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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印象■

□张华梅

冬天的故乡

心有猛虎，心有玄武

■

初冬的沈丘，寒风飕飕。“牛人”的一番侃“法”

经，让人顿感暖意融融。

被称为“牛人”的是沈丘县纸店镇粮食经纪人

张培方，这些天来，单见他手持一本法制书籍，饶

有兴趣地“啃”起来，并在部分条款下面画上了红

线。别人问他为何玩起了“高端”？张培方一脸严

肃地侃起来：“俺虽然是个泥腿子，可俺是个老高

中生，对国家形势也略知一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

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

稍停片刻，张培方又一本正经地侃起来：“这几

年，俺靠国家托市粮收购政策、农发行收购资金及

时足额供应，起早贪黑经销粮食赚了一笔辛苦钱。

让俺实现了从‘粮贩子’到‘粮食经纪人’再到‘牛人’

的‘三级跳’。可俺发现部分同行法律意识淡薄、不

够诚信经营，偶尔与售粮农户发生纠纷，有的还栽

了‘跟斗’吃了官司。为让自己脚下不滑、身子不歪、

不走弯路，俺和同行们都学学法，补补脑，既不当‘法

盲’，又强筋壮骨，跟上国家‘依法治国’的步子。”

随后，“牛人”侃起了他的表哥姜启发。姜启

发是沈丘县周营乡种粮大户，劳作之余，一些普法

资料“口袋书”总是爱不释手。老实巴交的他为何

突发奇想，半道上青睐上了“法律书籍”？

虽然姜启发不善侃谈，但“牛人”还是一语泄

露了天机。这几年，姜启发靠土地流转每年种地

150多亩，因租赁协议多为口头协议，或租赁协议

过于简单、无法律依据，免不了和一些“翻脸不认

人”中途要回土地的农户发生纠纷，导致部分租赁

协议中途“夭折”，多备的种子、肥料、农药积压过

期而成了“剩男剩女”，总体种植计划“搁浅”，种植

模式“流产”，造成了不小损失。真是赔了夫人又

折兵，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

“俺要走依法经营种植模式，让法律充当俺的

保护神！”生来就有一股子犟脾气的姜启发，半晌

才侃出这样一句“狠话”。

最后，“牛人”似乎神秘地侃道：目前全县像他

和姜启发这样热衷学法的农民还不在少数。这足

以说明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理念深入人

心，在广袤的农村正产生强大的冲击波。

这强大的冲击波似甘露，滋润着每个人的心

田；似暖流，让人暖意融融，心旷神怡。

“牛人”牛耶！

作者档案：王向灵，就职于沈丘县农发行。

我怕冷，不喜欢冬天，可每次想起故乡，总是

最先想到冬天的故乡。大概因为故乡温暖，能够

抵挡冬天严寒，让每一个想家的人，心底暖融融

的。

对于童心未泯的人来说，冬天的故乡就是最

为可爱的雪人。记不清雪从何时开始飘落，起先

是小雨，然后小雨夹雪，接着是小雪，谁知最后竟

然是一场大雪呢！本来，孩子们被家人看住，担心

跑出去湿了棉鞋，可当漫山遍野都被大雪覆盖的

时候，不要说孩子，就是大人的心里都在蠢蠢欲

动。于是孩子们跑到雪地里疯玩，或掷雪球，或打

雪仗，但最终，所有人的心思都会集中到雪人上。

堆雪人时，大家都是快乐的，你堆一个，我堆一个，

比比谁堆的雪人最漂亮。争论不休的结果，大家

就觉得小雪人没啥意思，聚在一起堆一个大雪

人。这时候，本来在远远观望的大人也忍不住，拿

着工具加入进来。于是，冬天的故乡呈现出前所

未有的热闹与祥和，一个大大的雪人矗立在村头，

也矗立在多年以后想家的人的心头。

对于浪迹天涯的人来说，冬天的故乡就是一

个红火火的火盆。在我的记忆中，每到秋天，很多

人家都会制作火盆。火盆很简单，烂泥里加入一

些碎稻草，搅拌均匀，然后捏成盆的形状，在太阳

下晒至半干，再拿到屋里阴干即可，如果晒至全

干，火盆就会裂口，反而不好了。假如村里有人家

烧窑制砖，就会把晒干的火盆放进窑内代烧一下，

这样可以用上很多年。以前没有空调电暖器，到

冬天时，家中有老人的就会早早用上火盆。火盆

