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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往事深
山
采
药
人

渔鼓道情唱起来

水果的吃法
□陈炜

如今这岁月，物质极大丰富，大街
上到处都是水果超市，北方的、南方
的，国产的、进口的，时令鲜果、跨境洋
果、冬藏夏果，果实累累琳琅满目，想
吃点稀罕果子也不是什么难事。不像
从前，交通闭塞，物流不畅，只有在当
季才能吃上本地的果子，过了这村就
没了这店，错过了杏子只能操桃子的
心了。

也不只是咱普通百姓没这想吃什
么就有什么的福气。想当年，就连那

“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的杨贵妃，她要啖一口岭南荔枝，也得
劳神南北几省的大官，派骏马接力日
夜狂奔特快专递，她看见那一骑红尘
迎面飞来而会心一笑的时候，不知道
有几多良马被累死半道了。

我认识的一位前辈回忆 20世纪
70年代的故事，说他老婆怀孕冬雪夜
突生奇念，想吃一牙西瓜，辗转反侧不
能自已，好像不吃上一口西瓜孩子就
要掉下来。老公一听这还了得，只好
硬着头皮穿戴披挂顶风冒雪去寻瓜。
鬼知道严冬里哪里才能找到这夏天的
玩意儿！他也是明知山有虎只能上虎
山，在凛冽的寒风里瞎折腾了大半夜，
后来灵机一动，敲开一老乡家的门，从
人家的酱缸里挖出半碗黑黝黝黏糊
糊、隐隐约约有几块半透明瓜块和几
粒瓜子的西瓜豆瓣酱，像华老栓怀揣
着那救命的红馒头一样，手捧着半碗
结了冰碴的西瓜酱天亮前赶回家里。
他激动地喊：那谁，西瓜来了，还有西
瓜籽！

30 年前，我在西北兰州读大学。
冬日，我和整天厮混的研究生老刘去
一老乡家做客，主人热情地端出几个
又大又红的苹果招待我们。坐在苹果
的后面，但见果形圆润、黄里透红，丝
丝甜香穿越烟草的包围圈扭扭捏捏地
扑到我和老刘的怀抱，钻入我们早已
与辛辣和汗臭达成和解的鼻孔，竟是
那样的柔弱且顽强，剪不断理还乱，进
而发展到扰乱视听的地步。我的早已
迟钝的味觉神经开始苏醒，遥远的朵
颐记忆沿着口颊和舌尖的味蕾，率领
不断涌来的涎水，唤起了我咀嚼的冲
动。我的眼睛不时地瞟着那几只果
子，嗓子眼开始出现揭竿起义的迹象，
我不断地喝水镇压，思想斗争愈来愈
烈。我一边吞咽着“死要面子活受罪”
的苦果，一边下定决心：只需再让一
次！吃。

感激女主人的善解人意，我们俩
终于在抽完第三支香烟、喝了第四盏

“三炮台”之后，成功攥住了红苹果。
香甜酥脆，口齿生津，百感交集。
我表面斯文内心狂野，用大手掐

住果子的两端，从最亮最红的高光部
分抢滩登陆，先中间后两边，往周围迅
速推进。不啃皮不吐籽，不说话不喝
水，正待风卷残云之际，只听轻轻一声

“咔嚓”，已被啃成“哑铃”的苹果从中
间断为两截，跌落地上。看着那两段

白里透红的香甜果肉就这样惨遭不
测，我心中的自责和后悔一浪高过一
浪！炮弹离炮位太远了嘛，太麻痹，太
麻痹啦！

那天傍晚，从老乡家依依不舍地
出来，在回学校的路上，见过大世面的
研究生老刘就开始批判我。他说，兄
弟我不是说你！看来你根本不懂苹
果。冬天的苹果恁珍贵，怎么能那样
糟蹋！他慷慨地向我奉献了他独门研
创的吃法：把苹果托在手上，花蒂冲上
果把朝下，从花蒂开始下嘴，一口一口
旋转着吃。最后，苹果肉全进肚里，手
里只剩下一根干枯的把儿和几粒饱满
的籽儿。

真是长见识啊！从此我对老刘佩
服得一塌糊涂，并对这种刘氏吃法牢
记在心。后来，我精心解剖过不同品
种的苹果——从中间拦腰切开，于是
两个平整的剖面中心，各有一个精致
的五角星，五星中间的巢仓里，会有几
颗水滴状的咖啡色的籽儿，少则五颗，
多则六七颗。其他的，都是果肉！

