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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的粮食变迁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文

亲历

□八月天

一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30岁，我13岁。
就在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生产队按每人二分

给社员们分了“自留地”。我家五口人，分到了一亩地。
至今我还记得，地里的玉米已经长到了一人高，叶

子的颜色有些发黄——现在想来，那是“营养不良”的结
果。地里的玉米还归生产队，收完之后，接下来的耕种
就由各家各户做主了。

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春风”——“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开来。

刚升上初二的我，不会细想“分地”的意义，但我
确实也想了很多，父亲上班，自己和二弟、妹妹都在上
学，三弟才三岁，母亲一个人怎么种地，会不会让我退
学啊……

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最初的耕种确实存在不
小的困难，人力、技术、农具等都是问题。自留地第一次
种麦子，除了生产队，农户还没有牲口，犁地都没办法，
只能用铁锨掘。母亲一个人要把一亩地掘完，那可是个
很大的工程。幸好做教师的父亲刚好调到家门口的联
中，便“谋私”了一次，趁一个周六下午不上课，把他一个
班的四五十名学生召集到自留地劳动。初二的学生，也
就十三四岁，掘地这活也从来没干过，质量就不用说
了。但总算把程序走完了，家里的土肥、专门买的 100
斤化肥，都埋在了地里。

“扶耧”耩麦子是一项技术活，生产队有为数不多的
“扶耧”把式。我父亲、三叔体力都很好，但不会“扶耧”，
担心把托人换的小麦种子耩稀了或者稠了，影响产量，
便请人帮忙——耩完地，好菜好酒招待一顿。

大家对自留地的耕种都很上心。最好的农家肥都
做了底肥，大部分农户每亩地底肥还加了100斤碳酸氢
铵。长期贫瘠的土地，“吃”到了足够的养料。

这一年，各家各户的小麦长势都比生产队的好，产
量创下了历史记录：亩产平均四五百斤，我们家的 500
余斤。仅自留地的小麦，已经超出了往年生产队分的数
量。

接下来的两三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
我们那里结束了多年缺粮的历史。

二

回忆起缺粮年代，心绪难平。
那时，家里的早晚饭几乎常年不变：红薯糊涂（我们

家乡把玉米糁粥称作糊涂），偶然会把糊涂里的红薯变
成胡萝卜。午饭比较杂乱，或是熬菜（白水煮冬瓜、白菜
等）配窝头、红薯，或是浓稠的咸糊涂（糊涂里加盐和干
萝卜缨、干芥菜缨、干油菜缨、红薯叶、野菜等菜），或是
红薯干面饸饹，偶然也吃一顿汤面叶或汤面条。很多时
候，早晚的红薯糊涂，红薯很多，糊涂却很稀。因为每年
分的玉米有限。

上小学三年级时，我曾跟外村一个兄弟姐妹七个的
同学去他家里玩，晚饭是红薯干面窝头加红薯干糊涂，
菜是腌白菜疙瘩和白萝卜条。同学的哥哥已经十七八
岁，他狠狠地咬了一口红薯干窝头，再啃一口白菜疙瘩，
边夸张地咀嚼着边说，啥时候能饱吃一顿好卷，死也值
了。“好卷”，即白面馍，就是长方形的馒头。

至今，每每与那位同学见面，说起那时候的生活，他
还会禁不住伤感。

我对吃也有自己的“理想”：常年“一块面”（豫北对
全年一日三餐以白面为主的说法），天天能饱吃“好
卷”。当然，关于吃那时候我还有更多的愿望，比如炸面
坨，比如肉，比如苹果等水果，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

“饱吃”呢？
同学哥哥“饱吃‘好卷’”的愿望，三年后便得以实

现，而且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好卷”天天都能饱吃了。
1980年麦收后，同学母亲把一筐暄和的“好卷”端

到孩子们面前的时候，同学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疯抢一
般，每人两手都抓了不止一个“好卷”。母亲高兴地说，
别抢别抢，多着呢，以后咱一天三顿都吃“好卷”。

孩子们这才把多拿的馒头放回筐里。同学最小的
弟弟八岁，他早已把嘴塞满，咀嚼都困难了，好不容易咽
下去，又被噎得把脖子伸了好几次。吃完两个馒头，小
弟一手拿着一个“好卷”，一手拍打着，嘴里喊着：我叫你
跑！我叫你跑……

