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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麦田

游记

待你归来

于一望无际的草长莺飞蜂飞蝶舞中，

四月的麦田，再次恢复生机，将整个人都

放置于这纵横交错的阡陌间，就会有那生

机盎然的返青的麦苗映入你的眼帘，有微

风吹起时，在你眼前出现的就是一浪接着

一浪的绿色波浪，跟随着一起荡漾的还有

你的一颗心，对于中国亿万农民来说，这

不仅是醉美的景致，更是他们心中那最大

的希望和最殷实的日子。

大地养育了麦子，麦子养育了人类，

听上了年纪的祖父母讲起那些往事，这些

麦子，在那些饥馑的岁月里，它们就是性

命。是啊，仔细想想，无论谁的体内，没有

这些麦子的成分呢？

喜欢在这个四月里，一个人走进这寂

静的田野，四周被无尽的绿色包围着，那

丝丝缕缕的麦香之味，一阵阵地随清风向

你袭来，钻进你的鼻孔，进入你肺腑的那

一缕，瞬间就让你神清气爽，这种感觉在

大都市里是绝对体会不到的。如果是在

清晨，这些麦子的叶片上，还会有昨夜的

露珠儿残存，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它们一

滴滴和这麦子相处的场景，看着都让人解

渴，是啊，被这些晶莹的露珠儿滋养着，这

麦苗啊，不就是一个个被宠溺着的孩子

吗？

看着这一望无际的麦田，就会情不

自禁地想起麦收时节的场景。儿时的

记忆中，这麦收是乡下人家的大事情，

在那些没有机械化的年代里，麦收，是

一家人都要忙碌起来的大活儿，不管是

从收割，还是到往家里运输，或是那打

麦子扬场，都需要人工。而每次麦收之

前的准备工作，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

情，比如说那磨镰刀吧，没有一把用着

顺手锋利无比的镰刀，你的麦收将会费

上更大的气力，比如说那草绳，没有提

前制作或者买好的草绳，收割下来的麦

子就无法绑成捆，也就无法往家里运

输，这些工作，都是麦收的一部分，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不管是怎样的忙碌，看

着那成垛或者成堆的麦子，农人的心中

就是高兴的，就是幸福的，所有的汗水

与付出，都是值得的，俗话说“手中有

粮，心里不慌”，就是说这粮食的重要

性。

我还是喜欢一个人，放慢自己的脚

步，独自徜徉在这四月的麦田里，一望

无际的麦田啊，此时正郁郁葱葱，此时

正生机盎然，被这清新的风，一遍遍地

吹拂着，它们一个个仿佛通灵似的，它

们仿佛都能读懂我的内心，你看，它们

翻滚着的样子，多像是我此时沸腾的喜

悦心事。

透过这一望无际的麦田，我仿佛能清

晰地预见不久之后的那个殷实的丰收，四

月的麦田里，生长着乡亲们一年的希望，

也生长着他们那美好的日子。

2月5日，社区工作人员来到我家收

集信息，刚进屋，他们就说：“真不好意

思，登记卡给你们发得晚了，人手不够，

实在忙不过来。”这句话提醒了我，作为

研究生的我，第二天毫不犹豫地联系社

