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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广田

家乡人把高粱秆、玉米秆叫作秫

秸，把甘蔗叫作甜秫秸。这或许是因为

它们的外表有着太多相似之处吧。

甘蔗多为南方产物，北方很少种

植。在我小的时候，南方的甘蔗运到北

方的极少，价格也很高，跟香蕉、橘子一

样让人稀罕，一般人家都舍不得买。可

是小孩子吃甜秫秸的渴望和冲动，是大

人们无法想象的：初秋的天气尽管潮湿

闷热，但高粱、玉米地里却不停晃动着

孩子们的身影。

母亲说，不结穗子的玉米秫秸都很

甜。可我总觉得她只说出了一半想法，

另外一半就是怕我们糟蹋玉米——好

几个小孩子钻到玉米地里，折一棵尝尝

不甜再折下一棵，得毁坏多少棵还没成

熟的玉米啊！不结穗子的玉米棵折了

也就折了，不仅不影响玉米产量，还能

早早把它们剔除，不再浪费水肥。

不结穗子的玉米棵少之又少，与其

他玉米棵混在一起很不好找到，有时候

得靠运气。这样钻来钻去，每次从玉米

地里出来，每个人的胳膊上、脖子上都

会被玉米叶子刺出一道道血印子，汗水

浸着又痒又疼。可手里有了秫秸，受大

罪也值得。秫秸并不算甜，汁水也少得

可怜，嚼不了几下就变得干巴巴的，很

不过瘾。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把它们叫

作“甜秫秸”。

高粱秫秸的汁水更少，几乎没人喜

欢。可是有一年，有一户人家种了一块

叫作“冬高粱”的新品种，一下子遭了

殃。不知道第一个偷尝“冬高粱”秆的

人是谁，反正整个村子里的小孩子都知

道了这个“好消息”，三五一群不分白天

黑夜地去折高粱秆。那家的男主人急

坏了，看也看不住，骂也骂不走，干跺脚

没办法，到第二年说啥也不再种了。这

种高粱秫秸确实好吃，汁水很多、很甜，

跟甘蔗有一比。

等玉米成熟收获，孩子们就恣意多

了，遍地的秫秸可以随意挑拣。这时候

大多秫秸都干枯了，可那些仍旧保持青

色的秫秸却显露出来，好找得很。把一

捆捆秫秸弄到地头，一根一根品尝，稍

微不甜的随手扔掉也不再觉得可惜。

直吃到舌尖蜕皮，疼得龇牙咧嘴方才罢

休。比较着这些没结过穗子和结过穗

子的秫秸，更印证了母亲话里的另一半

想法。

后来，南方的甘蔗运到北方的多

了，价格也越来越便宜，秫秸也就一年

年不再金贵，到最后就没人再吃了。这

几年，收割机在收玉米的时候直接把秫

秸打碎撒到田里，算是彻底断了人的念

想。

有一年秋天，十多岁的儿子跟我回

老家帮着收玉米。我对他说，玉米秫秸

可好吃了，甜得很。谁知他竟淡淡地反

问，比甘蔗还好吃吗？它们不都是喂牲

口吗？

我看了他一眼不再言语，心里却

暗暗念叨：你又没吃过，咋知道没甘蔗

好吃？

□杨建营

庄稼喜获丰收，家里的三个米缸都

满满的。

林奶奶把米看得比金子还贵重。

吃饭时看见小孙子掉下一粒米，厉声

说：“捡起来！”无论是掉在了桌子上，还

是地上，小孙子都会乖乖地把米捡起

来，放入嘴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孙子对奶奶的

话越来越不当回事了。不用说掉下一

粒米，就是掉下一团米，他也不会去

捡。林奶奶一次次骂他，打他，可他就

是不改。

孙子八岁了，该上学了。可林奶奶

没钱供他，就变卖了祖传的金手镯。林

奶奶自幼烧得一手好菜，十里八乡无人

不知。林奶奶眼看着一堆白花花的银

子化为门前的小饭馆。

小饭馆生意兴隆。品佳肴，饮美

酒，欢声笑语，客人最后都会来一碗

洁白松软的白米饭。林奶奶看着高

兴。

有钱赚多好啊！可林奶奶心里不

好受。林奶奶见不得客人抛撒粮食，

看见谁掉下了一粒米，真想说：“捡起

来！”可客人是出了钱的，哪会听你的

训斥？

林奶奶气不顺，真想关门停业。可

转念一想，还要供孙子读书呢，当个掌

柜的赚钱哪有不受委屈的？林奶奶想

开了，常对客人赔着笑脸。不过，林奶

奶看见饭桌上、地上有客人掉下的米

粒，总是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放在一个

干干净净的盘子里。也有读书人看见

了随口吟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总会有客人吃饭就像吃圣餐一样

恭敬，生怕掉下一粒米，吃完了碗底干

干净净。

已经在学堂读书的孙子吃饭时依

然狼吞虎咽，吃完了，桌子上总是散落

着一粒粒米，甚至一团团米。林奶奶望

着孙子叹气。

林奶奶叹完气，身体便燥热起来。

日头很毒，几个月过去，没下一滴雨，几

十年不遇的旱灾说来就来了。林奶奶

的小饭馆关门了，家里的米也越来越少

了。左邻右舍都已断炊。林奶奶看见

有人扒树皮吃。

林奶奶和她的孙子也在死亡线上

挣扎着。

一天深夜，林奶奶把孙子叫到床前

说：“孩子，把床下的米缸拉出来。”孙子

很听话，费了好大劲才把米缸挪出来，

一看，是个小酒坛。

林奶奶说：“把米倒出来。”孙子

很听话，把坛中的米倒在一块蓝粗布

上。

孙子发现，倒出来的米都是熟的。

风干之后的米硬硬的，仿佛透着亮光。

孙子两眼也透着亮光，像发现了金子。

孙子已经两天没吃一粒米了，真想把眼

前的米全部吞进肚里。

林奶奶用最后一口气说：“这都是

你和客人以前……吃饭……掉……掉

下来的……米。”

