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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又到一

年割麦时。

豫西农村习惯把收麦时节叫“过麦

天”。过年，过节，一个过字，体现了麦收

对农民的重要性。

今年小麦丰收。前天回家，一向不

喜农桑的老家侄子，指着自己种的麦子，

一脸自豪：二叔，那是我种的小麦，看长

得多好。望着颗粒饱满，即将收割的小

麦，突然意识到，已经多年没有体会那种

累并快乐着的麦收生活了。

20多年前，在豫西丘陵地带，收割

小麦完全是靠人力、畜力来完成，和白居

易《观刈麦》所描写的场景完全相同。小

麦最后成熟极快，有时上午还是青麦穗，

下午就焦黄待收，有“蚕老一时，麦熟一

晌”的谚语。一场暴雨，成熟的小麦就会

倒伏、生芽、发霉，一年的辛劳付之东

流。麦收时节雨水多，老百姓把收麦叫

龙口夺粮。过麦天，每家都是三更眠五

更起，真的是“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

长”。记得有一年过麦天，大约是凌晨3

点，父亲就带着我们兄妹到南洼割麦，路

上还碰到了同生产队的狗娃一家，夜色

朦胧，两家人说说笑笑到了南洼，南洼的

麦地是梯田，层层叠叠，有十几层，我们家

的麦地在上，狗娃家的在下，到地头我们

就分手了。走到自家麦田，弯腰开始割

麦。那年也是大丰收，小麦长得越厚实，

麦颗上灰尘就越多，割麦的时候都不开口

说话，否则满嘴灰尘。寂静的夜空，只剩

下沙沙沙放镰刀声。大约割了一个小时，

大姐直起腰说，咋听着有人在我家地里南

面割麦？父亲说，没有人帮咱，赶紧干活

儿吧。天还没亮，看不到地那头。又割一

会儿，大姐说，真的有人在我们地里割麦，

站起身一看，狗娃家的人已经快和我们碰

上面了。原来，他们家走错了地块，我们

从北往南割，他们从南往北割。于是大家

哈哈大笑，父亲对狗娃说，赶紧割，趁凉

快，一会儿都去割你们家的。

割完小麦，用人力车把麦子拉到麦

场，天气不好，就先垛起来，天气好，就直

接摊开，等到正午，麦子晒焦了，套上老

牛，拉着石磙碾场。碾场是技术活儿，圈

得转圆不说，还得压茬儿递进，方能保证

脱粒干净。碾完场是挑场，就是用木杈

把麦秸挑走，麦粒留在地上。挑完场是

扬场，就是把小麦和麦糠分离。扬场是

整个麦天技术性最强的活计，是不是老

庄稼把式，扬一锨就知道了。因为风向

不停变化，麦场的地方有限，要合理利用

风向，一锨出去，麦糠随风飘去，麦粒堆

积成山。扬场一般得随风向变化，有时

向左，有时向右，能够左右两边扬场，才

算一张锨。只能一边扬场，被农民称为

半张锨。有的人扬一辈子场，还是半张

锨。扬完场，把麦粒装袋，才算完工。

老家麦场南面，有一棵两人合抱的

大桐树，枝叶浓密。整个麦季，树下必然

放着一桶凉水、一张苇席。劳累半天，来

到树荫下，喝一口凉水，躺在苇席上，伸

展四肢，那种惬意，无法言传。

过麦天一般得半个月甚至一个月，

把所有的庄稼人都累得精疲力尽，很

多人身上都晒得脱皮。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先是有了脱粒机，后有了割麦

机，大大缩短了过麦天的时间。如今

有了联合收割机，农民再也不用“足蒸

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只需拿个袋

子，在地头等着装麦粒就行了。过麦

天，已经完全不是过去的过麦天，但过

麦天的辛劳与快乐，却永远烙在我们

这代人的记忆深处。

在老家，房前屋后，街道两旁，总能

看到石榴树的身影。五月的夏风一吹，

满树的石榴花就裂开了殷红的小嘴。家

乡有句俗语：石榴花开，麦收到来。

麦收时节，是庄稼人一年之中最忙

碌、最劳累的一段时光。我小时候，收麦

基本靠人工。人们弓着身子，一镰一镰

把麦子割下，然后用平车推到事先准备

好的打麦场，再用石碾把麦粒碾压出来，

接着用木锨趁风扬去空壳，经过三四天

的翻晒，最后把晒干的麦子盛进大缸里，

麦收才算告一段落。

我们家孩子多，分到的地也多，父母自

然要为收麦付出更多的辛劳。纵然如此，

每至麦收，父亲面颊上总会露出少有的笑

容。当石榴树刚刚萌发朵朵红点，父亲便

开始准备麦收所需的农具。

在农村，只要到了农忙，学校都会放

