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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缝纫机
见
证

当我歌唱祖国，春暖花开。一如

70年前，你以凤凰涅槃的

倾世之美，擎天而立

循着天安门城楼

一声荡气回肠的宣告

大地动容，世界行注目礼

你在 10月 1日隆隆礼炮声中站立

站成了 56个民族簇拥的方阵

站成了新中国崛起的巍峨丰碑

百废待举中奋起

如梅花笑傲寒风，似青松挺立岩石

你站立，举起第三世界旗帜，

封锁里突围，绽放世界多彩的绚丽

你站立，开拓大道通衢

你站立，挥洒新中国神奇魅力

两弹一星辉映巨龙神威

风流人物挺起铮铮铁臂

大地莺歌燕舞，江河滔滔向前

你站立，演绎多少惊天奇迹

铺展多少宏图壮丽

当晨鸟迎接太阳

你站在世界风景里歌唱

一条路，满载自信，驰向梦想的辽阔

一把剑，梦想里淬火，自信里锻磨

信仰坚定意志，信仰凝聚力量

梦想展开鲲鹏之翼，

以初心与北斗导航

祖国啊，仰望你不老的容颜

我看见，一轮红日喷薄燃烧

照亮美丽富强的新时代

重阳复重阳

秋千姑娘正梳妆

紫发卡

黄衣裳

手牵晨光追夕阳

蓝天绣云霞

白发美髯飘山梁

赤茱萸

红柿子

伏牛深处采摘忙

瀑布挂幽谷

青鸟脆声洒溪床

黑石头

绿水依

仰卧高坡晒太阳1

□晓阳

强国归来，抖擞醒狮，重振雄

风。望长街如堵，旌旗猎猎；花团

似海，礼炮隆隆。银翼经天，蓝鲸

掠地，劲旅铿锵气若虹。欢声处，

正龙骧鹏举，瞩目元戎。

金瓯血火浇镕，忍贫弱双欺

两百冬。喜江山有待，斯民有幸；

梦圆华夏，天下为公。浩荡潮流，

恢宏万象，指顾康庄大道通。歌

未竟，看九州蹈厉，旭日方东。

□海盈

一

金秋十月国旗红
军列赳赳气贯虹
统帅指挥风骤起
国强兵壮任从容

二

七十生日举国庆
旗帜飘扬鹰掠空
铁甲八千冲霄汉
雄兵十万贯长虹

三

东风导弹惊出场
腾跃战机绽彩光
试问五洲谁挑战
大国雄劲立东方

四

华夏文明薪火传
励精图治天行健
金戈铁马踏冰河
风景在前任灿烂

五

创新潮涌漫心魂
精准绸缪正去贫
大党百年千秋业
华龄七秩正青春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家宅院里那块
长方形的青石，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它
欢乐的年华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以至
现在的年轻人都叫不起它的名字。

它叫捶布石。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在
太行山区，不论城里的还是农村的，家家
户户的院子里都要安放一块这样的青
石，因它是专门用来捶布的，故人们就叫
它为捶布石。它从山里来，出生于石匠
之手。一般长二尺，宽一尺半，厚一尺，
表面光滑，上面中间微凸，底面微凹，放
在那里稳稳当当。唐朝大诗人李白的
《子夜吴歌》第一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
衣声”写的就是它。

它的伴侣叫棒槌。木制圆形，一尺
多长。一端稍粗，便于槌布；一端较细，
便于手握。掂在手里沉甸甸的。

棒槌击打捶布石发出“棒当棒当”的
响声，仿佛是在演奏打击乐。

小时候，每当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
柔和的月光洒在小院内，奶奶就坐在捶
布石上给我们兄妹讲故事。

奶奶说：“织女下凡不只是被董永孝
心感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听到人间捶
布的声音特别好听而动了下凡之念。”

奶奶还说：“咱家这块捶布石是祖上
留下的。家里要是有喜事到来，它的响

声就清脆响亮。你娘就是应了这响声才
嫁到咱家的。”我们赶忙用小手摸摸它，
觉得它神秘莫测。

那时，我们兄妹四人，连同父母、奶
奶共七口人的穿戴，全凭母亲和奶奶夜
夜纺花织布。

纺花织布的过程十分复杂。从采棉
纺线到上机织布，大概要经过轧花、弹
花、纺线、浆染、落线、沌线、经线等多道
工序。经线时我们兄妹还能帮上一把。
母亲把络好并染好色线的络络一字行地
摆在院子的中央，在院子两头地下钉上
铁镢儿。准备停当，只见母亲把络络上
的线头一把揽在手里，从院子这头拉着
线走到另一头，我们兄妹一头坐一人，母
亲拉线过来，我们就把线挂在铁镢上，一
趟又一趟，一挂又一挂。小院里满满的
欢声笑语。

