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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花生

□曹春雷

回乡下，帮母亲收获花生。一场秋雨过后，
大地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我和母亲前
来，把花生迎回家。是的，迎。在母亲眼里，她
是在春天里一手操持，把花生种子嫁给了泥土，
如今在秋日里接回家。不过，当初的每一粒成
家立业，现在都已经携家带口。

深秋的田野，有很多活儿可做，掰玉米，刨
地瓜，割高粱，收黄豆，但在这众多活儿中，我最

喜欢拔花生。因为花生可以边拔边吃，从秧上
扯下一个来，剥开壳，丢进嘴里，清香淡淡。花
生米可爱，憨态可掬。小时候母亲让我猜谜语，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胖子”，谜底当
然就是花生了。

拔花生还很有成就感，弯腰，薅住茎叶，使
劲一提，看到一嘟噜花生就乖乖露出地面来，会
心生喜悦，“丰收”这俩字好像就写在这簇花生
上。一个花生壳里大都是两粒花生，但也有三
粒，如遇到，我就高兴地举起来，向母亲喊,“有
个‘老黄牛’！”——因为个头大，且很像在田里
躬身奋进的黄牛。

其实，我不是个合格的农人，从小不是，至
今仍不是。在田野里，我总是三心二意，会被眼
前突然飞起的一只蚂蚱吸引，扔下手中的花生
秧，去捉，往往跑出几十米去才捕到，折下一根
狗尾草，用草茎穿了蚂蚱的颈，留起来，回家炒
了吃。

往往母亲已经拔了好几趟了，我一趟还没到
头。有野兔突然蹿将出来，我也会大呼小叫去追，
当然空手而返——我是不可能会比野兔跑得快
的。但快乐不在于捉住，而在于追逐。母亲笑我，
这么大了，咋还像个小孩子。

吸引我的，还有田边的酸枣树，拔花生拔得
累了，就去地头的小溪边，洗一下手，去摘酸枣，
这时的酸枣有黄的，也有红的，如一树玛瑙。小
心地避开刺，摘一粒，扔进嘴里，酸酸甜甜。也
吃“狼牙”，这是一种生在野地的多肉植物，叶子
尖尖如狼牙，肥嫩，汁液饱满，味道是酸的，但酸
得可口。

野草丛里，野菊花、喇叭花们如星星一样，点
缀其间。这和城市公园的花草是不一样的，它们
的花开得无拘无束，率性且奔放。拔完花生后，
我坐在地头一块干净的大青石上，嘴里含一根草
茎，看一只蝴蝶绕一朵花翻飞。这时候，我什么
都不想，脑海清空一切，只装进一只蝴蝶，一朵
花。自从进入城市生活，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认
真去凝视大自然了。

放空，是件美好的事。
每年无论多忙，我都抽空回老家干农活，其

实不只是为了帮母亲，心底里也是在执着地寻
找，寻找那个多年前被我丢在这里的自己。每
次寻找，其实都是在确认，我还是我，我灵魂的
根依然有处可扎。于是，回到城市后，那种无助
的漂泊感便减轻了，乡愁便得到了抚慰。于是，
便心安了。8

种麦
□杨林防

“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应时。”这是我
的家乡豫北平原上的一句农谚，其意是寒露节
气，是农村犁地种麦的最佳时间，要趁着耕地的
墒情，赶紧播种小麦。

前不久的国庆长假期间，我回到老家村里，
正赶上犁地种麦。我家有一亩多耕地，犁地的拖
拉机开进田间，约有半小时就把地犁好了，土地
平整而松软，像一块舒展的地毯。犁地的拖拉机
刚从田地里开出来，播种机进地几个来回就播种
好了小麦。整个过程不到一小时，像演戏一样，
让人觉得轻松惬意。而在我的记忆里，种麦是一
项大活儿、累活儿，更是巧活儿。

活儿“大”，是投入的人力大。种麦子程序
多，包括犁地、耙地、拨土埂、耩地等环节。种麦
耗时长、用人多，有时全家总动员还不行，需要请
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帮忙。比如耕地犁好后，考
虑浇水时的需要，按一定尺寸，分成一畦一畦的，
中间用土埂分开，这个农活叫“拨土埂”——在田
地两头量好尺寸，把家里煤火炉的铁火捅插在田
地两头，用细铁丝连起来，中间再用小树枝架起
来，人们沿着细铁丝用一种叫“铁刮子”的农具，
将田地表层的土壤刮拨到细铁丝下面，形成一个
约有十厘米高的土埂。这项农活一个人没法儿
干，两个人不出工效，人越多越好，沿着细铁丝分
段开工，一左一右往细铁丝下面拨土，不仅干活
儿快，而且减少对土壤的踩压。多数情况下，几
户人家联合起来种麦子，就是为了提高效率。