假。庄稼人都知道，收麦是一件超负荷

的劳动，不吃点好的，再壮的身子骨也受

不了。于是，麦收的那些天，母亲显得比

任何时候都大方，想着法子改善生活。

享受过美食，我们就到麦场玩捉迷藏，或

是爬到石榴树上摘花戴，玩臭美。

等到我上了小学四年级后，再到麦收，

父母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和几个姐姐也会

随父母下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干得最多

的就是把遗落在地里的麦穗拾干净。毒辣

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仿佛一下子就能把

人烤熟一般，我们拾一会儿麦穗，就会跑到

树荫下去歇息，可父母却从不休息，好像他

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累。

有一年，我自告奋勇帮父母割麦子，

结果一镰刀下去，砍在了腿上，顿时鲜血

直流。父亲背着我就往村医疗点跑。由

于伤口太深，村里医疗条件有限，只能简

单包扎，根本处理不了。父亲二话不说，

又一口气把我背到五公里外的镇上。当

时，我们家连100元手术费都拿不出。一

向最爱面子的父亲，放下尊严，硬是把整

个村能借钱的人家跑了个遍。后来，每当

我提及此事，父亲总是淡淡地说：“我都忘

了。”父亲只会记住别人的好，而我始终不

曾忘记父亲为我放下的尊严。

父母在麦收中斑白了鬓角，累弯了

挺拔的腰身，我们也在一年年石榴花开中

渐渐长大。而今，农业早已实现了机械

化，“五月人倍忙”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

然而，每年石榴花开时节，儿时收麦的情

景总会浮现在眼前，也倍加思念年迈的父

母。在我心中，火红的石榴花正如父母之

爱，始终温暖着我的心房，从未改变。

捡麦穗这活儿，可能是20世纪六

七十年代生在农村的孩子都做过的事。

那时，每到麦收季节，学校都要放

一个星期左右的忙假，让学生回家协助

大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农事。割麦、挑麦

捆、掼麦这些重体力活儿是大人的事，

我们小孩子帮不上忙，至多帮他们捧捧

麦把，而收割后到田里去捡麦穗。

记得著名作家张洁在《拣麦穗》一

文中写道：“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

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

姐身后拣麦穗了。那篮子显得太大，总

是磕碰着我的腿和地面，闹得我老是跌

交。”我也是这样，五岁就跟在母亲后面

捡麦穗了，只不过母亲给我的是一只小

竹篮，而她则挎着一只硕大的竹篮。

捡麦穗大多是在午后，此时劳作了

一上午的农人大多要小憩一会儿，而母

亲却不顾劳累，挎着一只大箩筐走向田

野，我闹着也要去，母亲拗不过我，只好

给我一只小篮子。晌午的阳光热辣辣

的，田野里空空荡荡。母亲弓着腰，双

眼紧盯着地面，仔细地搜寻着，不放过

一个麦穗。我在母亲身前身后奔跑

着。我很少看到麦穗，看到的都是蚂蚱

和蝴蝶，我放下竹篮，去追赶它们，捕捉

它们。母亲嗔怪道：“别光顾着玩，捡麦

穗啊。”我嘴上答应：“晓得了！”可手里还

是拿着刚捉到的蚂蚱玩。而母亲的腰总

是向前弯着，像一棵不堪果实重量的柿

子树，这是我最熟悉的姿势，她锄草时是

这样，割麦时也是这样，阳光下的母亲，

身影异常灿烂。她一只手不停地在地上

拾啊拾啊，还把我落下的麦穗重又捡回

来，她拾的麦穗放满了竹筐，还有很多我

稚嫩的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那些东西

很美好，很沉重，使得母亲的身体总是向

一侧倾斜。

捡完麦穗，母亲招呼我回家。我的

篮子里空空的，母亲的大竹筐沉甸甸

的。我好奇地问母亲：“娘，你哪有这么

多麦穗捡啊！”母亲微笑着说：“收割得

再干净的地块，也有漏落的麦穗。而且

这些麦穗多是最饱满的籽粒。所以只

要你勤快，哪有竹篮捡不满的？”每年夏

收，母亲总能捡拾几十斤麦穗。在那总

也吃不饱的年代，正是这些麦穗，帮我

