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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跟着法庭的同事下
乡，竟然发现在离法庭不远处的一个
新建的小区边搭起来戏台子，不时传
来阵阵悦耳的戏曲声和锣鼓声。耐
不住好奇心，我循音而去，但见戏台
上边“咿咿呀呀”，正演唱大型古装戏

《汉宫遗恨》。台下边围满了看戏的
群众，大多为中老年人，也有不少看
热闹的孩子，顿时勾起我的回忆，想
起我儿时在乡村看大戏的情景。

当时的农村，娱乐条件很有限，
能看场大戏对于好多人来说都是一
种奢望。要想看戏可不是什么时候
都有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村庄、家族
或者条件好的富裕户遇到喜庆事专
门请来戏班为乡邻们唱上两场大戏，
也好让大家和自己一同分享喜悦。

“一个村庄唱戏，十里八村过节”，这
句话对于喜欢看大戏的老百姓来说
一点也不过分。在当时如果哪个村
庄唱大戏，该村的群众在十里八村老
少爷们面前说话时都是一脸自豪，连
说话的嗓门都高上许多。每到这时，
他们就开始四处串亲戚，邀请亲友到
自己村中看戏，那个自豪劲简直无法
形容。

至 今 还 清 晰 记 得 ，在 我 7 岁 那
年，附近东丁花村唱大戏，因为这村
是我奶奶的娘家，几个老表就拉着架
子车来请我奶奶去看大戏，我也兴奋

地跟着凑热闹。等我们赶到时，时候
还早，可是在高高戏台下已经围了不
少人。搬板凳的，拉架子车的，抬张
木床的，还有的图省事，从附近捡来
两块半截砖头摞在一起，再抓把麦秸
放在上边，屁股一坐，从裤腰带上摘
下旱烟袋，“刺啦”一声点着火，使劲
吸上一口，就美滋滋地等候着大戏的
开演。

随着“咚咚咚，哐哐哐……”一阵
锣鼓声响，这场大戏就算是拉开序幕
了。看看戏台前面，里三层，外三层，
黑压压围满了看戏的群众，就连远处
的树上都爬满了人，刚才还熙熙攘攘
的人群顿时变得一片静寂。没有人
说话，也没有人走动，都目不转睛地
盯着前面高高的戏台。上面出来几
个穿着古装的演员或小姐或公子，还
有老生和武将。当时乡间剧团大都
不演现代戏，多演传统历史连台戏，
如《包公案》、《杨家将》等。武打的戏
也很少，唱的多是忠良与奸臣，才子
配佳人，主人公都是杨家将、薛家将
和黑脸老包等。小孩子看不懂，觉得
十分好玩，时间长了，也看出一点门
道：头戴长长雉羽翎的是将军，鼻洼
里有白的是小丑，红脸的是清官，白
脸的是奸臣，蟒袍的是大臣，龙袍的
是皇帝，凤冠霞帔的是娘娘。

随着锣鼓点的急剧敲响，舞台上

背插护背旗、头戴雉鸡翎，手拿一杆
长枪的演员开始在上边翻跟头、拧麻
花。和其对打的演员也是四处旋转，
挥舞手中的大刀，一时之间只看到寒
光闪闪，两个人混战一起。看看台下
的大人，一个个都伸长了脖子，瞪直
了眼睛，生怕错过一个细节，连农家
老汉手中的旱烟袋啥时间熄的火都
不知道。小孩子也停止了奔跑，好奇
地看着戏台上的打斗。直到最后锣
鼓骤停，好汉将奸臣一枪刺倒在地
上，围观群众顿时爆发出阵阵叫好
声。这场大戏也就要画上一个句号，
整场演出谢幕。在演员登台告别时，
不少群众还舍不得走，非要再看上一
会儿。好奇的孩子则会调皮地跑到
后台，偷看演员怎么化妆和卸妆。

我喜欢看大戏的另一个理由就
是有好东西吃，每次跟着爷爷和奶奶
看大戏，他们都会给我买上一块面
包，或者买上一把瓜子，就这令我美
上一阵子。当时一块面包才一毛钱，
里面也没有奶油和水果，可是味道比
现在的要好上许多倍。面包拿在手
里舍不得吃，一小块一小块含在口
里，美上好一阵子。