同学母亲高兴的情绪被小儿子的举动弄得有些心
酸，她哽咽着对小儿子说：乖乖，“好卷”再也不会跑了，
它天天都在咱家馍篮子里。

三

如今，红薯已经成为公认的健康食品，颇受人们喜
爱。

但红薯也有明显的缺点：因为含糖量较高，加之含
有氧化酶和粗纤维，摄入后会在体内产生大量二氧化碳
气体，容易导致胃泛酸，引起腹胀、烧心等不适。最关键
的是，红薯不宜多吃。

曾经，红薯主宰农村饭碗数十年，很多人提起红薯
胃就泛酸。中原曾有民谣如是：红薯饭，红薯馍，离了红
薯不能活。农村老百姓老少皆以红薯为主食，天天吃、
顿顿吃、变着法子吃，一日三餐全是红薯食品，生红薯、
熟红薯、红薯干、红薯干面制品。吃了红薯及红薯制品

的大人、孩子，都有放不完的屁，经常有人在公共场所发
生“意外放屁”，引得人们哄堂大笑。

红薯也是孩子们的“美食”。半大孩经常在烧锅的
时候，把生红薯填进灶中，等做好饭了，红薯也烧熟了。
有心的孩子每年还会挑一些小的红薯块，煮熟后切成薄
片晒干，用塑料袋装起来保存，作为冬季的零食。

红薯干的吃法，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接吃，把红薯干
丢到糊涂里或水煮；二是红薯干窝窝头；三是做饸饹。

水煮红薯干或是丢锅，还隐约有点红薯的味道，但
口感、甜度都大打折扣，尤其容易引起胃泛酸。如果连
续吃上三顿水煮红薯干，胃肯定受不了。

红薯干面是白的，做出来的窝头，却是黑漆漆的，油
光发亮。大概是纯红薯干面无法发酵，家家户户的红薯
干面窝头都是“死面”的，很瓷实，豫北乡村把它叫做“塑
料馍”。刚出锅时候，吃起来稍发黏，又有点筋道，甜腻
腻的，不算特别难吃。“塑料馍”一旦凉下来，就变得坚硬
无比，再加热也恢复不到原样，口感更差。

做饸饹，应该是红薯干面窝头的“延伸”，乡亲们称
为压饸饹，工具是饸饹床。把刚出锅的红薯干面窝头，
塞进“饸饹床”的圆槽，然后把压杆上的木塞对准圆槽，
用力下压，黑饸饹便从钢板的细眼中挤出来。饸饹冒着
热气，整个厨屋弥漫着甜腻的味道。

因为红薯干没有红薯好吃，所以人们尽可能地把新
鲜的红薯下到地窨里，一般能保存到麦收前后。而制成
红薯干，只要不受潮生虫，则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红薯之外，胡萝卜也是那时候农家吃得很多的食物
——它很少做菜，经常被煮熟、丢锅充当主食。我对胡
萝卜的讨厌程度，可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有一次，母
亲把胡萝卜切成圆轱辘丢到糊涂里，我端起碗一闻到胡
萝卜的甜腻腻的味道，眼泪就下来了。我不光吃不下去
胡萝卜，连它的味道都受不了。

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之后，我们家分
到了6亩多耕地。为了解决牲口、农具、劳力等问题，各
户又自愿组成小组，协作耕种。我家与我三叔家、另外
一个外姓户组成了一个小组，每家买了一头驴、一辆平
车和桑杈、木锨、落筢等打场工具，共同置办了一套犁、
耙、耧等农具。农忙时候，学校放假，父亲和我、二弟、妹
妹也都能参加生产劳动。

我最初担心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当然我
也没有退学，1981年顺利考上了高中。第一学期，上学
会捎白面、玉米面两掺馍，时不时还需要在城市的伯父、
姑姑和四叔接济一些粮票。

1982年麦收之后，我们家的粮食再也没有短缺过，
我上学捎的也全部是白馍了，真正实现了全年“一块面”
的梦想。吃的东西也开始丰富起来，烧饼、油条、壮馍及
各种肉类、水果等，成为普通农家可以吃得起、买得到的
食物。

