶似乎特别大，特别绿，采
下几片，吸动鼻翼，缕缕清香
沁人心脾。闻着这股股清香，
我不禁想起童年的粽子和已
故的娘亲。

娘亲是包粽子的好手，每
年的端午节前，娘亲就开始
选备上好的苇叶。梦中的乡
村东头儿有个大大的、明镜
般的水塘。水塘边儿上长满
了小拇指般粗壮的芦苇，包
粽子的苇叶就是从那里采来
的。

同样的原料，娘包的粽子
却比别人的好吃，娘说诀窍就
在手法上——扎裹得太紧，煮
不透，吃起来“硬芯儿”；扎裹

得太松，角儿上漏米。娘的手
不紧不松地一捂“漏斗”，给红
枣的膨大、糯米的开花儿都留
足了空间，这样煮出来的粽子
软、甜、糯！而且挨着红枣的
黄米都能染红。

晚饭后，爹往锅里兑水，
并把粽子摆放在锅里。我和
弟弟缠着叫生火，娘说后半夜
才能起火，这样端午节早上起
来刚好吃热的。我问娘什么
时候起来吃呢？娘说“你们先
睡，早上小鸟一喊‘打滴流高
高’和‘吃桑葚子变马猴’的时
候，热粽子就出锅了，你们就
起来吃！”

晚风轻吹，带着憧憬入
梦。一觉醒来，出去小解，看
到娘在烧火，娘一手推拉着风
箱，一手用铁火钩拨弄着灶
膛。红红的火光照着娘的
脸。娘面无表情，看起来有点
疲倦。也许是怕爹掌握不住
火候，每次都是娘起来煮粽
子。

重新睡下，朦胧中粽子出
锅了。我半睡半醒，趿拉上

姐姐的大鞋子，摸到了厨房
里……

娘煮好了粽子，估计睡去
了。摸一摸锅盖，热乎乎的，
似乎有些烫手，那就等吧！我
迷迷糊糊趴在风箱上睡着
了。依稀记得厨房里弥漫着
糯米的香味、红枣的甜味儿，
还有芦苇叶的清香味儿！

不记得是谁把我抱到床
上的。说起此事，至今我还是
哥哥姐姐的笑柄！

天亮的时候，姐姐叫我和
弟弟起来吃粽子，我一骨碌爬
起来，揉着眼睛直奔厨房。

一盆热乎乎的粽子就放
在面板上。

姐刚要伸手去拿，娘一把
按住她的手：“别急，先送几个
给你奶！”接着娘又吩咐我和
我哥：“翠儿，你去给杏花送
俩！广宇，你去给傻牛送俩！”

看我俩完成任务，一前一
后气喘吁吁地回来，娘笑了：

“想吃唐僧肉，先要解带儿脱
衣裳”！娘一边自言自语，一
边拿起一个粽子“松了绑”，然

后递给我……
迫不及待地剥开苇叶，粒

粒金黄的小米和大红枣就露
了出来！浓浓的米香、苇叶淡
淡的清香夹杂着红枣的甜味
儿，一齐钻入鼻孔。一口咬下
去，又软又香！一连吃了三
个，舔净粽叶和嘴角上的米
粒，总算解了馋。

由于娘的辛劳，每年的端
午节我们总能吃上香甜的粽
子。

长大后，我去了南方，品
尝了南方的咸味肉粽、甜味江
米粽、速冻的五香粽、五仁粽，
可总是品不出娘亲手包的黄
米红枣粽的味道。

岁月悠悠，我们兄妹四人
都成了家，娘的青丝也变成了
白发，手也变得不那么灵活，
可每年的端午节，她还要采苇
叶，包粽子等我们去吃。

最近的两年里，娘的身体
大不如从前，得了老年痴呆。
去年的端午节前，哥哥在电话
里告诉我，他给娘采来新鲜的
芦苇叶，让娘玩儿。娘一边摩

挲着苇叶，一边反复地自言自
语：“要包粽子喽，我家二妮儿
爱吃粽子……”说着说着，一
头栽倒不省人事……

当我心急如焚地“飞”到
家时，娘已安详地躺在棺材
里。给娘“净面”的时候，我擦
去泪水，睁大眼睛仔细看，我
分明看到娘的嘴角动了一下，
好像在说“二妮儿，回来吃粽
子了……”

我哭得晕了过去……
醒来后，看到娘的棺材已

经被封住，贴上了白纸封条，
我再次哭晕！事后都说我是
出现了幻觉……

又近端阳节，粽叶又飘
香，我和娘亲却隔在了两个世
界！

回忆像长了翅膀，悠悠地
飞回了童年。不少童年往事
如夏日的红蜻蜓在记忆的荷
尖上稍作停留之后便扇着透
明的翅膀飞走，唯有包粽子、
吃粽子，以及娘亲的音容笑
貌、美好的品质却成了永恒的
记忆。

嫂子，你还好吗？
□汪葆夫

平生第一次深深怀念一
个女人，是我刚上初中的时
候，十来岁的样子，是我心灵
深处从不示人的一隅隐秘。
这个女人，并非我的至亲骨
肉，也非亲朋好友。她在我生
命中，只是一个匆匆过客，我
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好
像两条直线，短暂相交，永不
相见。然而，这相交的一点，
却在生命里留下深深烙印。
在生死两茫茫中，不思量，自
难忘，写下这些文字，算作纪
念。