区党支部，要求加入社区疫情防控志愿

者小组，经社区党支部同意后，我和哥

哥都报名成了一名社区防控志愿者。

社区疫情防控工作非常辛苦，我们的主

要工作是协助社区安排，每天需要挨家

挨户登记发放出入证、社区清洁消毒、

登记卡点出入人员信息、测量体温、对非

本小区来访者细心解答和耐心劝返等，

甚至还要在帐篷里值夜班。早上8点，我

们到19号防控点报到后，开始了一天的

忙碌工作。居委会主任张峰和委员李贵

峰每天都来执勤点，即使不是他们值班

也要来看看。“在家闲着不踏实，疫情能

防控到现在这样，是全国各地花了很大

力气做好的，80多岁的钟南山院士还每

天奔赴在一线，咱们千万不能出现差错，

毁掉这来之不易的战‘疫’成果。”张峰

说。基层工作很难做，总有个别人不戴

口罩横冲直撞，甚至出言不逊，防控点的

基层工作人员教会了我们如何心平气和

地与社区住户人员沟通，不急不躁，耐

心说服这些不守规则的人。

在西安读书法博士的哥哥，在疫情

初期，因为不懂医学无法亲自战“疫”很

是失落着急，闭门一遍遍地写毛泽东的

《送瘟神》，无奈自嘲：“博士又如何，还不

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加入志愿者

队伍后，很快他就发现社区门口的大字

通告是手写而成，且因下雨已破旧。他

便在值班之余进行疫情相关的书法创

作，写下《送瘟神》等作品送到社区、发到

网上，告诉社区群众和更多的人“窝在

家里不出门”也是为抗疫作贡献。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抗疫不误农

时”的号召，做农资的爸爸也加入了战

“疫”大军中。打工回乡的务工人员来

源复杂，一旦外出频繁，极有可能发生

交叉感染，后果十分严重。为帮助农民

尽可能地减少外出频率、降低感染概

率、提高耕作效率，爸爸义务视频上课，

教农民如何选农资产品，并多方协调，

申请给农民最早送去保质保量的抗疫

救援农资产品，让他们足不出村就能做

好春耕准备。

在全国抗疫的浪潮中，中小学校开

学的时间到了。为不影响正常教学秩

序，国家适时开启了“停课不停学”的“云

上课”模式，这让从未接触过网络授课的

妈妈开始绞尽脑汁学习新技能。虽然省

里有统一网课定时播放，但妈妈还是一遍

遍认真备课，每天戴上眼镜准时坐在电视

机前学习网课，有的课甚至会回放好几

遍。她说，网课虽好，可是每个学生接受

能力不同，省城和县城的学生基础更是不

一样，所以更要花些心思。此外，因为很

多家长不会网课操作，她还无比耐心地当

起了技术操作讲解员，在家长群里一遍遍

地教，其实，这些家长不知道，妈妈也是我

教了好多次后才学会的。作为一名基层

教师，她以自己的百分百努力为农村学

生的顺利学习保驾护航。

钟南山院士说，老实待在家就是对

疫情最大的贡献。我们家是个大家族，

往年一定是18口人天南海北拖家带口

一起回老家过年，年前也已约好，要到

附近的名胜古迹游玩一番，然而因疫情

影响，我们今年全都留在了各自家里。

这是住宅单元的门洞，

这是话别的“十里长亭”。

一家人，

紧紧相拥，

涓涓热泪，

送你踏上赴鄂征程。

“早点归来，

多加保重！”