经好的线上了织布机，母亲除白天
到生产队正常出工外，睌上常常织布织
到深夜。织完一机布需要一个月或更
长一点时间。我们兄妹大都是在母亲
织布的穿梭声和“哐当哐当”挡线声中
进入梦乡的。现在想起唐朝孟郊“慈母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诗句，仍感到是
那么地真切！

刚织出来的布叫“生布”，生布的布

面比较粗糙，需要把它变成“熟布”，这时
就要用上捶布石和棒槌了。母亲把新织
的布蘸水后晾至半干，我和母亲一人一
边扯布，像拔河一样，“嘭嘭嘭”，土粗布
便被拉长了许多。再将粗布折叠整齐放
在捶布石上。只见母亲和奶奶分别坐在
捶布石两侧，双手举起棒槌，上下飞舞，

“棒当棒当”，响声清脆，音韵动听。这样
捶打后的粗布变得柔软、平滑、瓷实。把
脸贴在捶打过的布面，亲肤感油然而生，
还能闻到一丝丝淡淡的麦香味道。

那时在我心里总有一种神奇感，奶
奶、母亲和山村的女人们怎么都会有那
样巧的手艺。弹出的棉花搓成花圪节在
她们手中通过纺花车就变作像抽丝一样
的线蛋蛋；千条万条的细线在她们手上
加工梳理就变作各样花色布匹；又经她
们手缝制作就变成铺底的、盖的被褥，还
能做成大人小孩合身的衣服！

那年月，那时代，“棒当棒当”的捶布
声给千家万户带来多少欢乐和期盼！

奶奶说的不错，我们兄妹几个又是
先后在捶布的“棒当棒当”声中结婚成
家，分别带着生活的向往奔向了远方。

如今，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捶布石
也退出生活的舞台。但母亲留下的粗布
床单仍是我睡觉时的最爱。

粗布单铺在身下，心里觉得舒适、踏
实。母亲捶布的身影还经常在脑海闪
现，“棒当棒当”的乡村打击乐还时常在
我耳边响起。3

论起来，我也算是读了三四十年的文学书，已经自诩是个专
业读者了，常常也以此身份胡说八道一番。不过对于小小说却没
有多少底气，因为阅读量显然不够。2018年夏天，我有缘担任第
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委会的评委，倒是认认真真地赏读了
一批参与申报的小小说作品，给我留下印象最为鲜明的是冯骥才
先生的小小说集《俗世奇人》，这部作品也被评委们一致认可，成
了首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小说著作。

在这部作品里，冯骥才先生笔下的老天津风物，各色人等，琳
琅世相，如一幅长卷徐徐铺开，令我深刻地领略到了小小说滴水
藏海的魅力，真个儿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我更愿意把
小小说比作邮票，一篇小小说佳作恰如一枚精致的邮票，高手们
在盈寸之地大显神通。票面之内信息丰富，经得起反复研析，票
面之外也有一个广大的世界，载着人心驰骋翱翔。

冯骥才先生自然是特别会写的，不过，最打动我的，却是作品
里饱含的情感。是的，说到阅读感受，我有一个很私人化的好作
品标准，就是要有能打动我的情感。听起来简单吧？其实并不太
容易。对于我这样口味刁钻的读者而言，语言再华丽，结构再繁
复，思想再深邃，都不是那么有用。我这双近视眼所关注的最核
心的东西，就是情感。情感度不够的作品，就是不能打动我。

越来越发现，有的人很会写，却也仅止于很会写。因为他们
往往精通技术，却少有情感，鲜有温度。不，我不是说他们冷酷，
冷酷也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温度，能看得我毛骨悚然，心生恐
惧，这也是一种珍贵的审美体验。比如卡夫卡，比如加缪。我说
的那些作家，如同不能入戏的演员，你能看出他在演，他的面部表
情甚至很丰富，但是要命的是，他的眼神里却空空荡荡。

眼里没有，是因为心里没有。人物的疼不是他的疼，人物的
痒也不是他的痒。总之，他就是不冷不热，不疼不痒，把自己搁置
到千里之外，真正的他不知躲到了哪里。他和作品里的人不共
情。其实他们聪明至极，非常知道好作品怎么写，可就是少了些
傻劲儿，没有把真正的自己放进去。