随着电视机的出现，生活条件的
改善，家家都装上有线电视，买了影
碟机，甚至装了互联网，戏曲这一古
老的娱乐方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
野，那种原汁原味的乡村戏曲也很少
能够看到。我每每想起，心中都会涌
起对儿时看大戏的向往和怀念，什么
时候才能再在农村看上一场大戏，痛
痛快快地过上一次戏瘾呢。

（作者单位：杞县法院）

那年，老家的杏熟了，母亲打电话
催我带孩子回家摘杏，不停地念叨说：

“娃儿们的嘴馋着呢，咱家的杏儿正是
新鲜的时候，赶快来摘吧！”

实际上每到摘杏的时候，即便是母
亲不说，我坐在城市的家里，也总能闻
到满屋的酸甜味，想象着那树上黄澄澄
的杏子和依偎在母亲身旁与其一起吃
杏、品杏的欢乐。当我告诉女儿，奶奶
让回老家摘杏时，女儿高兴地搂着我，
撒娇地说：“好啊，好啊……”

周日一早，我就带着女儿回到老
家。没等坐稳，女儿就急切地拉着奶
奶向那山边的几棵杏树走去。在杏
子酸甜的熟香里，我看着老母亲与女
儿欢快的身影，似乎回到了自己的童
年。

儿时的我，家里穷，家里种的这几
棵杏树可是母亲的心肝宝贝。每到杏
子成熟的季节，母亲就会采摘下来，到
集市上去卖，给我攒点学费。记得有一
年，母亲把杏子卖光了，馋得我流口水，

我就趁邻居
刘大爷不在

家，刘奶奶去了闺
女家，很大胆地上他们
家杏树上去摘，还边吃
边摘。正吃得起劲时，
忽然听见有人与刘大爷

搭话，我赶忙从树上跳下来，谁
知还是被刘大爷看到了，不久就

传到母亲耳朵里，母亲拉长脸嗔怪道：
“见到人家的东西眼不馋，手不伸。”

从此杏子成熟的季节，母亲总要留
下一些，上学时悄悄地放进我书包里几
个，嘱咐我记得吃，别把好好的杏压得
黏糊糊的。

“咱家的杏子算啥杏？”我边走边与
母亲聊着。“傻孩子，你连咱家的杏子是
什么杏都不知吗？咱家的杏是麦黄杏，
到了端午节之前，小麦发黄，那杏儿就
渐渐成熟了。”

到了杏树前，黄澄澄的杏更招引了
我和女儿的欲望，我正想往上爬，母亲
一把拉住我，她说啥也不许，担心把我
衣服划破了没法回城去，硬把我推到了
一边。她开始用预先设计好的一个绑
着铁钩的长长竹竿钩杏子。斜看她黝
黑苍老的脸，深凹的眼睛，有些驼背的
躯体，举着竹竿在那随风摇曳的绿叶中
一丝不苟、认真寻觅那杏子的样子，我
平静的心里像被突然投进了一个石子，
泛起了阵阵涟漪。细枝叶上的杏子不

断地被母亲用钩子钩下来，熟透了的杏
味很快弥漫开来。女儿不管三七二十
一拿着就吃，嘴角不时把酸甜的味道通
过其内心世界传达出来，不想这熟悉的
动作竟勾起了我儿时吃杏的乐趣，我顺
手拿起一个啃，谁知酸得我直咧嘴。此
时女儿看着我那难堪的样子，眯着眼笑
了。不一会儿篮子就满了，女儿叫道：

“奶奶别钩了，别钩了，这些足足让我们
过把瘾了。”

“好！好！杏朝阳的那边，黄中透
红熟透了，我也不给你们钩了，回家的
路上既不好带也不好贮藏；背阴的那
面，黄中还带着青，放上个把月也不要
紧，我再给孙女钩些，你可以看着每天
给孩子带上几个。”母亲宠溺地看着我
说。

吃罢午饭，我向母亲道别，没
想母亲当着孩子面非要把杏子塞
满背包，并说：“给娃娃带上吧，
城里买杏子贵得很。”看着母亲
执 意 的 样 子 ，我 也 不 好 再 推
脱。在送我到村口的路上母亲
除叮嘱让孙女好好读书外，还
会将我熟悉的那句话再唠叨
几遍，直到我说“知道了，见
到人家的东西眼不馋，手不
伸”她才满意。