活儿“累”，是因为体力活让人劳累。小时
候，我家有两块田地，一块有七分左右，另一块有
三分，地块小，用牲口犁地费力窝工。没办法，我
们全家总动员，七口人一字排开，用铁锹人工翻
地。我们姐弟五人当中我最小，每年翻地时，我负
责的地盘儿最小，即使这样，一天下来也觉得浑身
酸痛。记忆中，有一年翻地的头一天，我的右手就
磨出了水泡，我咬着牙，没吭声。第二天早上洗脸
时，水泡破了，钻心地痛，嘴巴不由地“吸”了一
声。娘看了看我的手，心疼地说：“家里有手套，你
戴上干活儿吧。”那时候，农村戴手套干农活的人
少，显着有些娇气，我摇了摇头。翻好这两块地，
我的手上磨出了几个硬硬的茧子。

活儿“巧”，是播种小麦需有一定技巧。比如
“耩地”，一般需要好几个人，前面一个人驾起耧
车掌管方向，左右各有两人用绳子向前拉耧车，
种田的好把式在后边扶着耧把儿，轻轻晃动，掌
控播种的数量，晃动幅度大了，种子下的多，麦苗
会稠，反之，麦苗会稀。控制晃动的幅度，把握下

种的数量，只有经验丰富的好把式才能做好。好
把式听一听地块面积和种子斤数，心里就有谱
了，往往是种子下完了，也走到地头了，恰到好
处，常常引来一片赞誉之声。

如今，从犁地到播种实现了机械化，种地变得
简单轻松了。播种机的速度是设定好的，一亩地
下多少种子，非常准确，长出的麦苗也整齐。不仅
如此，播种机直接把田间土埂拨出来了，又大又
直，人们浇地时不用再担心出现跑水现象。田地
里没有了以前的人海场面，拖拉机、播种机的声音
是那样的悦耳。

村里的几个好把式看着穿梭于田地里的拖
拉机、播种机，脸上露出感慨的笑容。以前到种
麦时，外出务工的人要专门赶回来，全家人一起
忙乎十多天，现在留在家里的老人、妇女轻轻松
松就把小麦种上了，人们少了来回奔波之苦。

村里人在轻松中种下小麦，也种下希望，期
盼小麦长势好，期盼来年有个好收成，期盼生活
越来越美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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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广杰

“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
市。”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多
年来一直入选初中语文教材。所以，
凡读过中学的人，对孙叔敖这个名字
并不陌生。然而，知道他是《史记》中

“第一位清官”的人却并不多。
孙 叔 敖 (约 前 630 年 — 前 593

年)，春秋时期楚国人。孙叔敖并不姓
孙，他姓芈,名敖,字孙叔,今淮滨县
人。他原本出于楚国王室，但家道败
落，父亲早亡，由寡母含辛茹苦养大。

孙叔敖的母亲是一位善良的智
慧女性。西汉名流贾谊、刘向的书中，
都记载有其母教子的故事。除了寡母
的精心培养，孙叔敖能从“乡野隐士”
（荀子、司马迁语）走入仕途，很快被拜
为楚相，离不开他的老乡——楚国令
尹（丞相）虞丘子的相助。当年，虞丘
子位居楚国相位，是一个慧眼识珠、胸
怀坦荡的贤者，他发现孙叔敖的人品、
能力出众，认为如果让孙叔敖来辅助
楚国朝政，肯定会比自己强。于是，他
就把孙叔敖推荐给楚庄王，坚持自己
从令尹的位置上退下来。

事实证明，虞丘子没有看错人，
孙叔敖的确是非常出众的楚相。孙
叔敖最大的功绩是兴修水利。他主
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大多分布在江淮
地区，淮河北岸的汝水，颍水青陂、驿
马沟也都是孙叔敖所修，这些史书记
载、堪称最早的水利工程，有很多至
今仍发挥着作用。当年毛主席在视
察淮河时，曾多次提到孙叔敖，夸他
是一个了不起的治水专家。

孙叔敖在治国理政方面也很出
色。他鼓励民众上山采矿，使楚国的
青铜冶炼和铸铁工艺在当时处于领
先地位；善于因势利导，修订完善楚
国法律，《史记》说他“秋冬劝民山采，
春夏以水，各得其所，民皆乐其生”。

他还帮助楚庄王整饬军队，甚至
还亲自带兵救驾。孙叔敖任楚相期
间，楚国国富民强（《烈女传》说“昔孙
叔敖之为令尹也，道不拾遗，门不闭
户，而盗贼自息”）。他还为楚庄王打
败晋国、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孙叔敖官居高位，却不居功，不
贪财，生活十分俭朴，司马迁的《史
记·循吏列传》，列其为第一人，即《史
记》中的第一位清官。