林奶奶死了。孙子活了下来。

孙子安葬了奶奶。孙子放入棺材

里一样陪葬品：一粒米。

几年后，年景好了，孙子成了小饭

馆的掌柜，赚了不少钱。

孙子想起奶奶，眼泪就出来了。孙

子在奶奶墓前立了一块汉白玉碑，其颜

色如一粒米，其形状亦如一粒米。

□杨林防

每天单位门口、小区门口都有快递送

货，人们接到电话高兴地领取网购的物

品，从日用品到电子产品，从小件到大件，

形式多样，包罗万象，人们的生活越来越

离不开网购。我在感慨网购便利的同时，

也时常想起儿时购物的不易。

我生长在豫北平原的一个小村庄，距

离县城有60多里路，距离乡政府所在地

也有7里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偏远小

村。20世纪70年代，村里有个供销社的

代销点，货品种类不多数量少，满足不了

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隔三岔五会有一

些货郎来村里，有卖针线的、卖香油的、卖

豆腐的和染布的等，或推车或挑担，货品

虽然不多，却都很紧俏。他们各有各的生

意经，招揽人的方式也不一样。

俗话说，敲锣打鼓各干一行。村里人

在屋内一听吆喝声，就知道是卖什么的货

郎。听到“嘡嘡”的敲锣声，村里人知道是

卖针头线脑的货郎来了。听到“叮叮”的

敲铁板声，想打香油的人家，提着香油瓶

出门了。染布的货郎摇起拨浪鼓，“扑腾

扑腾”声一响，准备娶媳妇、嫁姑娘的人家

把手工粗布交给货郎，货郎按各家对印花

的需求编上号，写在小本上，把带有相同

编号的两个小竹牌一个交给染布的人家，

另一个缝在布边上。一星期后，货郎会把

染好的布送回来，听到拨浪鼓声，各家取

回染好的花布，妇女们用戴着顶针的手指

轻轻抚摸“鸳鸯戏水”“麒麟送子”等印花，

脸上露出欢喜的笑容。

同时，也有货郎直接吆喝的，各有各的

音调。卖豆腐的声音拖得长，冬日的早晨，

人们还躺在被窝里，就会听到“卖—豆—

腐”的长音。那时候，炒豆腐是村里人吃早

饭的上等菜。说是卖，其实，没有多少人用

钱买，基本上是用粮食交换。农村实行包

产到户后，各家有了余粮，物物交换很盛

行。炎热的三伏天，“麦子换西瓜”的叫卖

声，听着就会让人感觉到一股清凉。

在各种吆喝声中，收鸡蛋的货郎“谁

—卖—鸡—蛋—嘞”的声音，独具特

色。那时，各家都养有蛋鸡，少的十几

只，多的上百只。我们家住在村边，门前

有水塘，屋后有打麦场，养着100多只鸡，

卖鸡蛋的钱攒起来，支撑着家里的日常开

销。一次，二哥在放学路上，遇到一个收鸡

蛋的货郎喊着：“谁—卖—鸡……”突然遇

到一个熟人，给他打招呼，让他留下吃饭，

他答完话，接着喊，结果变成了“谁—卖—

鸡—（来家里吃饭吧—不）—蛋—嘞”。二