几年前，我去北京一著名杂志社
出差。在总编辑胡女士的办公室里，
她热情地为我削了一个大苹果。不经
意说起当年吃苹果的故事，这位出身
京城书香门第的淑女总编惊得半天合
不拢嘴，她问，是真的吗？她说自己从
小就是把苹果切成方块，用牙签扎着
吃的。

外国有谚语：一天一个苹果，不用
看医生。如今苹果有的是，先从哪头
吃也无关紧要了，比较了胡总和老刘
的苹果吃法，我想，我还是按老刘的方
法吧，既新潮，又简单，还能颗粒归仓
不浪费。

20年前的隆冬，我接到奶奶去世
的消息，连夜回乡下老家奔丧。

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在奶奶的
棺木旁守了一夜，天亮时分，我蜷缩在
堂屋门边饥饿难耐。这时我年迈的爷
爷从里屋的笆斗里摸出了一个圆滚滚
涩拉拉皱巴巴浑身灰不溜秋的东西
来，递给我说，孩子，咱家冬天也没有
菜，这是东村你大姐前几天来看你奶
拿来的东西。你拿厨屋去炒炒吃了
吧！

我赶忙接过那个沉甸甸冷冰冰的
东西，仔细端详的当儿，眼泪就止不住
又流了下来。那东西哪里是蔬菜，正
是一个菠萝！不知道这产自热带的水
果走了多么遥远的路，经过了多少人
的手，被当作礼品串了多少家，在我爷
的笆斗里又沉睡了多少天，已经不仔
细研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可我
的生病的奶奶没舍得吃，我的年迈的
爷爷也没舍得吃，我之前似乎也没怎
么吃过也不熟悉怎么个吃法，现在又
哪有心思去吃它，又怎能忍心吃掉
它！就让这个在热带生长、流落到北
方农村的洋果，在爷爷冰凉的笆斗里
寿终正寝吧。

许多年了，我的眼前偶尔还会出
现那个面目全非的菠萝。我不知道它
的归宿，我却知道，我的爷爷一辈子也

没吃过菠萝，他既不知道那东西叫菠
萝，也不知道该怎么吃。

我还想起了芒果。
最早见芒果，是在一种香烟的盒

子上——一块红色的背景上，有一个
精致的托盘，托盘上放着一颗金黄的
果子。当时我还是一个孩童，哪里见
过这稀罕水果，更别说品尝了。我就
拿着那个绿色的香烟盒去问我的父
亲。父亲说，这东西叫芒果，是外国朋
友送给毛主席的，毛主席没舍得吃，又
把他送给工人叔叔了。

送给毛主席吃的水果肯定又甜又
香！从此我就有了念想：我要好好学
习听大人的话，长大了，也要吃芒果。

后来，我家邻居从大城市捎回来
一个芒果，供在他家的桌子上，也是用
一个瓷盘子托着。这芒果，就成了他
家孩子炫耀的资本。从此这孩子就没
好好走过路，总是趾高气扬的，动不动
就问小朋友，吃过芒果吗？可能他的
脑壳早被芒果塞满了。我对他的样子
很看不惯，滋生着狐狸的酸葡萄心理，
又暗暗攒劲：有朝一日我吃树上的芒
果！

记得那个芒果在他家客堂展览了
很长时间，估计他吃的时候，那水果也
没什么水了，光剩果核了。

改革开放了，中外水果不远万里
会聚中原，芒果开始出现在街头地摊，
黄灿灿的姿态很谦逊。这时候我才明
白，芒果的核不是我想象的大枣模样，
却像一个快用完了的香皂片。

9年前，我去非洲采访，看到非洲
大地上芒果树三五成群，憨态可掬，一
派生机勃勃。那日到了坦桑尼亚，在
我国援建工地旁的一个村落，我来到
一棵硕果满枝的芒果树下。但见树干
粗壮，枝叶朴茂，果实忠厚，就像旁边
的黑人朋友。

我不好意思地提出请求：我能不
能吃上一个你们树上的芒果？非洲朋
友明白了我的意思，纵身上树，在枝头
挑了一个大而黄的果子，跳下来递到
我的手里，同时还送上一个让人难忘
的红口白牙灿烂无比的笑容。

我受宠若惊，小心翼翼揭皮小啖
一口。刹那间，一股香甜和着麻酥击
中了我，我有瞬间的晕眩。

我又想起了当年烟盒纸上的那个
金色的芒果，想起了邻居家桌子上供
着的那个青绿的芒果，想起了我要吃
树上芒果的梦想。那一刻，我想，我的
美梦成真了。8

□乔连军

豫东的古老曲种“渔鼓道情”，
被当地人称为“梆梆筒子”或“仙
戏”。它的演出道具是蒙上蟒皮或
猪皮三尺三寸的竹筒，演奏者用手
指弹奏，边弹边唱……在商水，目前
只有从艺 60年的杜三合和他的女
弟子赵春还在唱这种古老的道情。