一遍一遍，

千嘱咐万叮咛。

不想让你去，

那里疫情严重；

不想让你去，

那里困难重重；

不想让你去，

咱还要顾自己的家庭。

你说咱是党员，

党员就要冲锋；

你说咱是白衣战士，

白衣战士是抗疫的排头兵；

你说党和人民在召唤，

危难时刻，

咱不冲谁冲？

你去了，

去得那么坚定与从容；

你去了，

去得那么速度与激情；

你去了，

让一家人热泪满盈；

你去了，

让一家人心里很空、很空！

我能理解，

国家有难，

咱不能无动于衷；

我能理解，

战“疫”当前，

全民应奋勇抗争。

我能相信，

战“疫”定能打赢；

我能相信，

你是坚强的好兵！

待你归来，

我为你接风洗容；

待你归来，

我为你围炉煮茗；

待你归来，

我给你敬上一盅！ （董秀平）

满囤大爷把自己住的田间小屋戏称

作“小别墅”。他说：“过着田园生活，闻

着庄稼味儿入睡，既踏实又舒坦。小屋

就是我老满的小别墅。”其实，说这话的

满囤大爷压根儿没见过别墅，就连儿子

的楼房也没住过一宿。

满囤大爷的小屋在村东头老果园

里。果园不大，3亩多地，四周全是庄

稼。小屋上爬满了丝瓜、南瓜、葫芦的

藤，铁皮烟囱从藤蔓中斜插出来。远远

望去，那烟囱一冒烟，小屋活像隐蔽在田

野、刚发射完炮弹的坦克。

66岁的满囤大爷没啥文化，也没啥

大的能耐，和妻子倒腾了大半辈子果

园，一双儿女都很争气。女儿大学毕业

后在镇上中学任教，女婿是女儿的同

事。儿子满义高中毕业应征入伍十几

年，退伍后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满义

当上村党支部书记后，村里成立了集体

合作社，把群众的可耕地一下流转了

2000多亩，通过“互联网+”发展订单特

色种植。满囤大爷的水果也搭上村里的

电商快车销往全国各地。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尽管村

里仅有的8户贫困户在合作社的带动下

早已全部脱了贫，但是村里边缘户、独居

老人户仍是重点关注群体。上周，全县

召开脱贫攻坚视频调度会，要求居住危

房和违建房的、60岁以上独居老人的子

女必须把老人接回家中共同生活。散了

会，满义立即召开广播会把上级的精神

传达下去。走出广播室，满义就开始犯

难。他知道，全村的独居老人和他们的

子女都在看着自己，看自己怎样把爹从

果园里接回家住。

天抹黑时，满义拎了瓶“老村长”和

几个变蛋来到果园。见小屋里的灯没

亮，也没听到电视机的响声，满义喊了

声：“爹——”，没应声。他打开手机手电

筒照了一下屋子，也没人。爹有早睡的习

惯，这会儿会去哪儿呢？满义有些放心不

下，随即拨通了爹的手机。“叮铃铃”，爹的

手机在床头响。满义冲着果园大声喊了几

声：“爹——”，还是没人答应。这时，满义

心里开始发慌，他知道爹没有晚上串门的

习惯。再说，今晚是他们爷俩约定俗成的

对饮二两的时间，爹不会无故爽约。

满义断定，爹只会去一个地方。满

义向果园的尽头走去。果不其然，爹在

娘的坟前。爹在与娘说话。满义没打扰

爹，他悄悄地跪在爹的身后，静静地听爹

与娘唠个没完：

满义他娘啊，我心里知道，你把这里

的每一棵树都当成了自己的闺女、小子，

每年盼望他们长得有出息些，多结些果

实，好多卖钱，好养家糊口，好供孩儿们

念书。如今，咱家闺女当上了国家教师，

咱家满义成了村里的“一把手”！你就放

心吧，咱这果园不会败。满义说了，今年

请县里果木专家给这一园子的果树嫁接

最新的优质品种。按照规定，咱这果园

是允许有一间看护房的，我好好的身体，

在果园里多陪你和果树几年是没问题

的。但是，其他人会嚼舌头呀，说村党支

部书记的亲爹60多岁了就能自个生活，

别人的爹娘为啥不能单独居住？满义他

娘，这几年村里搞平安建设，乡贤会把电

子眼安装到每个路口，那满村的路灯一

到晚上通火的明，再说了，如今大人小孩

的觉悟都高了，哪里还有小偷小摸的

呀？满义他娘，咱家满义和儿媳都孝顺，

自从你走了之后，孩子们就劝我搬回家

住，可我舍不得啊……

爹说着说着，失声痛哭起来。满义

也跟着哭起来，他哭着向娘保证：“娘，您

老尽管放心，我和媳妇决不会让爹受一

丁点儿委屈！”