与之相反的是，有的作家不懂或者说不太懂怎么写——有点
儿像做菜。他们做出的菜，不用鸡精也不用味精，只是用老汤熬
炖。有时候味道咸一些，有时候炒得老一些，但那种原汁原味的鲜
美，让他们的作品里有一种动人的气息无法抑制地传递了出来。

一兵就是这样的作家。
拿到手的这部书稿是小小说集，因为是集子，不太讲究阅读

顺序，我就随机看，手翻哪页读哪页。第一篇看的就是《送书》，不
由莞尔。作为同道，我深有同感。送书这事，总让我有些为难，以
至于现在为新书发个朋友圈都有些纠结。不发吧，觉得对不起出
版社，新书出来，连个朋友圈都不发，也实在说不过去。发吧，总
会碰到索书的朋友，一方面号称自己喜欢读书，读书是一件好事
是一件雅事，另一方面又觉得向你要书是给你面子捧你的场，其
实拿到书之后也就扔到了一边。《送书》就写了这么一个纠结的故
事，表达了一种纠结的心情。行文非常朴实自然，温馨的结局也
让我感动。

接着往下读，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乡村篇章，很有韵致。可
以说，在这本书里，这些乡村篇章是我读到的最有意思的部分
了。对于自己土生土长的古桥村，对于这个村庄的前生今世，他
以小小说的形式做了力所能及的展露。读着读着，我就觉得，他
像是在为自己的故乡画像——不，也许应该说，他是在为自己的
故乡画一系列邮票，票内信息丰富，票外世界广大。此时再看书
名《大槐树底下》，我就有些明白了。——如果是我，可能会习惯
性地取名为《大槐树下》，少一个“底”字。可有没有这个“底”字，
到底是不一样的。有了这个口语化的“底”，其民间性的魂魄就附
了体，多么重要啊。

作为一个有“底”的人，一兵更重要的精神根底就是他对故乡
的浓厚情感。福克纳曾说：“我一生都在写我那个邮票一样大小
的故乡。”寻根究底，谁的故乡不是小得像一枚邮票呢？哪怕是自
小生在北京上海的大城，最熟悉的活动区域，也不过是一弯小巷，
两道老街，三家小店，四周邻居，说到底，也是一个邮票大的地
方。——小小的古桥村，小得就像是小小说本身，却又无限大，可
以讲出无数故事；小得就像是一枚邮票，可以走得无限远，寄往全
世界。

正如我们所有人的故乡一样，一兵笔下的故乡，有明，有暗，
有软，有硬，有美，有丑，有善，有恶……有一切。他也正在努力挖
掘这一切，像挖掘一个宝库。他的写作角度力求新颖，叙事上也
力求多样，故事情节上引人入胜的同时，还留有相当的思考空
间。在最好的状态里，有些篇章如同营造了一座小小园林，回廊
曲桥，芭蕉粉墙，移步换景，妙趣横生。不过，有时候，他也似乎显
得有点儿力不从心，但是梳理内在的脉流，能清晰地听到他的初
衷，如同一条河流，能看到发源地，也能看到他努力流往的方向，
尽管没有走到理想之境，有些许遗憾，但其实也不那么要紧。写
作这件事最宽容的地方就在于，允许你按照自己的速度成长和成
熟，无论多么缓慢。

在后记中，他也很谦谨地自我解嘲说，意识到自己的这部集
子很稚嫩，“之所以让其脱胎出来，也是因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更主要的是想被人嘲笑甚至于讥讽，这是一只菜鸟成长路中离不
开的过程”“文学的长征之路还很长很长，我心中也偷偷定了一个
计划，正在按照计划一步步前进”。

他的清醒让我意外，他的诚实让我敬重，他的执着也让我钦
佩。也许，这是一个写作者最良好的心态了，有了这样的心态，守
着故乡这个宝库，我相信他一定会写得越来越好。3

□毕玉

家里的屋角静静地躺着一台缝纫机。上海
牌的，虽然老旧，依然闪烁着岁月的光芒。

从我记事时，这台缝纫机就一直伴随着妈
妈，陪伴着家人。很多时候，晚上，我在缝纫机
的哒哒声中睡去；早晨，我又在那清晰的、动听
的哒哒声中醒来。这个时候，妈妈直起酸疼的
腰，叫我起床。我立刻穿好衣裳，洗脸，刷牙，吃
饭，和妈妈说再见，然后出门往学校跑。

