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该是夏季

布谷鸟的叫声

落在辽阔的垅港

惊动了小河流水

插秧人

搅浑了小鱼的家

泥鳅也有同感

公蚂蟥替它们出了一口恶气

燕子觅食

我听到小虫喊救命

蚂蚁公主趴在我的耳边

问我喜不喜欢这里的风景

晴夜

煮一壶夜色

倒入江中

星月仍然活着

被游船吓跑

柳丝天生风流

触摸碧波

云产生醋意

冲出水面嫁给天空

小港幽静

容易传出梦话

面对路灯的笑容

我只能用沉默回答

夜有蛙鸣

也有蛐蛐的叫声

我寻觅不到惆怅

为葱绿的芦苇写一首诗

异乡端午情

别有情趣的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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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发展颂
艾 香 如 故

早上去公

园散步，忽然

看到园里的石

榴花已开放，

那热烈的红惊

艳 了 不 少 路

人，石榴树下，停着几个小摊，摊主在叫卖香包和花绳。看着

花花绿绿的丝线，我忽然想到那些年母亲给我搓的花绳来。

家乡端午节有给孩子戴花绳的习俗，每年的端午前，母亲

就会翻箱倒柜寻找家里的丝线给我们搓花绳。搓花绳需要五

种颜色的丝线，五种颜色不好配，就到邻居家去找，有时候还

会拿手中的丝线和人家对换，凑齐丝线，母亲就会在椅子上坐

下，搓花绳。她搓花绳的时候，通常在早上，坐在窗下搓动，打

结。我一睁眼就能看到她。看到她我一定蹦过去也要搓，母

亲笑笑说，搓花绳也要有技巧的，等你长大了，我教你，现在你

就等着，妈妈给你戴。我就乖乖地在一边等着她搓好花绳，之

后拴在我的手腕上、脚脖上。

我们家姐弟三个，都是戴着母亲搓的花绳长大的。端午

这天，母亲一早起来，就招呼我们起床、洗漱，之后把搓好的花

绳拿出来，在我们的小胳膊上比量一下，然后剪下足够的长

度，系在我们的手腕上，剩下的花绳，母亲会穿上香包给我们

戴到脖子上，再留一些，包粽子的时候做缠绕的线。

母亲给我们搓花绳，母亲也给我们的孩子搓花绳，每年的

端午节我们都会回到家乡，陪母亲一起搓花绳。母亲会早早

配好丝线，在阳光明媚的清晨搓好花绳。我看到母亲把细细

的、软软的花绳轻轻地给孩子戴上，再给他们的脖子上挂一个

香包，然后拿出雄黄酒给孩子们抹到耳朵边、肚脐眼上，孩子

们举着小胳膊，欢呼着跑出去比比谁的花绳漂亮。看着孩子

们手腕上戴着的花绳，我恍惚间又回到童年。

搓花绳是个技术活儿，我一直想学可一直没机会，直到去

年端午前母亲摔伤后住进医院，她躺在病床上还心心念念想

着为孩子们搓花绳。我劝她安心养病，可以到街上买些花绳

过节，母亲不同意，说街上的花绳不够五色，无法抵挡五毒，孩

子们只有戴上亲人搓的花绳才可以祛邪避虫，百毒不侵。我

按母亲的吩咐到百货楼配好五色丝线，带到病房，交给母亲。

母亲一条条理好丝线，让我挂到医院的窗把手上，艰难地

支起身体去搓花绳，我忙拉过被子让母亲靠好，顺手接过母亲

手里的丝线笨拙地搓起来，但刚拉直线，一下子就把丝线从窗

把手上拽了下来，母亲嘱咐我用力要柔、抬手要轻，我又把丝

线系到门把手上拉直，线头对齐，开始搓，刚搓了两圈，手里的

丝线又脱落了，母亲看我这么大人还毛手毛脚的，就从我手里

拿过丝线，一点一点示范给我看，我看着母亲两只手掌如蝴蝶

上下翻飞地搓着，五色的丝线一点点拧到一起，就接过丝线照

着母亲的样子，轻抬手、慢用力，均匀地上下搓着。

母亲看着我一点点搓着笑了：“你终于会搓花绳了，买得

再好，也不如自己动手，手工的软和、吸水，还不掉色。我老

了，不能给你们搓一辈子，你们都要学会搓花绳，老祖宗的手

艺不能丢了，不然这端午节还有什么气氛？”我点点头，我搓的

花绳远不如母亲的均匀、细致，我还得向母亲学习。