今年71岁的杜三合，从小就与
渔鼓道情结下了不解之缘。11 岁
时，他拜周口渔鼓道情名师周名扬
为师。由于杜三合聪明好学，师父
对他青睐有加，一些连自己儿子都
没传的保留节目，却传授给了他。

渔鼓道情的演唱多用本地土
语，由艺人边演唱边伴奏，唱词通俗
易懂，伴奏节奏明快，而且，场地不
受限制。但是，“想要学好渔鼓道情
并不容易。”杜三合说，它的唱腔多
用“宫调式”“微调式”，演唱有“慢
板”“莲花板”“小垛子”等，发音要用

“立”“卧”音。“为了唱好，我付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别人
练一两遍，我总是练三四遍。”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出师

后，杜三合就开始在中原各地行走
演出。他表演的《叼鹌鹑》《平北宋》
《金鸠记》等，不仅师父认可，还大受
人们喜爱，每年的马街书会、河街书
会，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杜三合在
全县巡回演出，每年都在 300天以
上。当时县里 50岁以上的人差不
多都听过他的渔鼓道情。进入 80
年代，杜三合积极适应形势发展，自
编自演新剧目、新唱段，用渔鼓道情
开展尊老爱幼、崇尚科学、反对封建
迷信、移风易俗教育等。特别是进
入新世纪以来，他和徒弟赵春每逢
重大节日，还都坚持到部队、敬老院
进行慰问演出，并经常在文化广场
义务为群众演出。

“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渔鼓道情
这门传统技艺知之甚少，再加上老
一代艺人相继离世，新一代艺人稀
缺，渔鼓道情的发展和传承堪忧
啊！”谈及渔鼓道情的现状，杜三合
的声音有些哽咽了，“以前演出不
断，现在都没人请我们演出了”。

为挽救和传承渔鼓道情，杜三
合在演出不景气、收入甚低的情况

下，仍然和徒弟坚持四处演出。不
仅在当地，还经常到郑州、开封、新
乡等地演出。他说，有生之年他要
把渔鼓道情传扬到黄河两岸，让人
们都了解渔鼓道情、喜欢渔鼓道
情。“只要能把渔鼓道情这门传统艺
术传承下去，我就是再苦再累，心里
也高兴”。

2010年，他成了渔鼓道情的河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并加
入了省曲艺家协会。

近几年来，在当地组织的文艺
下乡活动中，杜三合的渔鼓道情也
成为活动中的热门节目。他自编自
演的《法制安全记心间》《留守娃安
全记心间》等唱段，既贴近现实，又
接地气，深受广大群众喜爱。他还
利用假期，在家乡举办渔鼓道情短
期培训班，向小学生传授渔鼓道情
的演出技巧。

杜三合为传承渔鼓道情倾注了
全部心血。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
是渔鼓道情能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热切期待着有
年轻人真正喜欢上渔鼓道情，让这
门艺术发扬光大。8

采来的草药，除了给村民治病，
也到集市上卖，改善家庭生活。但前
些年，独居的老人还是因为生活拮
据，成了贫困户。

“把你那个宝贝拿出来让大家
看看嘛！”在为老人新盖的房子里，
驻村队员李宁东笑着对老人说。趁
老人翻箱底的当口儿，李宁东悄声
告诉记者，老人的宝贝轻易不让人
看，怕给弄坏了。

老人打开一个长木匣，揭开里三
层外三层的红布，一根罕见的猪苓出
现在记者眼前。这根长约两尺、重约
一斤的猪苓，形状酷似龙，有鼻子有
眼。猪苓亦称“茱苓”，其地下菌核黑
色、形状多样，有利尿治水肿功效。
当地并不罕见，但菌核长这么硕大的
猪苓，连县城里走南闯北的药材商都
没见过。

“俺挖了几十年草药，从没见过
恁大的！”老人说，收藏它整整 18年
了，他清晰地记得得到它的那一天：
2000年农历三月初八。那天，一行
数人入山采药，在密林深处发现了
它。为了让菌核不受损坏，老人用了
大半天工夫才挖出了它。从此把它
当宝贝一样收藏。有药材商愿出 5
万元购买，他拒绝了。18年间，不断
有人前来求购，不卖。

留着干什么呢？老人说，这是他

的“棺材本儿”。说话间，他还有意无
意在几个驻村队员脸上瞄，“不能老
是给别人添麻烦。”