到了学校，总有人夸我穿得漂亮。他们哪
里知道，我的衣裳都是妈妈亲手缝补的，一针一
线，一款一式，尽管在那样艰苦的年代，都是那
么熨帖，那么得体，能不漂亮？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每当读到孟郊
的诗句，就会想到妈妈对我的关爱。妈妈是万
千个普通妇女中的一员。她只念过三年的书，
识字不多，但她那双充满和善的眼睛，和那双粗
糙而灵巧的手，却给了我无限的温暖与美好。

在那个经济贫困、物资匮乏的年代，勉强填
饱肚子的人们，对好衣服更是不敢奢望。即使

想买也很难买到，大人们衣着都很朴素，一件衣
服往往大人穿过，翻新或改制让孩子穿。人们
笑破不笑补，一件衣服常常穿了又穿、补了又
补，直到不能再补也不肯丢弃，还是要把它改制
成鞋底、鞋垫。因此，在那个年代，能拥有一台
缝纫机便是每个妇女梦寐以求的事。我家通过
熟人好不容易弄到供应票，妈妈拿出省吃俭用
积攒的钱，终于得到了一台上海牌缝纫机。妈
妈像一个有新衣穿的孩子般欢喜，每天精心呵
护着，小心擦拭着，不让它上面有一丝丝的灰
尘。每次用完，她都要把机头放进机舱，并用
布罩子罩在上面。还时不时地给缝纫机上油，
以免它声音沙哑。记得有一次，母亲叫我拿一
块布条放在机头的针下面，双脚踩着踏板，教
我学缝纫。当“哒哒”声响起时，我心里一阵紧
张，扳手还在中间，竟然忘了牵动布条，布条仿
佛被定在那里，怎么也拽不动。心想，这下闯
祸了。正不知所措，妈妈走过来仔细给我做示
范，耐心地把缝纫机从头到脚检查一遍，那份
细心，那份专注，仿佛照顾生病的孩子一般，恐
怕遗漏某个细节，直到确信没有问题时才放

心。并告诉我，只有做到手脚和眼力都协调起
来，才能不卡机，才能缝出好衣服。就这样，我
也学会了用缝纫机。

随着儿女们长大，生活也好起来，很少自己做
衣服穿，上海牌缝纫机也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常
常待在屋子的一角。中间搬了几次家，很多旧物
件都扔了，卖了，但妈妈就是舍不得这台老掉牙的
缝纫机。她把机头装进了机舱里，合上面板，再展
开她自己做的布罩子严严实实地罩住。

我说，扔了吧？
妈妈说，败家子！别看你们现在都穿买的

名牌衣服，啥时候绽线了，我还指望用它补呢！
妈妈的执拗也是一种爱。望着她抚摸缝纫

机的背影，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眶。
1979年，是我人生中关键的一年。已代课

两年的我，要参加河南省代课教师晋升转正式
教师考试。每天天麻麻亮，妈妈就把我喊醒，叫
我披上她刚缝好的衬衣坐起背书。那时没有液
化气，都是烧煤球，妈妈捅开炉子，放上自己做
的拔火筒，忍受着煤烟开始给我做早饭。在复
习的那两个多月里，我的早饭多了一样“补品”，

她每天早上都给我煮个鸡蛋。吃过饭，怕打扰
我学习，妈妈破天荒地没有打开缝纫机，陪坐在
一旁看我背书，说：“以后都是凭本事吃饭，无论
如何都要考好，转正后就可以成为干部了。”妈
妈的话很受用，身材娇小的我暗暗发誓，我一定
要考上正式的人民教师！

听见我推门进屋，妈妈关了缝纫机，扭头问
我，过了？

过了！
那一刻，妈妈脸上露出了自豪而满足的笑

容。
随着我长大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每当孩

子吵闹着要买新衣服的时候，我都告诉她，要学
会艰苦朴素。孩子不大理解，我把她带到缝纫
机前，揭开罩子，让她看岁月留在上面的痕迹。
孩子摸了又摸，问我，衣服都是它做的？

我说，是的，妈妈小时候的衣服都还是你姥
姥用这台缝纫机做的，破了，也是你姥姥缝补
的。孩子笑了，说，这是咱家的宝贝啊！转身飞
跑到姥姥跟前，踮起脚尖，亲了她姥姥一口。

我和我的妈妈相视一笑。3

1948年，中原野战军第一次攻打邓
县县城时，茨园山庄里驻扎了解放军的
一个营，营部就设在宗景家。

队伍临走时，宗景报名参了军。
此前不久，邓县城的保安司令丁大

牙派人来招过兵的，宗景没有去，因为七
娘说那是杂牌军，不会有啥出息。

解放军刚来时，宗景也没有当兵的
意思，但七娘见队伍上的人虽衣衫破旧，
队伍却排得整齐，便劝宗景说：“这是正
规军呢，你去吧。”于是，宗景就参军了。

宗景胸戴大红花随了队伍要走，送
行的七娘拉着他的手悄声说：“孩儿啊，
得空儿也给娘弄几只戒指回来呀。”