端午节不就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吗？如今人们生活的节

奏太快，传统节日的气氛也变淡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去学

习，等我们的孩子的孩子大了，谁还会记得端午节要戴花绳

呢？今年我要继续向母亲学习搓花绳，还要教会我的孩子。

于是，我加快了回家的脚步。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

家乡的习俗，端午节家家户户在门

楣上插艾，祛毒辟邪，祈求安康。进出门，

被艾草的芬芳尾随，神清气爽。庄重虔

诚的仪式，延续着一场千年的草本盛事。

《诗经》的歌谣里，有“彼采艾兮，一

日不见，如三岁兮”，这是最古典的一次

采艾，在十五国风的“王风”里采。风吹

草低，艾香遍野。

乡村五月，艾草葳蕤，田埂河岸上随

处可见，一大片一大片的灰绿。摇曳生

姿，暗香浮动，让人想到“小家碧玉”这个

词。小路上，你照着艾的名字，对一群割

草的孩子喊：“小艾！”必定会有一个女孩

子回头，笑盈盈地看着你：“你叫谁？”

最隆重的采艾，在端午节。古人认

为，五月是恶月，夏至阴气萌作，万物不

成。端午日，天地间阳气最盛，原野里艾

草亦长势最旺药性最强。这天，母亲一早

就从野外割回一大筐艾草，两三枝扎成一

束，用红线系好。趁天色微明，母亲挎上

竹篮，提上小木凳，逐一送到子女家门口。

母亲从来不敲门，怕惊扰了孩子们的梦。

她踩在小木凳上，把艾草举过头顶，一一

插在各家门楣上，然后才安心离开。

晨光里，艾草用古老神秘的方言簌

簌低语，说着村庄的前尘往事和绵长思

念。坐在艾香里，翻几页闲书，写几段文

字，心间月白风清，有了几分禅意。

《本草纲目》载：“艾草气味苦，微温，无

毒，治百病，止吐血、妇人漏血，利阴气，辟风

寒。”故艾草又称为“医草”。孟子说：“七年

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艾草却从不居功自

傲，隐居乡野，清心寡欲，散散淡淡度过逝

水流年。想来，艾草的前生，应是一个仁心

仁术的好郎中吧，行走江湖，悬壶济世。

秋天一过，母亲就去后山收割艾草，

放在柴堆上晾干。干艾叶捣碎，做枕头

或坐垫，安神助眠、温阳散寒。艾叶煮

水，洗脸明目，泡脚祛寒，熏蒸洗澡则通

络温经。闲时，母亲用艾草拧成细细的

绳索，风干储存，用于来年驱熏蚊子。这

是最环保的“蚊香”。艾草纵使容颜老

去，依然坚守济世初心。

我上小学时，母亲把艾叶揉碎制成

艾绒，配以少量雄黄，用碎花布缝成玲珑

的香囊，给我戴在身上。从家到学校，一

路上艾香袅袅。

去年，我好说歹说，父母终于同意进

城里住，老屋便闲置起来。前几日，独自

回乡下，空荡荡的旧宅，空荡荡的院落，野

草萋萋，满目荒凉，让我伤感不已。杨树

上，布谷鸟一声声呼唤着：“播谷播谷！快

快播谷！”萧瑟山村，愈加空寂。

不经意抬起头，门楣上几枝满面风尘

的艾草，从去年的端午节赶来，猝不及防

地闯入我的视线。眉目如初，清芬如故，

熏染着每一寸时光。久闻之，皆不够。

我相信，一个人无论走多远，闻着艾

草气息，总能找到自己的家园，看到屋顶

上的炊烟，看到田野里那些弯腰劳作的

亲人。

在我们村，端午分为大端午、小端

午、末端午。至今还保留着这样一个习

俗：无论远近，不管亲疏，晚辈都得带上

礼物去长辈家一起过节。

记忆中，端午节总会下雨。老百姓

顾不上节日休息，因为五六月雨水十分

宝贵，他们要趁着下雨天，忙着栽植红薯

秧。这一天，你总会看见披着蓑衣，戴着

斗笠的他们，在白色的雾气里忙个不停。

五月初五，在城里安家的我们，约定

一起回老家探亲过节。到老家后，我们

小坐了一会儿。小张起身从包里拿出几

副扑克，叫嚷着大伯、二伯等几位长辈，

说陪他们打双扣。大伯镇静地端起小酒

杯，小酌了一口，咂了咂嘴，乐呵呵地说：

“好雨知时节，哪有闲工夫打双扣！”