哥回到家学着喊，引起了全家人哄堂大笑，

我正在喝稀饭，差点喝呛了。

布、鞋等高档一些的日用品，村里买

不到，需要去乡政府所在的集市买。每

逢农历的“二五八”为集市日，这一天，通

往集市的路上，赶牲口车的、骑自行车

的、步行的，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同时，

各村每年都有一个庙会，也叫商贸大会、

物资大会。周围几个村庄的庙会，仿佛是

按季节有意安排好的，春夏秋冬四季都

有，正好人们按季节购买生活生产用品。

每逢附近的村过庙会，通往这个村的各条

路上，人流、车流川流不息，像项链一般，

将这个村与附近的村庄连接起来。集市

和庙会上的吆喝声、讨价声交织在一起，一

浪高过一浪，最吸引人的吆喝声是“大处

理、大减价”人们围着摊位选购物品。

如今，村里建起了大规模的超市，人

们不出村，就可以买到各种生产生活用

品。锣声、铁板声、拨浪鼓声……早已销

声匿迹，各种货郎的吆喝声也悄悄远去。

远去的是物质的匮乏，迎来的是商品的琳

琅满目和人们的幸福笑容。

□张建民

小桥不长七八米的样子

静卧于故乡河流上

无论世间发生多少恩恩怨怨

上演多少是是非非

它始终坚守初心与世无争

穿过小桥是外面的世界

无数人从村庄里面出走

还有很多人又从外面

回到无比熟悉的村庄

在桥上留下一串串

轻重急慢不同的脚步

数不清的流年故事

发生于小桥春夏秋冬轮回中

生动的是村人牵着老牛过桥去田野

美丽的是青年人在桥上缠绵悱恻

浪漫的是老奶奶在桥上痴痴守候

伤感的是壮年走过小桥去远方打工

留下妻子和儿女在村里

痛心的是村人抬着棺材过桥

伤感的唢呐将之深埋大地

于时光打磨中小桥逐渐老去

斑驳的缝隙里长出小草

苔藓肆无忌惮在桥面滋生

小桥总会有一天将彻底老去

但请不要将它拆除

它装饰年月的同时被年月装饰

已成为村庄难忘的风景

□刘纳

老妈退休后爱上了唱歌，经常让我给

她下载要学的新歌曲。时间长了，U盘里

存了大量的歌曲，找起来特别费劲。为方

便老妈找歌，我在网上买了一款智能音箱，

想听的歌曲对它说就能播放，简单方便，而

且，这款音箱还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

我把音箱拿回家连上网，给老妈展示

它的功能。我对老妈说：“你别看音箱小，

功能可不少，只要连接网络就能听歌曲、

听京剧、播报天气还能跟你们互动做小游

戏。”老妈质疑道：“这么个小音箱真有这

么多功能？”老妈忍不住亲自试试，老妈对

着音箱说：“我要听一首《歌唱祖国》。”音

箱答道：“马上为您播放《歌唱祖国》，主人

心情愉快。”老爸听到了，跑过来说：“我也

试试啊！小音箱来一段京剧。”音箱答道：

“好的，马上为您播放京剧《沙家浜》……”