“行。”宗景想都没想就应了。宗景知道，
七娘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早一年时，
邻村王庄的王二圩穿着崭新的军装回来
时，背的是长枪，却给他娘手上戴了仨金
戒指。一连数日，二圩娘逢人都说：“这
兵荒马乱的年代，当兵就是好啊，看看我
儿子，才跟丁司令干了半年，都给我弄回
仨金戒指哩。”

宗景到部队上两月余，就有人来家给
七娘报喜，说是宗景苦练本领，成了神枪
手，甭说新兵蛋子，连营里的神枪手都没他
打得好。七娘嘴上乐呵呵地说着“好好”，
心里更是乐开了花：戒指是有指望了。

打南阳、打襄樊的战役宗景都参加
了，由于枪法好，排里就安排他当狙击
手，专打当官的和机枪手。一次打扫战
场时，他从一个被他打死的国民党军官

兜里一下子掏出三枚戒指。不过，看到
老兵纷纷上缴战利品时，他犹豫了几犹
豫，最终还是上缴了。

当晚，宗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就
找到连指导员汇报思想。他说：“指导
员，其实我是想把戒指藏起来的，因为
我娘让我当兵时跟我说过，让我给她弄
几个。”“你娘咋会有这样想法？”指导员
奇怪。宗景解释说：“我们邻村有个叫
王二圩的，干着国民党的保安团，他也
是个神枪手，都给他娘弄了好几个金戒
指了呢。所以，我娘让我当兵时就想让
我也给她弄几个。不过，你也别把我娘
想得太没觉悟了，保安团的兵她都不让
我当呢。”

“那你为啥还上缴了？”指导员故意
问。宗景说，首先，我在新兵连第一天就
学了咱队伍上的纪律，再说，我见人家上
缴的连金条都有，我为啥不缴戒指？

指导员把宗景的事儿当成典型报了
上去，上级嘉奖了他，不久，还提拔他当
了副班长。

有一天，宗景在行军的路上，忽然看
见挑着货郎担的王大圩迎面走来，叫住
他，把三枚戒指交给了他，让他转交给七
娘。看了眼戒指，一直走村串巷做小买卖
的王大圩嘿嘿就笑了：“你这是黄铜的
吧？”“你就跟我娘说，别看这都是弹壳做
的，但每一个的弹头打中的都是大官哩！”

次年，第二次解放邓县时，宗景已当
上了排长，背上了匣子枪。总攻前，宗景

那个排埋伏在城外的庄稼地里准备突
击。奇怪的是，只一顿饭时间，战士被冷
枪撂翻了四五个，且枪枪击中眉心。凭自
己的经验，宗景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冷
枪”，于是，他顺手要过身边一个战士的三
八大盖，顶上膛，聚精会神地盯着城上。

一个身影一晃，宗景蓦地站起，下意
识喊了声：“王二圩！”喊声伴着“叭”“叭”
两声枪响，王二圩从城垛口处掉到了城
墙下。几乎同时，宗景也倒在了地上。

宗景被埋进了烈士陵园。王二圩的
尸体被恰在县城进货的王大圩拉回了王
庄。王二圩他娘看到儿子眉心处有个圆
圆的黑洞时，立马晕了过去。

“孩儿啊孩儿啊，是娘害了你啊！”醒
过神的二圩娘哭得昏天暗地，颤颤地从
手指上撸下这些年王二圩送给她的金戒
指交到王大圩手里，让他去给王二圩买
一口上好的棺材。

次年清明，七娘被请到了邓县烈士陵
园，给成百上千的孩子们讲她儿子成长的
经历。那一天，也是七娘第一次见到宗景
的像——一张画像，浓眉，大眼。画像下
面，摆放着一个很漂亮的玻璃匣子，匣子
里，装着三只金光灿灿的黄铜戒指。

“烈士咋会有这样的遗物呢？”此后
若干年的清明前夕，总有祭奠的人不解
地问。“唉——”随着一声叹息，一个苍老
的声音便接过话茬儿，讲起了这个烈士
的故事。

那些年，七娘就是这个烈士陵园
的守园人。每天，不管是刮风下雨还
是寒天暑地，她都会早早地起来，佝偻
着背在陵园里转转看看。每年清明前
夕，她都会拿出三枚黄铜戒指，摆在儿
子的灵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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