其实，孙叔敖在官场上虽然起步
快，但摔的跟头也不少。由于他刚正
不阿，一心为公敢直言，曾三次被罢
相，又三次复位，《盐铁论·通有》中说
他“三得相位无喜色，三已(罢)之无
忧色”。诸葛亮评价他：“昔孙叔敖乘
马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意思
是说，孙叔敖身居高位，却十分节俭、
低调，从不讲究车乘排场。《盐铁论·
通有》中说他“才能优异，为相三月，
施教于民，吏无奸邪，盗贼不兴”。表
明他才干出众，又雷厉风行。

《列子·说符》中记载，一位名叫
狐丘丈人的隐士曾对孙叔敖说：“人
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问他何谓

“三怨”，这位隐士回答说：“爵高者，
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
逮之。”孙叔敖告诉他：“吾爵益高，吾
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
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
乎？”

此时的孙叔敖是楚王手下官职最
高的人物，但作为一代名相，他向狐丘
丈人阐明了自己居处高位而避免“三
怨”的做法：爵位越高，心气越是卑下；
权力越大，处事就越谨慎小心；俸禄越
厚，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广博。

孙叔敖一生功勋盖世，但清廉简
朴，多次坚辞楚王赏赐。大约在 37
岁那年，孙叔敖患病去世，临终时，他
家无积蓄，连棺椁也没有。他过世
后，其子穷困，仍靠打柴度日。楚国当
时的歌舞者优孟因被他高尚的品格所
感动，曾装扮成孙叔敖在楚庄王面前
载歌载舞。这时候，才知道孙叔敖如
此清贫的楚庄王大为震惊，以优厚的
抚恤，欲加封孙叔敖儿子高官和“美
地”，但他的儿子谨遵父训，谢绝了高
官和美地，仅受封了当时荆人、越人都
讨厌的“恶地”——“寝之丘”（春秋时
楚国地名，在今固始、沈丘两县之间，
曾以贫瘠著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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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张海军 高长军

文博佳苑，卢氏县一个贫困户易
地安置小区。

前一天晚上，小区居民郭留任和
远在海外务工的侄子郭小平微信视
频。两人聊得开心，最终却不欢而
散。“娃大了不听话。他就不知道我多
替他着急。”老郭不住口埋怨，却不说
俩人闹别扭的原因。

视频里，老郭对小平说，28岁了，
得抓紧把婚事解决了。小平反嘴问，
你的事儿咋说？老郭当时就急了，我
都住上政府给的安置房了，还想让我

咋的？
27年过去了，年近五旬的老郭还

和当年一个样儿：再苦再难，脸上挂
着笑意……

兄嫂早逝

27年前的夏天，还是毛头小伙的
老郭沉浸在“美梦”之中：不惜力气多
帮她家挑几担水、锄几块地，是不是
就能早些当她家的上门女婿了？

与栾川交界的卢氏县文峪乡草
沟村，是大山深处一个偏远闭塞的贫
困村。就连当地也少有人知道，这个
山村里的小河沟竟是长江支流汉江
的一个源头。

祖居于此的老郭兄妹8个。全家
人拼尽全力，也仅为老郭的二哥盖了
三间土坯房，为了让他二哥娶妻生
子，延续香火。

贫穷年代，大深山里，入赘，是很
多贫困家庭男子成年后解决婚姻问
题的无奈选择。那时的老郭，是家中
年纪最小的男丁，十七八岁就外出务
工，一年到头辗转于豫西一带的矿山
里干活。

人个子高，力气大，做事实在……
这是山里一些人家招赘的选择标准，
也是老郭自身具备的条件。“本来说好
的，年前就把事儿办了。”约定的婚事
老郭至今记得。然而，1993年的那个
农历七月，老郭的二嫂离世，留下了6
岁、3岁、1岁二女一男三个孩子。为
了生计，老郭的二哥把三个孩子分别
寄养在亲戚家，然后外出打工。

屋漏偏逢连阴雨。二哥打工月
余，竟也突发意外身故。寄养的三个孩
子，面临着从“寄养”变“收养”的问题。

被迫中断打工回到家里的老郭，
萌生了一个念头：尽快把三个孩子接

到自己身边……

相依为命

“我不怪她。”那段即将成功的姻
缘，老郭偶尔还会想起来，“她给我洗
过衣服，也给我擦过汗……我理解她
当时的心情。她家也不富裕啊，咋接
受得了带着三个孩子去当上门女婿
的。”