改革开放除了给农村带来了粮食丰收，也为整个社
会注入了活力，衣食住行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1
年，按照国家政策，父亲得到了两个子女“农转非”的指
标。“农转非”，即农村户口转为“非农户口”，就是“定量
户”。这时候，随着粮食市场的放开，“粮本”基本失去了
实质作用，“定量户”在粮油供应方面的优越性也不存在
了。

我妹和三弟办了“农转非”，责任田被收回，但他们
拥有了招工、参军复员安排工作等机会。后来他们都留
在了县城工作、生活，彻底离开了土地。

不久，我与妻子、儿子也按政策办理了“农转非”。
因为渴望跳出“农门”，我们很高兴地把责任田交回了村
里。转户口的时候，我们虽然也发了粮本，但一次也没
用过。1993年，国家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粮食政策放
开，所有的粮油食品，可以说应有尽有，随时随地都能买
得到，粮本成为历史。

如今，我二弟一家还在村里，耕种了6亩多责任田，除
了种粮收入外，每亩地国家还给予一定的补贴款。这还不
算，国家还投入资金，不让农民拿一分钱，改造农田灌溉管
道和电路，提供了充足、便捷的电力、水利保障——中国现
代农民，真正开始享受国家的福利了。

耕种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改变，进入上世纪九十
年代不久，传统的犁、耙、耧等农具开始更新换代。牲
口也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机，开始是手扶拖
拉机，后来变成四轮拖拉机，犁地、耙地、播种、打场，样
样都比牲口又快又好。尤其是大型联合收割机的普遍
推广，曾经像打仗一样紧张、繁重的麦收，变得轻松快
捷，麦收时间由一二十天变成了一两天。秋收农具也
有了大的进步，玉米收获机、秸秆还田机等大型机械的
应用，也把长达月余的秋收秋种缩短为十天左右。人
们的劳动强度得以缓解，繁重的农活变得轻松，更多的
劳力从耕作中被解放出来，开始外出打工，农民有了更
多的收入途径。

二弟一家每年光小麦就能收五六千斤。但他家里
并不存粮，比如小麦，大型联合收割机收完之后，直接被
粮食收购者收走，在地头就把粮食变成了现金。

前一段时间回故乡，在县城的早餐摊上，尝到了一
种油条的新吃法：刚出锅的油条，卷上新鲜的豆油皮。
油条的绵香暄和，加上豆油皮的筋道、豆香，妙不可言的
独特风味就出来了。我不禁感叹，现代人在吃上真是有
创意！

如今的乡村，无论是集镇还是村里，遍布了大大小
小的超市，粮油、米面、蔬菜、肉蛋、水果等生活用品一应
俱全，农民们早已改变了原来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习
惯，也像城市人一样去市场上购买了。3

□吴重生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是
我最喜爱的一副对联。及至到了北
京，这种喜爱尤甚。诗人无意间创造
的这种意境，与千年之后的我在情感
上产生了共鸣。于是，便幻想有朝一
日，自己能拥有一座可以“观沧海”的
高楼，打开房门，就可以看到海上日
出的盛景。

因为从小喜欢涂鸦，几十年来，凡
遇买房装修，无一例外地要预留一间画
室，而且要仿古贤为其命名。长安居大
不易，拥有居室、客厅、餐厅已属不易，
何谈画室？于是干脆在餐厅一侧钉上
铁皮毛毡，谓之“画墙”。于是从金华到
杭州，从杭州到北京，我便拥有了若干

“阁”与“楼”：藏青阁、山水居、望燕园
楼、储云楼等等。这些听起来恢宏的

“楼阁”，多半是要加引号的，无非是附
庸风雅而已。

“藏青阁”，其实是我在金华工作时
的一处书房。每逢周末，藏青阁里常常
高朋满座，有京城来的大画家，有家乡
来的文友。更多的时候，是与画友切磋
技艺。说是切磋，多半时间，是我看他
们作品，偶尔补上几笔，就大言不惭地
署上“合作”。那些落款为“作于金华藏
青阁”的作品，是我青涩岁月的见证。