那一夜，满义陪着爹在果园的小屋

里，住了最后一宿。

淮河之源桐柏山，山高水高，泉眼随

处可见。其主峰太白顶，向北行脉三支，

西支歇马岭，腰腹间有一泉涌出，名曰

“清泉”。听老辈人讲，此泉最为灵性，从

未干涸断流。

泉边拔地而起一株白果树，号称“千

年银杏王”，树冠蓬蓬然如云朵，叶片青

青兮似鹅黄，老而未老，依然茁壮。临树

旁有一古寺——清泉寺，始建于隋唐，晨

钟暮鼓，仙乐缭绕，至今香火旺盛。小小

天地，一泉一树一寺际会于此，三兄弟和

合相融，共同见证大千世界的前世今生。

金秋十月，稻黄栗红，遂约好友结伴

秋游，夜宿清泉寺。寺院诸位师傅皆坚

守过午不食之戒，故而大家也就全免了

晚饭。暖阳西沉，明月渐升，在泉边支一

竹几，烫一壶银杏叶茶，海阔天空话三

国，品茗听泉悟禅意。此刻，大地似静非

静，万物朦朦胧胧，忙碌一天的泉水，仍

然不知疲倦地轻轻敲击着音符，就如观

音菩萨手持玉净瓶，把圣水甘露洒向洪

荒宇宙，去淘洗俗人的满身劳累，滋润圣

贤的纯洁心性。更听那泉水落入池海的

叮叮咚咚之声，似乎是大山深处的精灵

发出的天籁之音，悠久而绵长。这声音

绵长得犹如一条永无尽头的红丝线，串

起了远古与现世，天上和人间。她时刻

提醒着人们，务必永远踏着自然的运行

节拍，恪守事物的内在法则，黎明即起，

既昏便息，一年四季，万世轮回。

午夜，似有山风吹起，呜呜的声音是

松涛，沙沙的响动是竹林，细听，哗哗的泉

水声仍能隐约入耳。我突发奇想，想那泉

水常年隐忍于地下，吸纳大地之精华，修

行万古之灵气，集聚自身之能量，理应一

日不发，一发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然而，泉水如温顺的小绵羊，春夏秋冬潺

潺流水，经年累月不缓不急，任尔东西南

北风，我自闲庭信步。此乃真君子！何

也？根植大地，心无旁骛，不羡窗外奢华，

抛却功名利禄，用万钧之定力，固自我之

本性。举重若轻，收放自如，壮哉！

晨钟响起，天色将明，我披衣下床，

缓缓踱至泉边，伏身直饮一口甘泉，浸透

心脾，再掬一捧拂面，顿感神清气爽！渐

渐地，山岚生起，炊烟如幻，泉水也如醒

了一般撒着欢儿奔向一口方塘，弹奏出

清脆甜纯的牧笛之声。本来，水至清则

无鱼，但这仙境妙乐，竟吸引了无数鱼

儿，成群结队向上游聚拢而来，口中吐着

水花，摇着灵巧的尾巴，好像清晨入高堂

向父母问安，一齐向泉水致敬！

泉还是昨天之泉，水亦非昨日之水，

这不变与万变的泉水啊，蕴含着无穷的

勃勃生机和活力，恰似一条蜿蜒灵动的

小白龙，在塘中打了一个漩儿，便急不可

待地伸展腰身，挤出栏栅，游向远方，去

滋润淮源大地，护佑桐柏儿女！

我和爱人素来不喜欢养花。搬入

新居后，爱人说：“养几盆花吧，绿色植物

能吸收异味消除甲醛，有利健康。”于是她

一次性买了十几盆吊兰、虎尾兰、芦荟、发

财树等，价格既适宜，又四季常青。对于

没有一点儿养花经验的我和爱人来说，这

些花草一进家门就注定了结果，不到两个

月，它们先后全部死亡。之后，爱人陆续

又买了几盆仙人球、仙人掌，说是比较耐

活，但终没逃过死亡的命运。

一次回老家，恰逢父亲在菜地种萝

卜。突发奇想，阳台那些空置的花盆，何

不种上蔬菜呢？也算是废物利用。走时，

家里所有的蔬菜种子都带了一份，有菠

菜、芫荽、上海青。另外，在菜地挖了满满

一编织袋黄土，作为它们安家的土壤。

抱着尝试的态度，选了陶质的花盆

先种了四盆。此后，与父亲的电话通话

内容又多了一项，请教种菜知识。种子

在土里植入的深浅、浇水的时机和次数，

在父亲电话遥控指挥下，我依葫芦画瓢，

没多久，它们竟然发芽了！高兴之余，十

分担心，它们会不会像那些花草一样养

着养着就死了呢？于是与父亲的联系

更加密切。我也主动出击，上网查资料，

熟悉它们的脾性，科学种植。又精心选

购了农家有机肥，甚至购买了袖珍版的锄

头，用来锄草。没购买农药，父亲反复叮

咛，打农药对菜不好。下班后所有的时间

都消磨在这四盆蔬菜上，儿子为之“吃

醋”。当菠菜、芫荽亭亭玉立时，我竟然舍

不得把它们作为蔬菜吃掉，直至它们开花

结果。如此小试一番，信心大增，我又种

植了蒜苗、小葱、韭菜。当所有的花盆绿

意盎然时，阳台，成了一块菜田。

种的蔬菜越来越多，品种越来越

多。偶尔友人上门小酌，我会选一些花