老爸和老妈好奇地试来试去，一会儿问天

气，一会儿成语接龙，玩得不亦乐乎。老

妈感叹道：“现代的科技真发达，真没想到

一个小音箱就能和我们对话，想听什么都

能找到。”老妈接着问：“这得花不少钱

吧！”我对老妈说：“还不到100元，现在的

智能产品更新换代快，价格也不贵。”老妈

看着音箱直夸好。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智能音箱给老妈

的生活带来了这么多乐趣，所以，我趁热

打铁给老妈换了部智能手机。她总说年

龄大了，脑子不好使，用不了智能手机，这

次我先斩后奏直接把手机买回来。我对

老妈说：“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手机的功能

越来越多，我们用手机能付款、能购物、能

挂号还能网上K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用

它，就连坐公交都要手机出示健康码。”老

妈一听还能在手机上唱歌，瞬间来了兴

致，我打开手机教她怎么使用，老妈学得

特别认真，还拿个小本不停地记录，边记

录边嘟囔：“再不学学怎么用智能机啊！

我们就赶不上时代发展了。”

刚开始的几天，老妈对智能手机还不

是太熟悉，经常拿出记录本翻看，还不时

地问我怎么用。慢慢地，老妈享受到智能

手机带来的便利，现在去市场买菜都用手

机支付，去医院看病也学会网上预约挂号

了，还时常地从网上购物。那天，老妈兴

奋地对我说：“快看看，我在手机上唱歌别

人都给我点赞了，还留言说我唱得好呢！

以前不知道智能手机有这么多功能，自从

用了智能机，现在我都离不了它了。”