调杭州工作之前，我已在杭州买了
房子，并且在第一时间装修了一间画
室，取名曰“山水居”。记得女儿读二年

级时，我曾陪她去小区内的溪流中捉蝌
蚪，把捉起来的蝌蚪养在玻璃瓶里。玩
够了，又去放生。不过放生之前，有一
个固定的“节目”，那就是取宣纸一张，
把小蝌蚪画下来，取名为“小蝌蚪找妈
妈”。这个画室位于一层，与居室完全
隔离，于是便兼作了茶室和会客厅。画
室正墙上挂着一幅《岁寒迎春图》，是我
与涧风和陈熙三人合作而成。一株老
松，松鼠行其上，松树底部长有暗红色
灵芝，松后有竹，竹旁有兰。题材虽是
老套，但构图颇有新意。此图挂于南墙
近二十年，墨色如新，见之怡然。好友
送来一幅原藏于故宫的古画复制品，被
挂在“山水居”的正墙上，使整个画室平
添了一份雍容华贵的气度。

到北京工作以后，为了方便孩子上
学，先后居住于海淀南路、中国人民大
学校内静园等地。此处毗邻北京大学，
于是便有了“望燕园楼”。说是画室，不
过是在书桌上铺一块毛毡、置笔墨纸砚
于书柜上而已。这“望燕园楼”一看就
是“心向北大”的意思，野心暴露无异。

也许此生合该与“燕”和“山水”有
缘。在北京买了房子，小区前面的道
路名曰“弘燕路”，社区是山水文园社
区，似乎与杭州时居住的“山水人家”
小区遥相呼应。双休日，每见女儿背
着书包从海淀区的燕园回到朝阳区弘
燕路的家里，我的眼前总是出现春耕
季节，故乡田野里紫燕翻飞的生动景
象。小区里的山水虽是“人造山水”，

但终究与“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
境界，越来越近了。于是，给自己的画
室取名为“储云楼”。在储云楼的阳台
上，我看的第一本书是作家张抗抗的
《文学回忆录》。她的敬业和才情，如一
束早晨的霞光，映在储云楼上，给了我
无限想象的空间。我看的第二本书是
谢冕先生的《博雅文章采薇辞》，书的扉
页上有谢老的题签：“采薇博雅——重
生先生留念”。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
尘。储云楼所在地，正式地名为“四路
通路”，初见此地名，即心生欢喜。四路
通者，路路通也。小区西侧是北京最早
的人工运河——萧太后河，因辽萧太后
主持开挖而得名。明清笔记记载：河面
船只穿行，河岸行人如织，如同江南水
乡。果然是吉宅宝地！此地离北京出
版创意产业基地仅五分钟车程。享地
利之便，我曾多次应中国版权协会之
邀，赴该基地参加“远集坊”雅集，有幸
在那里认识了沈鹏、阎崇年、王文章、郑
欣淼、王秦丰等名家。

山高则生云。城市里不可能随处
有山，就拿这楼比作山吧！把云“储存”
在自己的画室之中，是一种美好的想
象。我那些不成熟的文字以及永远脱
离不了生涩的书画，不就是我自己所制
造的“云彩”吗？在京华储云楼，遥望南
方的城市和乡村，在庸常的日子里抠出
片刻时光，经营一个文学梦，于我而言，
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幸遇呢？3

唱给南阳

□朱天玉

白河的水

还是那样的清澈

武侯祠的古柏

还是那样的阳刚

汉画馆的雕刻闪烁几千年的烙印

每一次参观都令人荡气回肠

我的灵魂在月季花丛中穿梭

我的理想和南阳的发展一同绽放

说健康，张仲景惠泽民众

说遗迹，恐龙园举世无双

说避暑，老界岭无与伦比

说滑雪，七峰山无限风光

我在南阳的怀抱里长大

那丹水的冬瓜和菊花山的甘泉

滋润了我的童年

那父亲的鼓励和老师的哺育

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诗章

我不断用一颗脆弱的心

触摸牵挂中的南阳

那丹江的水、方城的烩面

那镇平的玉器、西峡的香菇

都如同我的挚友

每天暖在我的胸膛

我的灵魂在南阳的大地上游走

从来不会忘记出发时的模样

南阳，让我深深地拥抱你

直到地老天荒 3

□赵秀涛

一大早，二姐就给送来久违的槐
花，一股清香扑面而来，让人心驰神往。

提起槐花，在我的记忆中有许多难
忘的人和事。

在我的老家豫北平原，当地人都管
槐树叫“洋槐”，因此槐花也被称为“洋槐
花”。槐花每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开，在浓
密的绿叶映衬中，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
像小喇叭花似地怒放着，空中飘满了清
香。阵阵春风吹来，让人心旷神怡。