烤火很简单，烧火做饭后剩在灶膛里的余烬，掏出

来放到火盆里即可，到了三九严寒，就会燃上老树

根。用火盆烤火，不仅可以提高室内温度，更能吸

引人气。有闲暇的老人会聚在火盆边聊天，顽皮

的孩子也来了，他们喜欢在火盆里烤东西吃，什么

黄豆、玉米、扁豆粒、红薯干，烤熟后全都香喷喷

的，多年以后，在梦中，我还为之垂涎。

对于心有牵挂的人来说，冬天的故乡就是一

幅民俗画。冬天虽然寒冷，却是父老乡亲们最为

空闲的季节，他们会好好地利用这闲暇，好好地享

受着生活的富足与闲适。在冬天的故乡，人们喜

欢赶集，不管买不买东西，只要天气晴好，总喜欢

去集市上逛一逛，因此寒冬里的乡村集市总是最

红火。冬天里，人们也喜欢走亲访友，探望老人，

看望孩子，和多日未见的亲友叙叙旧，也能赶走冬

天的严寒，令生活温馨从容。冬天的故乡，总是喜

事不断，东家娶亲，西家过寿，善饮的人都会将喜

酒喝得歪歪扭扭，怡然而满足。

冬天因为有故乡的牵挂才不觉得寒冷而漫

长，冬天又因为有故乡的牵挂而常常心浮气躁。

冬天的故乡就是这样，存在于记忆深处，又经常浮

现于脑海，除非投入故乡的怀抱，才会消除乡愁所

带来的煎熬。

临近新年，很意外地收到一张贺卡。我心想，

这年头还有人寄贺卡？疑惑之余，看到贺卡里清

新飘逸的钢笔字写着我的名字，立刻有种见字如

晤的感觉，让我倍感亲切。

随着信息高速发展，进入网络时代，书信贺卡

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我原来特别喜欢收集各

种美丽的贺卡明信片。在有网络之前，每当节假

日，我都会精心挑选一张合适的贺卡送给亲朋好

友，也会收到来自远方朋友的贺卡，这一张张卡片

汇集了一段段美好的回忆。可随着网络的普及，

电子邮箱、电子贺卡、QQ、微信的盛行，连我这个

喜欢收集贺卡的人也逐渐依赖电脑，乐此不疲地

发着电子贺卡。现在，看到这张新收到的纸质贺

卡，和昔日堆在书柜一角的各种书信，对鸿雁传情

的岁月产生了深切的怀念。

记得20多年前我10岁生日那天，在汕头当兵

的舅舅寄给我一张生日贺卡。一打开贺卡，里面

就播放欢快的生日歌。生活在农村的我第一次收

到这么神奇的礼物，爱不释手地反复把玩，引得左

邻右舍的小孩都来看稀奇。后来在城里上学，临

近节假日，我就会和好友一起去挑选贺卡，有印着

美丽图案的，有点缀金粉银粉的，有立体的，还有

带音乐的。我们会根据收卡人的性格、爱好挑选

合适的贺卡，然后仔细斟酌写在贺卡上的每一句

话，甚至为了写一手漂亮的字迹，挤出课余时间练

字，那薄薄的卡片上满载着青葱岁月的温暖、祝福

和牵挂。

在情窦初开的年龄，我们把写满期盼与祝福

的贺卡，偷偷地塞到对方的抽屉里，收到贺卡的

人心里便激起无数涟漪，猜测送贺卡的人到底是

哪一位。在这些美丽贺卡美好的祝福中，洒满了

一片片我青春时期情感的微风细雨。匆匆那年

的情愫，带着字里行间浸润着一个人的心情、体

温的贺卡，然后用信封封存，投进绿色的邮筒里，

随着等待盼望的时间，长成一树春暖花开的惊

喜。多年过去，人们对传统的贺卡逐渐淡忘了，

但我看到美丽心仪的贺卡时，依然会情不自禁地

收集。

岁月流逝，世易时移。那些年，那些人，那些

用纸和笔书写美好祝福的往事仍然记忆犹新，萦

绕于怀。站在新年的路口，我想用写满真情的贺

卡，表达我对朋友新一年的祝福和期望。

又要过年了，每当此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

起那件关于车票的往事……

夜已经很深了，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

过年该回家了，可我到现在连车票也没买着，其他

室友明天就会起程，个个带着惬意进入了梦乡，发

出均匀的鼾声。

我睡不着，父母催着我回家，说爷爷身体不

好，他老人家想见见我，让我无论多忙，一定要回一

趟家，票啊！我彻夜难眠。

第二天一大早，室友们已经在热火朝天地收

拾行李了，我半卧在被窝里，上铺的小张关切地

问：“还没买到票吧？”我无奈地点点头，然后蒙起

被子。

小张过来拉我：“快起床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我苦笑着，没车票怎么回家？小张似乎看出了我