“这件事儿我从没后悔过。”老郭
的脸上挂着笑意，但他眼里闪着蒙蒙
泪光。

27年前，老郭吃住在工地，根本
不会做饭。但当他把三个年幼的孩
子拢到自己身边后，吃饭、穿衣、上
学……样样得他操心。

老郭学会了擀面条、蒸馍……
洗衣不难，可孩子们的衣服不时

需要缝补，老郭常常劳作了一天后，
又在夜深人静时，在昏黄的煤油灯下
笨拙地掂针走线……

往事不堪回首。“要是放现在就
好了。现在扶贫政策里有孤儿救助
政策，当时我真是太难了。”他不太愿
意回首往事，却又深深记着当年：“关
键是那时候为了照顾孩子，我不能出
去打工。孩子有个头痛脑热买个药，
上学的学费，实在拿不出钱。经常求
人赊账，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

那年冬天的一个早上，老郭看看
家里还有三个馒头，他舍不得吃，把馒
头盖到锅里留给孩子们，天微亮就扛起
镢头上山采药。原本打算下午就回来
的，结果挖着采着，不知不觉天黑了。

“感觉差不多能卖五十块了呢！
却没想到天一黑迷路了。”饿了一天的
老郭头晕目眩，加上受了风寒，瘫倒在
了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想爬起来
没力气，但又不敢睡，怕醒不过来。”

山大林深，寒风呼啸。老郭说，
隐隐约约中，他似乎听到了三个孩子
揪心的呼喊。当他挣扎着爬起来，稳

定心神摸索回家的路时，竟然在一个
岭头上远远望见了微弱的灯光，“这
一次，我真的听见了他们仨在半山腰
上的呼喊！”

笑着的老郭，眼泪忽然落了下
来：“我们一起回到了家。我没想到
啊，一天过去了，三个馒头孩子们给
我留了一个半，还给我熬了汤！”

“以前倒也动过找机缘把自己的
事儿解决了的念头。但这件事儿后，
我忽然想开了。再苦再难，先把三个
孩子养大再说！”

苦尽甘来

27年中，虽然老郭家庭困难，但
也不断有热心人给老郭介绍对象，却
都被他婉拒了。常有人问他，你就没
想过自己的婚姻？

“把三个孩子的事儿全办好了再
说吧。”这是老郭回答最多的一句。

三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但照顾他
们的日常生活，仍束缚着老郭的手
脚，就连在附近打短工也一度是他的
奢望。4亩多山地薄田，明显不能让
这四口人吃饱穿暖，他们的日子到底
该怎么过？

老郭因为要照顾自己侄儿侄女
而放弃自己婚姻的事情，也感动着身
边越来越多的人。老郭要上山采药
时，四邻八舍会争着把三个孩子往自
己家领；平日里，村里的干部也会根据
有关政策给这个家庭提供帮助……

“大家都对我们很好，但自家的日子还
得自家努力过好。”老郭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老郭的大
侄女不到 10 岁就开始帮着老郭做
饭、打理家务，16岁到县城的饭店打
工。为了方便她打工和侄子上学，老
郭也在县城附近租了 3间土坯房，一
边照顾孩子，一边打零工，慢慢走出
了困境……

2009年，老郭的大侄女结婚时，

因为手头紧，老郭是在租来的土坯房
里操办的大侄女出嫁。“没钱办宴席，
只做了一锅汤来招待客人。”至今，老
郭还内疚着。“好在现在她和丈夫都
很能干，通过跑运输盖起了三层楼
房，添了两个男孩，日子过得很好。”

前些年，老郭的二侄女结婚时，
手头有些活泛的老郭终于有能力办
一场婚宴酒席了，“光亲朋就请了一
百四十多家哩！”

2018年元旦，根据脱贫攻坚易地
扶贫搬迁有关政策，老郭搬进了县城
附近的安置小区。他的侄子郭小平，
也于去年被介绍到国外打工，每月有
8000多元收入……

扶贫搬迁的安置房内，老郭生活
略显孤独 ，但他从不闲着，在附近的工
地给人开卷扬机，每天能挣180元，还
在老家的地里种了中药材和蔬菜，“还
得多攒钱给孩子娶媳妇哩！”

“两个女儿和女婿都常回来看
我，还经常给我钱，我不要，他们就事
先藏到屋里，回去后再给我打电话说
钱在哪儿。”老郭对当下的生活倒是
越来越满意了，但孩子们和一些热心
人，却始终惦着另外一件事儿……

“老来有个伴儿是好事儿。但这
事儿得随缘，勉强不来。”老郭笑着
说。

安置区外的空地上，还有闲不住
的老郭垦出的一畦菜地。此时，老郭
的大侄女正在地里忙碌。按照当地
习俗，三个孩子一直叫老郭“四大”，

“但俺姊妹仨从心里头敬他，他就是
俺们的亲大！”老郭大侄女的泪水一
下涌了出来，她哽咽着说，很多年了，
唱不好歌的她一直都很喜欢那首《酒
干倘卖无》的老歌，因为那里面有打
动她的歌词：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
情，却付出了热沉的生命。远处传来
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
慈祥的心灵……“俺四大给俺们的，
就是慈祥的心灵！”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