我的印象中，第一次吃槐花是上小
学前，在村头的“大寨”上。那时候，我
们村子四周还有用大土堆围成的“大
寨”。据说，是仿照过去历史上有名的

“瓦岗寨”建的，当时分别在东南西北四
个方向设有寨门。后来，我才知道，我
们村子其实离隋末唐初曾风靡一时的

“瓦岗寨”，仅有 20多里地。记忆中的
“大寨”，也就是个大土岗，不是很高，土
岗上长满了灌木丛，还有很多槐树、榆
树、枣树。当时，大土岗也就成了我和
小伙伴们儿时经常玩耍的地方，我们都
称之为“寨上”。

有一天早上，小伙伴东卫气喘吁吁
跑到我家，说寨上的槐花开了。我马上
放下刚吃了一半早饭的碗筷，一抹嘴，
抓起地上的竹篮，一边给爸妈说去撸槐

花，一边拉上东卫，撒丫子就往门外
跑。到了寨上，果然看到几棵洋槐树上
挂满了槐花。看上去，一串串花朵呈月
牙儿状，颜色淡纯洁净、粉白相间，像玉
一样，映着阳光晶莹剔透。

东卫说他个子比我高，爬树比我熟
练，自告奋勇要上树，让我在树下负责
接收。只见他三下五除二就爬到了树
上，抓住一串槐花就塞进了嘴里，边嚼
边说：“真甜！”

“赶紧给我也来一串呀！”我在树下
直喊。

“接着。”东卫的话音还没落，一枝
挂满了槐花的槐树枝就掉了下来。

我迫不及待地抓起来，撸了一嘟噜
张嘴便吃，“啊！真甜真甜！”我边吃边说。

等到我和东卫撸了一篮子的槐花
准备回家时，才发他的脚上和衣服上扎
满了洋槐刺，我的手被刺出了血也没感
觉到。平生第一次生吃槐花，那股清新
的甜味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味蕾，至今记
忆犹新。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洋槐有了更
多更深的了解。在我的老家，大年初一
早上，晚辈要给长辈磕头拜年。有一年
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我就带着两个
弟弟挨家挨户去给族里的长辈们拜
年。到二爷家时，只见堂屋正中间的香
案上方悬挂了一块很大的祖谱，蓝黑相

间的图案很是庄重，从上往下有序地
排列着一列列牌位，并写满了人名。
二爷坐在香案旁边说：“你们几个小
子，要先敬咱家的祖宗们。”我们怀着
敬仰的心情拜过了祖宗谱，又给二爷
磕了头，拿着二爷给的花生、糖果和核
桃正准备走。没想到，二爷说要给我
们讲讲家谱的事儿。二爷是县城酒厂
的工人，是当时我们这个家族里唯一
一个吃商品粮、见过大世面的人。二
爷说：记住，我们的祖先原居于山西洪
洞县的大槐树下……

18 岁那年，我应征入伍。在去县
武装部领完军装、办完手续后，接兵排
长让我陪他去县政府取文件。一进县
政府的大院，我就被院里的那棵大槐树
吸引住了。原来，那棵高大、粗壮的大
槐树是宋代所植。相传民族英雄岳飞
曾于此拴过马，被称为“系马槐”。据
《宋史》载：“宗泽分兵驻长垣。”岳飞曾
为宗泽部下，于此拴马也有可能。只记
得当时，我站在拴马槐前，透过初冬的
天空，仰望摇曳的树枝，依稀能听到历
史的回响……

或许是古槐带来的福分，我在此后
军旅生涯中，沐浴着党的阳光，从一名
农村娃成长为团职军官。

如今，每当槐花挂满枝头，总有别
样的情怀涌上我的心头。3

楼观沧海日

槐树记忆

美丽家园 刘杰/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