我发现，老妈越来越爱智能产品。那

天，家里的电饭煲突然坏了，老妈竟主动

要求买一台智能电饭煲，老妈说：“你二姨

家用的就是智能的，听说这种电饭煲功能

多，做出的饭格外香，还能预约定时呢！

咱也买一台试试。”我当然举双手赞成，立

刻从网上下单买了一台。自从有了智能

电饭煲，老妈常拿着说明书研究它的功

能，还自创了几种新吃法，我不禁给老妈

竖起了大拇指。

爱上智能的老妈享受着高科技带来

的便利，生活越来越舒心，爱上智能的老

妈，晚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高桃芝

我的爷爷是一名老篾匠。

爷爷心灵手巧，他会编筛子、提篮、簸

箕、箩筐等竹器，编得烂熟。他编的每件竹

器就是一件艺术品，总是叫人看起来赏心

悦目，用起来得心应手。因此，左邻右舍常

常请爷爷编制竹器，慢慢地，他的好手艺在

十里八乡传开了。

篾匠手艺是一门细致活儿，最重要的

基本功就是劈篾。爷爷劈篾时，我和小伙

伴经常站在一旁观看，看得很刺激很过

瘾。一根手臂粗的青绿色竹子，被爷爷锯

掉竹根和竹梢后，将粗的一端斜抵在墙角，

他背过身去，把细的一端搁在肩上，只见篾

刀在中线，用巧劲一扎，锋利的篾刀一下就

将竹梢开了一道口子，再顺刀势而下用力，

“啪”的一声脆响，竹子应声而裂，一下子就

爆开了两三个竹节。爷爷继续后退，篾刀

随之拉动，“噼啪”之声不绝于耳，像燃放鞭

炮一般，竹子又裂开好几节。待到竹子根

部几节，篾刀却被夹在竹子中间。只见爷

爷放下篾刀，双手抓住裂开口子的竹块，再

使出吃奶的臂力一抖一掰，整根竹子一掰

两开，整个动作强劲有力，干净利索。我们

在一旁围观，欢呼雀跃，拍手称赞。

爷爷将劈开的竹块，一劈为二、二劈

为四、四劈为八地劈下去。一会儿，他就

麻利地劈出几种不同宽度、不同长度的篾

条，再用刮刀刮去劈口上粗糙的容易伤人

的竹刺及锋口。

青篾柔韧且极富弹性，可以劈成很细

的篾丝，最适合编制细密精致的竹器。黄

篾柔韧性差，难以劈成很细的篾丝，故多

用来编制大型的竹器。一根根篾条粗细

均匀，青黄分明，整整齐齐地挂在树枝上，

微风一吹，竹香扑鼻，沁人心脾。

爷爷根据不同竹器的用途，按青篾、黄

篾不同的质地，分别进行加工。篾条备够，

爷爷拿起一长一短两把青篾和黄篾，选了

一块干净的地面蹲下，开始编制。他十指

巧妙地拨动、挑拣，上下翻飞，那长短不一

的青篾和黄篾不离不弃，按照主人的动作

归位，或上或下或左或右，跳跃得更欢。

爷爷一坐下，除手、臂、腰在动，臀部偶

尔挪一下外，目不斜视，不仅耐得住寂静，

还有非凡的耐心和毅力、超然物外的一种

精神和期望，都编进冰凉、光滑的竹制品

中。无论天晴或风雨，爷爷都在编。就这

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爷爷守着手艺人

的那份清贫和淡定，编织着自己的岁月，度

过每个平凡的日子。

随着塑料制品的出现，竹制品几乎被

淘汰。许多篾匠的生意一落千丈，逐渐日

落西山，爷爷很落寞，也很无奈。他在

1997年带走了一手篾匠的好手艺，永远

地离开了人世。

传统的篾匠等许多老行当，和人一样

都会老去，并且终将离场，成为时光里的一

串遗珠。那些爱它的人心中除了遗憾，别

无他法。我只能在文字中抖落岁月的尘

埃，串拾那些散落的遗珠，找寻那些碎落的

镜片，用来慰藉心灵，借以怀念我的爷爷，

一位远去的老篾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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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篾匠

乡村印象乡村吆喝

小小说一粒米

甜秫秸

老妈的“智能”晚年 生活散记

诗歌小桥

□魏益君

老家的小院很别致，栽植着满院的

梧桐，别致的还有堂屋的一面墙，张贴

着花花绿绿、形状各异的奖状和荣誉证

书。

打小我就记得爷爷家的墙上贴满

了新新旧旧的奖状，有爷爷的，有父亲

的、有叔叔的，还有姑姑的。奖状的内

容也各不相同，什么“先进生产者”“五

好社员”“劳动标兵”等。记得爷爷每收

到一张奖状，都喜得合不拢嘴，连声夸

奖，认真张贴。父亲和叔叔几个更是不

敢懈怠，努力表现，年年拿奖。

爷爷去世前，将满墙的奖状揭下来

交给父亲，并嘱咐说，留着它，给孩子们

讲讲怎样生活。

果然，父亲经常拿出那些发黄的奖

状，给我们讲过去的事情。不仅如此，

父亲也用一面墙来张贴我们的奖状。

那时，上学拿奖状竟成了我们兄妹几个

最期盼、最荣光的事，因此，我们的学习

成绩也一路攀升。

参加工作后，单位不兴发奖状了，

有的只是荣誉证书。父亲还是乐此不

疲，将我们的证书拿去张贴，说，贴上

好，影响别人，也激励自己。

而今，就连读小学的女儿拿了奖状

也跑去交给爷爷，并和堂兄堂妹们比着

劲地学习。看着这样的情景，父亲脸上

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每次回老家面对着那面别致的墙

壁，我就想，这不仅仅是一面墙壁，也不

仅仅是贴了几个奖状和证书，它其实就

是一个代代相传、积极向上的家风。这

家风让人一路向前，马不停蹄；这家风

让人学有目标，赶有榜样；这家风让人

自重自省，洁身自好。

家风家训墙上的家风

散记

悦然心动
马力强马力强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