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饥饿的日子。

长大了一些，我就独自一人去地里

捡麦穗。这时，我才发现，麦地里还真

像母亲说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麦穗。

我像母亲那样不停地捡啊捡啊，不一会

儿就捡了满满一竹篮，累得腰酸背痛。

我这才体会到劳动的艰辛，粮食的来之

不易。从此，在我几十年的人生中，我

一直珍爱粮食，即使在生活富足的今

天，我仍然保持着勤劳节俭的好习惯。

后来上了大学，又走上了工作岗

位，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捡过麦穗，但

儿时捡麦穗的那段经历，一直留在我的

记忆里。它时时告诫着：不要忘记脚下

的这片土地，不要忘记那养活了我们的

每一粒饱满的麦子。

麦子黄了，家乡人麦收时节忙碌的

劳动场景又浮现在眼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麦忙时，一部

分人在地里乂麦搬运，另一部分人脱

粒。先把麦子均匀地铺在打麦场上，一

人驾上牛拉着石磙在前面碾压，后面跟

着两排人用连枷打。

赶石磙的人一手牵着牛绳，一手拿

着粪瓢，从四周一圈一圈往中间碾。既

要看着石磙，一磙压一磙碾匀，又要看

着牛，一旦发觉牛要拉屎尿，麻利地用

粪瓢接着，否则动作慢了，就要弄脏粮

食。

打麦的分成两排，面对面摆成“连枷

阵”进行排打。打连枷也有技巧，两排人

动作必须协调，同一排的连枷起落要一

致，面对面的两排此起彼伏。如果有一个

人动作不协调，就会打在对方的连枷上。

“啪啪”的连枷声整齐而有节奏。有时和

着节拍来个“歌曲大联唱”，你起一首《大

海航行靠舵手》，他来一曲《耕读小学实在

好》……一人起头大家附和。

经过几次翻打后，就用木杈、筢子挑

走麦草，拢成堆。一拨人用簸箕、风车除

去麦糠，另一拨人铺排下一场。一场接

一场，晚上接着打。

后来，生产队买了脱粒机，麦收速度

大大加快，时间缩短。大家突击几天把

麦子全部割完，运到打麦场附近。机器

一响，搬麦捆的、解麦捆的、散把子的、上

麦子的、撮麦子的，几十人围着脱粒机流

水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分田到户后，生产队有了一套机

械。这套机械大家按顺序轮流用。

现在，平原有了联合收割机，山区农

户买了小型脱粒机，一家人在家就可以

收割脱粒，操作方便、轻松、快捷。麦收

时，人们有条不紊，自由消停，白天干活

儿，晚上还要到广场上跳舞、健身。有的

农户把地流转出去，自己出去打工，或就

在家门口打工挣钱。不操心、少受累，收

入更多。工作有规律，娱乐、健身成时

尚。这劳逸结合的生活更惬意。

家乡麦收时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发

生的巨大变化，是改革开放和农业现代

化快速发展的可喜成就。

“小满、大满、江河满”。小满过后，

就下了一场大雨。

起初以为春天刚过，影子还没有消

失，不会下得那么猛烈。谁知一阵“咔

咔咔”的电闪雷鸣，震得玻璃门窗、花草

树木都瑟瑟发抖。顷刻瓢泼大雨跟倾

盆似的泄下来，房前屋后很快积满了

水。大路上湍急的水流，绕了几个弯，

旋着圈朝我家院子冲来。冲开我记忆

的闸门，不由得回想起我家门前曾经有

条河……

爷爷说，从他记事起，村子周围有

一道两米高五米宽的围庄堤。堤上栽

满了榆树、槐树和柳树，挡水护堤，以防

水患。尽管如此，每年进入炎热多雨季

节，洪水像只凶猛的怪兽咆哮着扑来，

河堤招架不住它的猛烈攻势，不是掘洞

就是决口，或者水漫堤坝淹了村庄。家

乡的人们经受着洪涝灾害的侵袭，常常

叫苦连天。

根据多年的抗洪经验，父老乡亲

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随着围庄堤挖了

一条护村河，从村北一直通向村南

头。河堤挡洪，河床排水，双管齐下，

化险为夷。即使洪水在夜晚偷袭，护

村河也会敞开胸怀将肆虐的洪水排到

村外，使百姓免于洪涝之灾。从此，再

遇狂风暴雨洪水泛滥，全村人再不用

提心吊胆，惊慌失措，也能踏踏实实平

平安安地过日子。

我家住在村北头护村河畔。每到

春天，一丛丛嫩绿的菖蒲从水底蹿出，