俗话说，“七岁八岁人见
嫌，鸡狗不待见。”那时的我非
常顽皮，正应了一句老话，要
饭的牵着猴——玩心不退，扒
墙上坡，泼猴一般，人人讨嫌。

那时还是在生产队，不像
现在的孩子有电脑、手机、平
板、电视，沉迷于网游、微信，
有很多好玩的东西。那时小
孩子醉心于玩打梭、摔泥瓦
屋、过香楼、当藏猫等游戏。

有时我们把一头猪当做
敌人，拿着“长枪短炮”跟在猪
的后面穷追猛打，以至于猪们
被打得哼哼唧唧无处可逃只
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谁家
娶了新媳妇，我们又会设置各
种机关，让她进门陡然“倾盆
雨”，或者出屋绊倒“嘴啃

泥”……自然，那时挨打是家
常便饭，但是挨打并没有改变
我一丝一毫。

就是这样一个顽劣的小
恶物，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
从此变乖。

那时候，家里穷，姊妹弟
兄多，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只好在一个朋友家“蹭床
帮”。已经是放了寒假，临近
春节，朋友在四川工作的叔叔
回家过年，带回了刚结婚的四
川妻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城里的“洋姑娘”。她高挑、端
庄、白皙、丰腴、优雅，服装整
洁得体，满口好听的普通话，
更要命的是，她身上散发一种
勾人心魄的清香，完全与农家
妇女迥异。起先，我只是站在
远处观望，就像企羡邻家美
物，可望而不可即。管他什么
洋的土的，我悄悄潜入他们的
新房，在房箔门帘下，系上一
条绳子，期待着这洋妞进屋时
被绊倒出洋相。

但是，“阴谋”还没有得
逞，她竟然向我招手，要我过
去。我怯怯地移到她的面前，
她拎我到水盆前，仔细地把我
的肮脏的手脸洗得干干净
净。把我的小手放在她温润
的手心里，摩挲着：“这才像个
英俊的小伙子，可爱的白面书

生。”从此，她不叫我名字，而
叫我“白面书生”。从此，她走
到哪里，就把我拎到哪里。自
然，我在新房中设下的机关，
早被我悄悄解除了。

乡里有个习俗，刚过门的
新媳妇要拜门，就是一对新人
要到同族长辈那里磕头认
族。她拜门时拎着我，而让我
拎着她的小收音机。按规矩
是要请响器班在前面引领
的。显然，她不喜欢这种形
式，于是就用录音机播放音乐
代替。那时收音机都挺稀罕，
更不要说录音机了。在喜庆
歌曲的旋律中，他们一家接一
家地拜访。当然，他们不会真
的跪地行磕头大礼，只是象征
性地问候长辈一声。他们走
到哪里，都会惊出很多人围观
看热闹。她是那样的出众，而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她牵着
手，抱着录音机，这是怎样的
荣幸，我看到很多小伙伴热羡
的目光。

晚上，我偎依在她的身
边，听她讲很多奇异的故事。
我又一次次点歌，要求她唱，
凡我所知道的歌曲，都一一点
出来了。她会唱的歌很多，声
音非常甜美。现在想来，我的
要求是何等过分，她竟一次都
没有推辞。她还夸我：“白面

书生，看来你是真的喜欢歌
曲，和我一样，咱俩是知音
呢。”直到夜深了，我们才恋恋
不舍地离开去睡。

他们在家，前后不过十来
天时间吧，这十来天，对我来
讲，等同于上帝又给我打开了
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每天黏
在她的身边，第一次品尝兔肉
香肠和腊肉等四川美味，闻从
未闻过的清香的气息，听从没
听过奇异的故事，享从未享过
的甜蜜的关爱。在我十来岁
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一个年
关，像这一年更像过年。过了
年，很快她就要回单位上班
了。送行的时候，我一遍遍地
追问：“嫂子，你什么时候再
来？”她温柔地擦去我禁止不
住的泪水，“放心吧，明年，这
个时候我们还来。”

于是，我就深深地陷在思
念和盼望中，第一次撕心裂肺
地想念一个女人，恨不得新年
马上到来。可是，一年过去，
不见她的身影，两年过去，也
没有她的音信。我常常站在
村口的小路上，痴痴悬望，期
盼奇迹发生，她突然出现在小
路的尽头。后来，据说，她和
朋友的叔叔离婚了。我知道，
她再也不会来到这个贫瘠的
平原小镇了，她在我的生命中

画一个句号，永远地消失了。
然而，每逢过年的时候，我仍
会想起她。

她走后，我就真的迷恋上
故事书，喜欢上歌曲，直至高
中，拥有一摞读书笔记和几本
手抄歌本。我多么渴望她能
看到这一切，我多想让她知
道，我已不再是那个调皮捣蛋
的顽童。后来，邻家几位嫂子
见证说：保福变了，变得懂事
了，现在温温卑卑，就像换了
一个人似的。她们以为我上
初中，老师教育得好。其实她
们不知道，是一个女人改变了
我。她不像村里人用冷漠的
眼光看我，也不像父母用暴力
惩罚我，她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改变了我。

过后我思索，人人都渴望
爱，即便罪大恶极的人也需
要，唯有爱，真正改变人。她
之爱我，不是因为我有多可
爱值得爱，也不是因为亲情
必须爱，更不是为了私利交
换爱，这种爱不受外部环境
左右，单单出自她善良的内
心。这种爱是世界上最伟
大、最高尚、最有效的力量，她
征服了我。

嫂子，你还好吗？你叫什
么名字？你在哪里？我相信
好人有好报，我相信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