“是啊，大伯都70岁了，苕秧还未

栽，就等着你们回家帮忙呢？”二伯满脸

严肃地说。

我们几个年轻人，你瞅我一下，我

看你一眼。小张红着脸收好扑克，在二

伯身旁坐下，静等长辈们的吩咐。

“过节本是一个轻松快乐的日子，

要不我们来个节日比赛！”为缓解尴尬，

心直口快的婶子建议道。

大家齐刷刷地把目光都聚集在婶

子的脸上，静等婶子详细道来。婶子扭

了扭头，皱了皱眉，似乎在深思，卖起关

子。她说：“容我思考下！”说完，她

抿着嘴，望着大门外湿漉漉的田野。

“来来，我们喝酒，边喝边等。”

大伯端起酒杯，邀我们一起喝酒。

一口酒下肚。婶子的点子出来

了。她笑着说：“来栽红薯比赛，五

个年轻人，每人苕秧一万株，先栽完

的赢。长辈们在一旁当裁判，监督

质量和数量。”

“好，就这样。既可以帮大伯栽

好红薯秧，又可以体验到竞争的乐

趣。”堂弟笑着说。

待大伯、二伯准备好蓑衣、斗

笠、苕秧，听清婶子宣布的规则后。

媳妇儿说：“别急，我给你们编上

号。”其他几个弟妹也忙着把彩带系

在各人手臂上。

我们五个年轻人忙碌地栽植，

长辈们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弟妹们

在一旁大声地嚷着：“加油，第一名

者，赏酒一杯！”

栽植红薯秧是有讲究的，不能

栽植得过深，也不能栽植得过浅；既

不能把株距栽得过大，也不能过小；

既要栽成行，又要扶正。若有哪一

株不到位，长辈们吆喝着，让我们拔

掉重新栽。

两个小时的努力，小张率先完

成任务，赢得了第一名。弟妹们乐

呵呵地送上一杯酒，以示奖励。他

接过酒杯，一屁股坐在田埂上，看我们谁落

最后。

此时，大伯笑着走过来，解下小张手臂

上的黄色带子，拿在手里，端详了一会儿，说

道：“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

二伯凑过来，向我们解释五种颜色的蕴

意。他说：“五种颜色是指青、白、黑、黄、红，

即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元素，又代

表东、西、南、北、中五方位。五种颜色各有

蕴意，黄色代表五谷丰登，青色代表风调雨

顺，白色代表心情快乐，红色代表生活红火，

黑色代表身体健康。”