“上山采药，肯定比干一般农活
儿手头活泛。”老人不愿说采药的收
入情况。早些年，他每年要上三四十
趟山，趟趟不空手。但30多年前，妻
子有一次出山后再也没回来。

老人独自养大的儿子，外出打
工后，一年最多回来一次。孤身上
山采药挣的钱成了老人的生活来
源。最近两年，由于年龄大，身体不
如以前，他上山采药的次数越来越
少。看着老人生活困难，村里和驻
村工作队把老人送到了乡敬老院，
但老人不习惯那里的生活，送去一
次，自己跑回来一次。后来，村里和
驻村工作队给他申请了“低保”，他
又承包了三四十亩山坡地，种起了
草药……

如今，老人每天早起第一件事是
趟过小溪，去看自己种的药材。回到
家里时，他会坐着门前晒会儿太阳，
看着那片被他种满药材的山坡。“每
天都这样看着，心里踏实！”

老人也有遗憾。不止一次，他对
驻村队员李宁东说，山上的草药太多
了，不采太可惜。他也感叹，“采药是
苦活儿，现在年轻人挣钱门路那么
多，谁还来吃这苦啊？”1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赵富林

卢氏县豫陕交界的大山深处，聚居着瓦窑沟乡上河村排楼
沟口村民组的 21 户人家。年初的一场大雪，让 76 岁的贫困户
李明君住了 50年的三间土坯瓦房成了危房。负责帮扶的县运
管局驻村工作队决定按相关扶贫政策，为老人在公路旁盖两间
新房。打地基时，老人忽然提出要求：门窗都要朝着山。

在场的人都笑了，门朝路，能看过往车辆，还能做小生意。
老人却说：“俺和山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睁开眼能看到它，心里
美气！”

山，连绵起伏。老林子里，生长有数百种草药。16岁起，老人
就常白天攀缘在陡峭的悬崖上，夜晚露宿在山中的石窑里，用石
头垒灶生火做饭……

近60年的采药生涯，老人是当地为数不多的“职业采药人”……

溪流淙淙，鸟鸣啾啾。已搬进新
居的老人执意要领记者去半山坡看
看他种的“宝贝儿”。

踩着晃动的鹅卵石过小溪，遍布
蒲公英的羊肠道上，老人步履矫健，
不大会儿就把记者甩出三四十米
远。站在半山腰，指点着三四十亩绿
意葱茏的山地，老人兴致勃勃地说：

“这是俺种的猪苓，那是柴胡、天麻
……就凭这几十亩药材，今年俺也能
脱贫！”

他的奶奶出身中医世家，叔叔常
年上山挖草药，李明君从小就对大
山、对中药痴迷着。小学毕业，他被
推荐到公社里学了数月医，成了村里
的“赤脚医生”。山里草药遍地，生病
的山民却常因缺医少药得不到医
治。他心里着急，就一边跟奶奶学
医，一边跟叔叔上山采药。

“采草药辛苦。”老人说，那时候
他和叔叔几乎都是天刚亮上山，到天
黑能回家就已经不错了。很多时候，
为了采到急需的草药，要在山林里转
上十天半月。除了叔叔，当时村里有
四五个人经常上山采药。他们结伴
而行，彼此照应。老人说，采药人首
先要能辨识草药，而且不同草药还得
在不同季节采挖。在当地，采药人总

结出的顺口溜至今流传着：春采茂
叶，夏采红花，秋后采根，冬拾枯花
……

“年轻时，百十米开外俺搭眼一
看就知道那片都长有啥草药。”老人
自豪地说。老人记忆中，翻过山就到
陕西地界的深山老林里，有很多野兽
和毒蛇、野蜂，人们一般不愿去，又稀
罕那里的野生草药。

矫健的身手和强大的野外生存
能力，是采药人的基本功。寻找水
源、密林中认路……老人说，在悬崖
峭壁上采药，需要至少两个人配合
——绳子一端系在山顶的大树或岩
石上，一端拴在采药人身上，一个人
慢慢放下绳子，采药人在峭壁上缓慢
挪动身子。有一次，老人一眼望见悬
崖边有棵名贵草药，兴奋得抬腿就过
去采，不想一脚踩空，若不是下意识
抓住崖边一棵小树，“那就粉身碎骨
了！”还有一次他黑夜下山，不小心踏
上捕野猪的铁夹子，掉进了陷阱，“若
不是同伴发现及时，命早没了！”

“漫山遍野都是宝，一年到头采
不完。”上世纪 80年代，老人因农村
医疗制度改革，不当“赤脚医生”了，
但他的足迹踏遍了卢氏县豫陕交界
的山山水水，能辨识数百种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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