的心思，笑着说：“你小子真是福气啊，我把车票让

给你，今年我不回家了，我女朋友偏要我跟她留在

这里，好好地游玩几天，平时也没个时间，你得感谢

我女朋友啊！”小张跟我同乡，他家离我家只有百余

里，可我不敢接过这突如其来的火车票。

小张打趣道：“你知道吗？昨晚我上厕所时，

听你一直在说梦话，全是爷爷、车票的事。”我心里

一咯噔，我相信小张的话，我实在太想有一张回家

的车票了。见我没动，小张又说开了：“难道你不想

看看你爷爷？”提到爷爷，我一骨碌爬了起来，感激

地看着小张。

与小张挥手告别的时候，我紧握他的手：“请

替我谢谢你女朋友。”小张一脸骄傲，他说他女朋友

就是那么好，处处为人着想，说到情深之处，眼睛竟

然湿润了，看看，这小子就是容易被感情“迷糊”。

坐在回家的列车上，我仿佛看到了爷爷布满

皱纹的脸庞，历尽岁月沧桑，还有他被病魔折腾的

痛苦样，我真希望一下子飞到他身边。多亏了小

张和他女朋友，否则，爷爷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怎

么能对得起他？

室友小李打电话给我，当我告诉他我已经上

车了，电话另一头的小李说：“你知道吗？小张还在

宿舍呢！他女朋友早就回家了。”我忙追问是怎么

一回事，听完小李的叙说，我彻底怔住了。原来，大

家都知道我爷爷身体不好，家里急着让我回家，而

我一直买不到票，今天一大早，小张将我夜里说梦

话的事跟大家说了，大家束手无措，爱莫能助，最后

小张给他女朋友打了电话，说明情况之后，小张的

女朋友毅然叫小张将车票转给我……

挂了小李的电话，我赶忙打给小张：“真的谢

谢你把车票给我，让你一个人留下来，所有的一切

小李已经告诉我了，叫我怎么说才好呢？”小张笑

了：“什么也不要说了，回家吧，因为这个时候你比

任何人都需要车票，这一点还是我女朋友教导我

的呢，不要太挂在心上，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兄弟。”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一直到现在，那张泛黄的票根，我都好好地珍

藏着，它时时让我想起那段往事，刻刻在鞭策着我。

萝卜地里长了好多草，其中有荠荠菜。

霜降后，夜里的温度到几摄氏度了，夜

行的人穿上了棉袄；白天温度尚可，日头一

照，还有将近二十摄氏度。

地里的很多小草都枯萎了，唯有萝卜

哥哥和荠菜妹妹依然青葱。

周末，一群男男女女来挖萝卜，直夸这

萝卜哥长得好，顺带还夸奖了种萝卜的人，

萝卜哥自豪地随风摇了摇叶子。

一只脚踩在荠荠菜上，荠荠菜痛苦地

蜷缩起来。

“哇，荠菜！”一个穿红棉袄的女人发现

了这片荠荠菜，惊讶地叫了一声。同行的

几个人过来问：你认识荠荠菜？

“我当然认识了，小时候上劳动课，我

们去地里挖过，当时老师还给我们说，开白

花的就是荠荠菜！”

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荠荠菜上，他

们说，现在农贸市场上荠荠菜14块钱一斤

呢，赶紧挖点回家包饺子，要是挖多了，回

市里卖钱去！

萝卜哥很郁闷，心想：现在这人真是吃

错药了，我这个儿头、我这身材、我这皮肤岂

能是荠荠菜所能比的，但是主人说我现在在

市场上不过几毛钱一斤，而荠荠菜这个旁逸

斜出的东西居然就到14块钱一斤呢！

月亮出来了，萝卜地里撒满了银灰。

萝卜哥和荠菜妹都没睡意，两个人开

始聊天。

“唉，真没想到啊，我居然混到了这种

地步！”萝卜哥说。

荠菜妹尽管知道了自己的身价有点小

得意，也不敢妄自尊大，说：“萝卜哥，别伤

心了，也许到了春节你就值钱了呢！”