红薯秧栽完，雨也停了，我们五个人手

指上都起了水泡，叉着腰喊累。见我们辛苦

了，婶子早已准备好茶水、瓜子、水果和白

酒，为我们犒劳。

男人们辛苦了，女人们自然也不能闲

着。婶子组织她们进行包粽子比赛。她把

准备好的糯米、花生、皮蛋、瘦肉等食料分五

个盆子装着，五个女人一人一盆任务。在婶

子的指导下，年轻的女人们，创意地包出三

角形、圆柱形、球形，包出肉馅儿粽子、皮蛋

粽子、红枣花生粽子……

男人们在一旁，品着小酒，说着笑话，尽

情地享受着节日的快乐。母亲在厨房里，只

听见一阵锅碗瓢盆碰撞的声响，然后满桌子

的各种粽子，拿起一颗，剥开粽衣，冒着热

气，送进嘴里，十分爽口。

别有情趣的端午节。几个年轻人，又一

起约定，明年再来，栽红薯、包粽子。

记忆中，最难忘的端午节是我初

为人师那年在学校度过的。

那年我还不足20岁，毕业后被分

配到豫西北一所矿办学校当语文老

师。因离家千里之遥，交通也不便，除

了寒暑假，学校就是我的家，班里的孩

子就是我最亲的人。记得那年端午节

适逢周末，我百无聊赖地斜躺在床上，

手里是一本新买的杂志，枕边的录音

机里播放着流行音乐，而我的思绪却

如同野马，驰骋万里。

这时，门外响起轻轻的敲门声，忙起

身开门，五六个阳光笑脸一下子明媚了

我狭小的房间。他们有的拿着自制的小

香囊，有的拿着温热的熟鸡蛋，有的拿着

苇叶粽，班里的淘气鬼亮亮竟举着一块

香气扑鼻的小油饼。看着这几个平日里

令我喜令我忧的纯真孩童，除了拥抱，我

不知如何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之后，

班长媛媛提议：“老师，咱去学校北侧的

小河边玩耍呗，那儿空气可好了。”其他

几个孩子立刻响应，我因之前已听他们

说起过数次，也很有兴趣。换好衣服、鞋

子，我在他们的前呼后拥下出发了。

小河离学校仅两里地，如绿丝带般

蜿蜒着穿矿区而过，一路奏着叮叮咚咚

的曲子，河水清浅透亮，里面的小鱼小

虾及鹅卵石清晰可见，河边绿树成荫，

芳草萋萋，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

中，清风徐来，花香四溢，令人神清气

爽。媛媛他们牵着我的手，又是采撷野

花，又是捕捉蝴蝶，我们一直玩到筋疲

力尽，方才消停。但当我们或斜躺在河

边的草地上，或跷腿坐在水中裸露的大

石头上时，我忽然饥饿感大增。于是，

让亮亮把捎带的食物和点心拿出来，姑

且补充一下营养。吃着香甜的粽子，看

着天真可爱的孩子们，我又想起了家乡

那片果实累累的桃林，村后那一望无际

泛着金光的麦田，还有端午时节母亲包

的三角粽、父亲买的瓜果及自己和姐弟

嬉戏抢食的情景……正欲和孩子们谈

我的童年时，身边的媛媛忽然想起了什

么，把剥好的几个粽子扔到了水里。我

立刻竖起了大拇指，孩子们也不约而同

地想起了我们的民族英雄——屈原，大

家好一阵静默和感伤后，我们又聊起了

端午节的由来、民间习俗、屈原的《离

骚》及和节日有关的话题。

回去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吆喝

着卖油桃和麦黄杏的果农，我又各买一

大食品袋，在宿舍里和孩子们吃了个肚

儿圆。以至于午饭还没吃，我们已打起

了饱嗝，把学校食堂的阿姨都给逗乐

了。为此，亮亮还调侃说：“老师，老师，

我的肚子又开始唱了，说童年是首斑斓

的歌。”顿时，大家哄堂大笑。

时隔20多年，调回小城后的我已

告别了三尺讲台。但每年端午节前

后，我总会想起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

想起自己流光溢彩的青春时光，还有

那个五彩斑斓的端午节。

大河滔滔向东流，

芳草萋萋滩成洲；

秀木森森千里廊，

浪花滚滚无尽头；

为民拳拳治河心，

领袖谆谆提要求；

流域蒸蒸发展势，

绿城人人竞风流；

战马萧萧蹄奋起，

红旗猎猎看郑州。

小时候，父亲常嘱咐我：“再难，男

人都不要哭出眼泪。”父亲没读过书，不

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典故，但他的

话却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父亲12岁时就失去了双亲，生活中

的太多苦难磨炼出他坚毅要强的性

格。即使再难再苦再痛，父亲都是忍

着，总是自己扛，这一切都似乎诠释着

他的人生格言。不过，我还是看到或听

到，父亲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两次流

泪。

记得那年深秋，父亲一直忙于秋

收秋种，连续多天都没有休息好。一

大早，父亲赶着两头耕牛去村北犁地，

刚收过玉米的秋茬地很硬，牛拉犁很

吃力。父亲疼惜牛，不舍得用鞭打它

们，扶着犁任由牛不紧不慢地向前

走。没想到一到地头，两头耕牛突然

发了飙地向前冲，父亲紧拽缰绳，但还

是晚了一步，尖利的犁铧划伤了父亲

的脚背。父亲伤得不轻，被送到医院

缝针。当时，医院的麻醉药物正好用

完了，医生看着长长的一道伤口，就征

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说：缝吧，我能挺

住。医生在那道伤口上，一共缝了12

针，父亲的额头和全身都是汗水，但硬

是没掉一滴眼泪。

我兄弟姐妹多，家里一直不富裕。

高二那年暑假，为挣下学期的学费，我

决定跟随堂哥到离家乡200余里的一个

小城打工。当我把这事告诉父亲时，父

亲不想让我去，怕我吃不消。我一听父

亲阻拦，立即回怼道：“我不去，下学期

的学费咋办？”父亲一下子默然了，他的

眼神也暗了下去，目光中充满了自责和

无奈。在我的坚持下，我还是跟随堂哥

来到建筑工地，因身材瘦小，我被工头

安排干些筛沙、搬砖、掂水泥浆的活

儿。活儿虽不是太重，但是没几天，我

的双手就被磨出血泡。快开学时，我才

怀揣着打工挣来的钱返回家中，父亲一

把拉过我的手。当看到我双手结满血

痂时，便掉了泪，他说：“都怨我没本事，

害得孩子也跟着遭罪。”