盆里的青菜，或小炒，或焯水凉拌，作为

下酒菜，友人吃得舒心，我则收获满满的

自豪，皆大欢喜！时间长了，种菜种出了

一些心得，就会迫不及待地与父亲交流

分享。有了共同的话题，通话的频率越

来越多，虽然父亲在乡下，我在城里，但

是感觉与父亲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不像

父子，更像是志同道合的菜农。

想起以前养死的花，不是花不好

养，而是没有为之用心。菜如花，花如

人，都需要精心喂养，才能茁壮成长。

傍晚，在街对面的小公园里遛弯。晚

风轻拂，花影婆娑，一个年轻的女子牵着

一个五六岁大的小男孩也在散步。小男

孩非常调皮，走路也不老实，蹦蹦跳跳，一

会儿蹲在地上不肯走，一会儿又伸手摘枝

头上的花。

那个年轻的妈妈一把抓住他的手，

和颜悦色地说：“这花好漂亮啊！别摘

了，摘下来就蔫了、枯了，留在花枝上，

还可以多开几日，别人也可以好好欣赏

一下。”小男孩不依不饶，嘴里一个劲地

嚷嚷：“要你管啊？我就要花，你干吗管

我？”

小男孩噘着嘴，兀自生气，可孩子的

心性就像晴天的雨，一转眼就过了。眨眼

的工夫，他又去追一只小狗。那只小狗可

真漂亮，像一个白色的小雪球，被小男孩

追得撒欢地跑。

那个年轻的妈妈在后面大喊：“别跑

了，别跑了，别摔倒了！”小男孩哪里肯听，

一边跑，一边回头说：“你有本事追我啊？

追不上我就别管我……”话还没说完，摔

了个嘴啃泥。

我在公园里遛弯，偶然听得一耳朵，

忍不住笑了。想起我小时候，也是这般任

性、固执、不领情。母亲每每管我，不让我

这样，不让我那样，我都会梗着脖子嚷嚷：

“啰唆什么啊？我才不要你管呢！”

有一年的冬天，我打算和小伙伴一

起去村西的水库破冰取鱼，结果这件事

情被母亲知道了。母亲说：“不许去，天

冷，危险，不要小命了？”我央求母亲：“我

们不凿冰，去溜冰，不危险。”母亲说：“那

也不许去！”我急了，回言：“就去，要你

管？”

我被小伙伴接引，从窗户偷偷溜出

去，结果鱼没有逮着，自己却掉进了冰窟

窿里，身上的棉袄棉裤全湿透了。大冬

天，冻得瑟瑟发抖，却不敢回家，怕妈妈问

起。磨磨蹭蹭溜回家中，躲在门后不敢出

来。

那时候，母亲什么事情都要管，不许

打架、不许骂人、不许和陌生人说话、不许

疯跑、不许爬树、不许下河、不许喝凉水

等。如此种种，不许的事情简直太多了，

被管得厌烦了，所以经常会拿“不用你管”

这句话来回怼母亲。

那时候，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快些长

大，长大了就没人管了，从此过随心所欲

的日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逃离母亲

的“魔掌”。谁知长大了并不像想象的

那般自由和宽泛，不但要管好自己，还

要管好父母、管好爱人、管好孩子。长

大后才明白，这世间根本没有绝对的自由

和随便。

看著名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提醒幸

福》感慨良多。天气变冷，母亲会提醒你

多穿衣；新交了一个朋友，父亲会提醒你

小心骗子；取得一点成绩时，关心你的人

会提醒你别骄傲。

“被管”这两个字从字面上来看有背

动性，不是主观上的意愿；“提醒”这两个

字更平和、更中性、更人性化一些。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被管”和“提醒”有异曲同

工之妙。试想，管别人也是一个体力活

儿，需要耗费精神和心力，若不爱，谁会管

别人的闲事？

生活中，很多人讨厌“被管着”，觉得

被束缚，没有自由。可是一旦没人管了，

又会觉得空虚，没着没落。大多数人小时

候被父母管着，结婚后被爱人管着，老了

以后被儿女管着。若有一个人肯天天管

着你，肯定是爱你的。所谓的“管”，也是

一种牵挂和惦念。说到底，被人管着也是

一件幸福的事情。

□姜利威

被管也幸福
□王晓宇

小小说合户
□王新扩

淮源听泉
□马哲宇

诗歌

我家战“疫”故事 散记

□刘琼

在花盆里种菜
生活散记

□刘天文

憧憬 张天义摄

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