潜滋暗长，恣意勃发，浑然一体，给眉来

眼去、窃窃私语的鸟儿营造爱的蜗居。

一根根初生的芦苇在春雨中亭亭玉立，

在春风中倩影婆娑，在阳光下茁壮地生

长着。似云像雾的白絮如笔头，直立坚

挺的筋骨如笔杆，把灿烂的朝霞、远方

的炊烟、劳作的身影都描绘在生活的画

卷里。各种各样的鸟儿，在画卷上窜来

窜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在欢叫声

中，有相思的女人，叠一纸船，放上蜡

烛，让纸船载着点燃的蜡烛顺水漂流，

祝福在外打工的男人健康平安！

当洪水退去，河里的水慢慢变得清

澈见底，这里便成了孩子们的天堂。他

们像岸上栖息的青蛙，从石桥上“扑通

扑通”扎进水里，你追我撵打水仗。号

着叫着，哭着笑着。正玩得尽兴，忽然

隐约听到学校里打预备的钟声，便刺溜

刺溜跳上河面，抓起树丫上挂着的裤衩

慌慌张张往学校跑，跑到校园门口三下

五除二提上，如果不小心穿得扭七裂八

或者前后穿反，让老师看出破绽，就会

让你站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半个小时才

让进教室。

有水的地方就有鱼。到了星期天，

我和伙伴们不约而同来到河边，拿铁锹

筑起一道泥堰，用洗脸盆即将舀完水，

迫不及待地下河摸鱼，结果捞上的大都

是小虾。一急之下将水蹚浑，里面的金

鱼、白条呛得吃不住劲，一条条像吃了

“迷魂药”，有气无力地漂上水面。最

后，再挨着窟窿掏，将水下耐呛的黄鳝、

泥鳅一网打尽。

我们满心欢喜地将鱼端回家。晚

上，妈妈用剪刀开肠破肚，取出五脏六

腑，冲洗干净烧地锅给我们煎。我们几

个围在锅台旁，馋得直流口水。片刻，

一股诱人的芳香夹杂着焦煳味扑鼻而

来。不知是把握不住火候，还是舍不得

添油，鱼煎得黑煳，无法入口。妈妈说，

煳的吃了拾钱。我们争先恐后狼吞虎

咽地吃，结果钱倒是没拾到，好在鱼刺

烤得焦黄，失去了锋芒，就是无意中吞

食，也不至于卡住喉咙。

如今，这条河被填平了。 每当放假

回家的时候，我一个人常常要到护村河

遗址边坐坐。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以前的往事

大都忘记，唯有护村河里嬉戏打闹的童

趣，时时让我想起，常常在睡梦中呢喃。

我认识的鸟不多。能叫上名字的，

算下来，也就那么十几种。但在很多年

里，我一直很少会注意它们，我总觉得

它们离我好像远了点。

单位大院里是有一些鸟的。我从

后院里过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鸟

叫。偶尔的，我也能看到一只或几只

鸟，落在草地上或站在树枝上。也有时

候，我看到，一只鸟或几只鸟，忽然从树

枝或草地上飞起，飞起又落下。

我在后院里见到最多的是麻雀。

我经常看见一大群麻雀站在草地上，也

不知道在想什么。我从那里过的时候，

惊扰了它们。它们又一起飞起。也不

飞远。旁边就有树木，它们大部分时候

会落在树上，黑压压的一片。它们也

叫，叽叽喳喳的，听上去有些聒噪。

我印象中有一种鸟，嘴细长，头顶

五彩羽毛，羽毛错落有致，看上去非常

漂亮。我有几次看见它站在草地上，也

不知道是不是在找虫子。我是后来才

知道，它有一个名字，叫戴胜。这是一

个挺奇怪的名字。

再有就是啄木鸟。这种鸟，在我们

老家很常见。我们那儿桐树多。啄木

鸟最喜欢在桐树上打洞。当听到梆梆

梆的声音，我循声望去，就能看到它的

影子。就是这种鸟，我后来在单位后院

里见过几次。只是，我一直没有看到它

打的洞。

如果不是偶然间看到同事拍摄的

照片，我几乎很难相信，我们生活的大

院里竟然生活着这么多的鸟儿。同事

是熟悉鸟的，他能逐一叫上这些鸟儿的

名字。他的电脑里存着大量的鸟儿的

照片。他有一次跟我说，他拍摄的鸟儿

有百十来种。这个数字把我吓了一跳。

单位大院里一共生活着20多种鸟

儿。这是他给我的数字。我怎么也没有

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种鸟儿和我们生活

在一起。也就是在这时候，我才知道，我

将它们忽略了。当然，我忽略的不仅仅

是这些鸟儿，还有什么呢，我就在想。是

什么原因，让这么多种鸟选择在这里栖

息。显然，我忽略了这个园子和园子里

的一草一木。到了现在，我不能不说，是