“论说我可是嫡出啊，你想吧，这地叫

萝卜地，种子也是主人专门花钱买的，还给

我施肥、浇水，我也努力了吧，可着劲长个

儿，天寒地冻的时候我还不忘记生长，咋就

这么不值钱呢！”

“那是啊，我也不明白了。你看当初

吧，我们刚刚长出个小芽，主人就把我们铲

掉了，我们可是偷偷地依附在你身边才长

起来的啊，其实您是菜，我们才是草呢，就

目前这身价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第二天，萝卜哥召集白菜、土豆、南瓜、

大葱等开了一个大会，还特邀了小麦、玉

米、红薯以及猪、马、牛、羊等列席了会议，

会议就农副产品价格低廉形成了一个决议

并提交给了农民协会，希望通过农民协会

上呈国家机关，决议的主题是：如果农副产

品还不涨价，他们将集体罢工，拒绝生根、

拒绝发芽、拒绝生长、拒绝开花结果。

这个决议被媒体曝光后，荠菜妹很高兴，

觉得翻身得解放了，明年自己就可以成为土

地的主角粉墨登场了，于是也开了个会，形成

了一个鼓励农民协会大面积种植荠菜的倡

议。偏偏在这个时候，土地爷出来说话了。

土地爷说：“你们太没经验了，你们也

不想想，单单就你们荠菜能干什么啊，没有

其他蔬菜和肉，纯粹的荠菜能包饺子吗？

即便能包饺子，一年365天都吃荠菜，所有

人的脸色还不都是菜青？哪个人愿意一年

吃糠咽菜啊！”

听完土地爷的话，荠菜妹吓了一跳，问

土地爷该怎么办，土地爷说：“你们应该说

服市场，把农产品的价格长起来，让他们物

有所值，你才会金贵。”

荠菜点了点头：对，到底您是土地爷，

看得就是长远。

人，自称为“高等动物”，

虽不尽然，却也有所长。人

既要有激情，也要有不急不

躁的一面才能为同仁所认

可。换句话说，要心有猛虎，

心有玄武才能有所作为。

猛虎者，兽之雄也。英

姿勃发，目光如电，吼声如

雷，有撕碎苦难的利爪，有斩

断绝境的尾巴，一声怒吼便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而玄武则不然，行动迟

缓，不争不抢，不听不见，不

闻不问，安于当下乐在千

秋，不急不躁脚踏实地，虽

无猛虎之雄、金雕之英、仙

鹤之灵，却也乐得长命百

岁。这两者，也是有所为的

英雄身上少不得的。人们

常用一个词语概括某个人

的特点，却往往忽略这个人

的复杂性和其他特点。

例如，被称为虎将的关

羽。关羽历来被称为“武

圣”，斩颜良文丑，温酒斩华

雄，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

横扫千军，天下无双。可当

他与曹魏对垒时，却不紧不

慢，打探敌情，分析之后，挖

开堤坝放水，成就了水淹七

军的美名。他的身上有两

种特征，却被世人强调了第

一种，“玄武”被忽略。

又如那“智能擒妖”的

诸葛亮，被人们称为“智

圣”，总是一副成竹在胸、

不慌不乱的诸葛，还有对

主公无限忠诚的形态。其

实他也有猛虎于胸。在世

之际他多次出兵北伐，号

称“六出祁山”。更兼心中

还有“北定中原，产锄奸

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的雄心壮志。还有东吴都

督鲁肃，提出了“坐观天下

变”的“炕上策”，一个静观

局势，自保不攻的玄武模

样。他也曾在赤壁一战中

率军出战，也曾劝孙权“坚

守不降，终得天下”。

可见，有所成的人，确

实都有猛虎般的激情、热

血、雄心壮志，也都有不急

不躁脚踏实地的耐心。非

此二者不可成事。

心有猛虎，饮冰十年热

血难凉；心有玄武，泰山崩于

前也拈花一笑，不急不躁。

作者档案：李之尧，郑

州一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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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月份的一天，乘