如今，母亲已70多岁了，
还坚持让我杏熟的季节回
家 ，品 尝 那 杏 之 甜 、杏 之
酸，我发现母亲给我的爱
原来是那么绵长……

（作者单位：新乡市
城乡规划局）

《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有言：“虚邪贼风，避之有
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原本
是道家和中医用来养生的告诫，引用到思想修炼、道德
养成、心灵净化上。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欲望和诱惑，用
恬淡守住心猿，用平和固住心神，用冷静去除浮躁，不
好的地方不要去，不好的事物不要沾，心灵的健康才有
整个身体的健康。

内守，能让人审慎面对各种诱惑，做到常在河边
走，可以防鞋湿。人生在世，我们有自己的七情也有自
身的六欲，也会感受来自生活七彩元素的色诱，没有淡
定的心，就会迷失自己。翻阅历史，环顾左右，轻触贪
官的忏悔录，多少江湖名利客，都是因为争名争利，争
得头破血流，名辱利亡导致半途而废；多少官场仕途
人，机关算尽要权要位，弄得鱼死网破，身心疲惫甚至
锒铛入狱；多少社会“奇人异士”，穷奢极欲谋大富大
贵，挥霍人脉资源，东窗事发都难全身而退。米兰·昆
德拉说：“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我
不再迷失在各种诱惑里。”如何不迷失？那就是必须戴
上过滤镜，精神内守，心灵平静，驱逐靡音之魅；人品纯
净，避免情色之炫；成事恬静，不为虚名之累；行事干
净，善抵私利之诱！

内守，能让人在冷观生活中审时度势，做到宠辱
不惊，妙万物以达观。每个人都不是完人，都有自身的
长处与短处，都有性格或气质上的优劣与强弱。人，面
对的最大的魔是心魔；人，面对的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一帆风顺时不要趾高气扬，须谦卑内敛，怡心养志；败
走麦城时也勿心灰意冷，须韬光养晦，静待时变。要辩
证看待得失，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赢得关注，不是努力
付出就会收获成果，不是取得工作成果就会得到公众
认可。不要总抱怨别人对你如何，要经常反思你付出
了什么；不要总想去占有别人的劳动，要经常奉献你的
力所能及；不要总想别人的不好，要经常感恩他们的
善举；不要总认为自己生不逢时，要在短处的境地发
挥你的长处作为。别计较利益得失，那样心会很累；
别去听风言风语，那样会庸人自扰；别参论是非短
长，那样会引火烧身。塑造自己成为好人，打磨自己
成为能人，把握自己政治上别迷途，善待自己身心上
保健康。不伤损他人利益，不贬低自己人格，得意时
不炫耀，顺风时不张扬，遇挫时不畏惧。放低自己，
平视他人，谦和相处，恭让礼先。勿偏激看事，勿恶
语言人，与上级语说需慢，与同级言诚践信，与下级
不可食言，与群众打成一片，与异性体贴关怀保持空
间。得之莫欣喜若狂，失之莫黯然神伤。平常心过
生活，清静心看世界。

（作者单位：安阳市北关区检察院）

一川烟柳柳如烟一川烟柳柳如烟
一湾碧水水如天一湾碧水水如天
一脉青山山如黛一脉青山山如黛
一帘幽梦梦如幻一帘幽梦梦如幻
炊烟里炊烟里 山水间山水间
长相守长相守 永不厌永不厌
生生世世剪不断生生世世剪不断
人间最美是故园人间最美是故园

一曲清唱歌不完一曲清唱歌不完
一幅丹青赛江南一幅丹青赛江南
一缕乡愁系心头一缕乡愁系心头
一往情深是眷恋一往情深是眷恋
天地里天地里 爱无言爱无言
诉衷情诉衷情 声声慢声声慢
悲悲喜喜人心暖悲悲喜喜人心暖
人间最爱是故园人间最爱是故园

一片清辉照河山一片清辉照河山
一腔真情最柔软一腔真情最柔软
一生是非风雨后一生是非风雨后
一阵清风唤我还一阵清风唤我还
红尘里红尘里 繁华乱繁华乱
我心静我心静 最致远最致远
来来往往烟云散来来往往烟云散
人间最终是故园人间最终是故园
（（作者系新县郭家河乡党委书记作者系新县郭家河乡党委书记））

看大戏

杏子熟了
董广

李冰

故故 园园 之之 恋恋

李新民

内守之功
苏清涛

随笔
我歌我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