这个园子吸引了这么多的鸟儿。

这个园子是十几年前开始建的，据

说当时这里杂草遍地，垃圾如山。现在

看来，这有点无法想象。就是在这样一

个地方，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如今这里

变成了一个绿草如茵、树木繁茂的花

园。

这里不仅有青青的草地，也有高大

葳蕤的树木，还有一年三季盛开不断的

花朵。我没有统计过，但听同事说，这

里的各种植物已经达到76种。这里空

气清新，为众多鸟类提供了生存、栖息、

繁衍的乐园。

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越来越多

地往园子里去。我喜欢在午饭后走到

那里。沿着碎石板的小路，慢悠悠地走

过去。从那里走的时候，我经常有一种

走在树林里的感觉。我喜欢那些从树

缝间漏下来的阳光，在地上留下斑斑驳

驳的光影。我也喜欢看鸟儿落在草地

上，在细碎的阳光下，啄食或跳跃。我

喜欢看它们从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

上。它们把脑袋藏在花丛中的时候，我

喜欢那些掩映它们的花儿，掩映着它们

小小的身子。

我想，我是喜欢上这个园子了。

过 麦 天
家乡的护村河

身边的园子

跟着母亲捡麦穗

又 到 麦 黄 时

石榴花开麦收忙

麦收·记忆

□陶礼哲

□岳留坡

□王之双

□寇洵

□吴建
□董凤霞

□惠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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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熟透的时节，农人们便开始忙

碌了。在挥动镰刀割麦前，首先要拾掇

好打麦场。村里的打麦场有固定的场

所，但长久不用已经不成样子。农忙时

节，会看见一些人在打麦场铲除杂草，清

除砖头石块。当打麦场拾掇干净后，人

们便套上牛马，后面拉着石磙，一遍一遍

碾压着场地。松软的土地被石磙碾压瓷

实，有凹凸的地方被碾压平整。也不知

人们挥动了多少次鞭子，牛马绕着场地

走了多少圈，光滑如镜的打麦场终于呈

现在人们眼前。

打麦场足够大，每家每户自行寻找

放麦场地。一捆捆的带秆小麦被卸下，

有序堆放在一起。为预防雨水天气，堆

麦是有讲究的。在有限的场地里，横横

纵纵来回摆置，如同搭积木盖大楼一般，

高高的“麦山”出现了。最后在“麦山”顶

端铺上塑料布，雨水便会绕道而走了！

村上的打麦脱粒机只有一两台，需要

打麦必须排队预约时间，而且打麦工作不

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多人通力

协作，配合完成。这个节骨眼儿，大家都很

忙，要想邀来帮手是很难的。为了生计，为

了打麦成功，村民们都采用“换工”的方式，

也就是打麦时你家出工帮助别家，别家作

为回报，打麦时也出相应的人来帮你家。

作为一家的主要劳动力，要不断赶场，连续

忙碌好几天，辛苦疲惫到极点。

终于轮到自家打麦了，早已等候的

人们精神陡增，如同走向战场。打麦的时

间不分白天和黑夜，如果是夜晚，拉来电

线，挂起一千瓦的大灯泡，照得打麦场如

同白昼。打麦前一二十人要分配好自己

的工作。每个人的工作都很重要，人们要

忙而有序，配合得当。每个环节都不能出

差错，否则就会影响整个打麦大计。机器

“隆隆”作响，尘土飞扬，打麦开始，数十人

如忙碌的蚂蚁，一刻也不停息。

最后一捆麦子被送进机器，打麦工

作终于结束。主人忙着照顾帮忙的人和

脱粒机机主，端茶递烟，殷勤无比。送走

其他人，主人家又开始后续整理工作。

一麻袋一麻袋的小麦粒被装上架子车，

从打麦场往家运送。辛苦是辛苦，但收

获总是令人幸福喜悦的。

故乡的打麦场是时代的缩影，它见

证了农人的辛劳，记录了昔日生活的艰

难，回荡着童年的欢笑。如今，故乡的打

麦场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它留给

人们的深刻记忆，会永远镌刻在时光的

长河里！

打 麦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