火车赴外地出差。看着窗

外飞驰后移的景色，不经

意间，将视线移向了那些

熟悉的桐树身上。房前

屋后，公路两旁，田埂四

周……一簇簇，一片片。

物质贫瘠的那个年代，

豫西人从一出生起，便开始

了与桐树的不解之缘。

三四月光景，桐树开

花，春和景明，孩子们像动

物“冬眠”后苏醒一样，绽

露出孩子的天性，一群群

疯跑，一拨拨打闹。一些

大孩子发现桐树开花，少

不了背着父母“勇攀高

峰”，爬到桐树上，又摘又

折，桐花、桐枝纷纷落下

后，小孩子们就一拥而上，

哄抢桐花。

桐花的“用途”多种多

样。有的孩子，是摘去桐

花的“小绿帽”，伸出小舌

头吮舔少得可怜的甜味

儿，嘴里发出“咂咂”的品

尝声，直到舔得毫无滋味，

再摘下一颗重新再来；有

的，是不急于扔到地上，而

是用嘴在这头堵住桐花的

小口，另一头用手将桐花的

“裙摆”捏紧了，一边使劲吹

气，一边将桐花“气球”往嘴

上快速挤压，随着“叭”地一

声响，“气球”粉身碎骨，操

作者便为自己的“杰作”哈

哈大笑；有的呢，则是偏不

要这些桐花，专收桐花上的

“小绿帽”，集得多了，用细

绳串起来，竟能成为“沙和

尚”胸前的“念珠”，挂在脖

颈下，还真有点像念经的和

尚。还有些桐花，被虫蛀

后，竟能结出一个大茧包，

看似无用，却可做弹弓包之

用，用了许久，竟也不破。

大人们为此也还用它来补

鞋用。

那些年代，孩子们最

不缺的是自创的游戏节

目。夏季到来，顽皮的孩

童们会用塑料袋子固定在

长杆子一端，小心地将杆

子伸向长时间吸附在桐树

干上的蝉。杆到蝉足够近

处时，“啪”地一声将袋扣

在蝉上，蝉受惊“突”地一

飞，恰好“自投罗网”，任凭

如何挣扎也只好乖乖地当

了“俘虏”。蝉放在锅里炸

了，吃起来又酥营养又高。

缺少电影、电视、电

脑、玩具、游乐场的年代，

桐树也成了孩子们手中的

“娱乐道具”。

一些乡亲，因为年景

好，打下来的玉米多得仓

库里也放不下，就把玉米

包作绳，玉米棒子两穗一

组挂在桐树上，远远望去，

煞是壮观。正所谓“清幽

一树黄金景，锦绣八方丰

收图”。担心耗子上树偷

吃，智慧的村民会在树干

底端实实在在裹上一圈塑

料膜，基本断了这些小动

物的念想。

当然，关于桐树的有

些效用，是我也不曾亲眼见

过的。比如我们豫西的有

些地方，人们把在山沟里开

的一种紫色桐花，采摘后，

拿回家拌上面、撒上盐，在

笼上蒸了，蒸得热腾腾、香

喷喷的，盛上满满一碗，狼

吞虎咽地填肚子充饥。

桐花还有药用良效。

年轻人青春发育期，脸上易

长“青春痘”，春天桐花时，

采摘一把来，晚上睡觉时，

先以温水洗脸，取桐花数

枚，双手揉搓至出水，在患

部反复涂擦，擦到无水时为

止，然后上床睡觉。次日早

上洗脸。此法连用三日，一

周后“痘痘”便会不见了。

桐树汁液更是治水火

烫伤烧伤之佳品。伤之初

未起泡时，割一点汁液抹

上，即刻止疼，并不留伤痕，

一两天就好，效果神奇。

偶然也得知，桐木板

材被高温加工成高密度板

后，可作琴的共振材。原

因是它在所有木料中，最

不易变形的。其木质优

良，用桐板材制作的乐器

音韵美丽，誉为“桐韵”，远

销东南亚及欧美。稀松平

常的桐树，竟还能登上这

样的大雅之堂，是我所万

万没想到的。

车窗外的桐树，一幕幕

向后飞驰而去。桐树，这些

平淡无奇之树，不更像一些

平淡无奇的工蜂般的老实人

一样，忠于职守，任劳任怨，

专注奉献，不求索取吗！

作者档案：亢鹏博，就职

于陕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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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桐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