父亲70岁那年的夏天，正在田里干

着农活儿的父亲一下子晕倒了。经医

生诊断为心绞痛并发心力衰竭住进了

县医院，每天的药费都在两三百元。父

亲清醒后，向我们打听住院的费用。我

们知道，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而从未进过

县医院的父亲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这个数字的。于是我们兄弟几个商量，

这事要瞒着父亲，对他撒谎说每天药费

只需几十块钱。即使这样，父亲还说花

费贵。父亲从此落下了病根，农活儿是

不能干了，反而因病情加重又先后5次

住院。而我们一直对父亲撒着同样善

意的谎言。我们以为这个谎言骗住了

父亲，没想到早被父亲识破了。他私下

里对母亲说：“孩子们的心意我都知道，

我不能说破了这事伤了孩子的心，只是

我这一病，可苦了咱孩子呀。”母亲后来

对我们说，父亲为此背地里流了泪。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

我再也听不到，父亲常对我说的那句

“再难，男人都不要哭出眼泪”的话了。

而父亲的眼泪，留给我的记忆是温暖

的，让我终生不忘。

□罗裳

□赖扬明

□史久爱

母亲的花绳
□王清云

岁月的那扇犁

□李雪生

父亲的眼泪
□宋欣杰

田野（外一首）

□黄复生

我总觉得，这扇犁并不听父亲的使唤。

每每父亲一手扯着小花牛的缰绳，另一手攀

着它时，它总似心不甘情不愿。你瞧，它

身后歪歪扭扭的曲线就是最好的证明。

倘若祖父掌犁时，牛走得慢些必定

会挨上不轻不重的一鞭子，犁若是不听

使唤必定会被大卸八块，然后重新组

装。所以，祖父掌犁时，犁的身后一定是

条富有动感的直线。祖父去世后，家里

的地理所当然由父亲来侍弄，当年温顺

无比的犁自然也传到父亲的手中。我总

以为，这扇犁不适合父亲，然而他每次却

极为耐心地握着它，任它在田里折腾。

犁铧是耕田翻地的工具，是农民吃

饭的重要家伙。课本上说，犁铧，锋利

就能翻土，就能截断草根。可我觉得它

还足以犁开岁月的洪荒。

父亲在家排行最小，凡事，几个姐

姐和兄长都让着他，恐怕很少有家务活

儿让他干，至于耕田的大家伙耙与犁之

流亦很少问津吧。家中倾尽所有供他

读完高中，在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已是

高学历，我记得小学时有个同村代课老

师才高小毕业。父亲毕业后在村里当

了几年会计，之后又参军，听说在部队

当文书，入伍第二年便入了党。这些经

历足以让他在城市谋个像样的职位，谁

能想到从部队回来他竟回了老家，与同

村其他人一般娶妻生子，工作之余还得

侍弄土地。于是，早已生疏的犁及农活

儿如山一般压在他的肩头。

春天，父亲从梁上把犁取下，轻轻

地擦拭着。夏天，趁雨水来临，把麦茬

儿地细细翻过。秋天，黄豆与稻谷收割

之后，犁晃动身子，把作物的根茬、野草

以及积了一个夏天的燥深深掩于土下，

变成来年小麦拔节结穗的肥料。唯有

冬天，犁学着花牛得空晒个太阳，而它

身上的每一寸浮灰早被父亲擦尽。

父亲在我十岁左右就教我犁田耙

地。他扛着犁牵着牛走在前面，我背着

化肥袋子跟在后面。可笑的家伙，每每

在田间，犁又故技重演，时不时露出尖

利的獠牙，似在向我示威。岂知，我看

你又很顺眼吗？

而今，老宅的山墙上只蜷着锈迹斑

斑的那扇犁，父亲却于多年前在故乡的

土地里深深睡去了。

□徐玉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