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杨呈霞 电话∶0371-65795713 E－mail∶ncbycx@126.com 版式∶李英 校对∶王姝

2019年3月14日 星期四

8

乡村印象

“三月三，是清明，家家户户上坟茔……”

初春时节，荠麦青青，一阵婉转悠扬的怀

梆唱腔回荡在乡间原野，儿时看乡戏的情

景禁不住浮现在眼前，恍若昨天……

怀梆戏，亦称怀庆梆子，以其慷慨激

昂、粗犷奔放盛行于豫西北。小时候年关

刚过，夜幕降临，乡亲们便早早地吃过晚

饭，跨过村头那座石板桥，成群结队地到

邻村孔庄看怀梆戏了。

戏台临时搭在打麦场上，坐北朝南，

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台下人头攒动，熙熙

攘攘，小孩子在人群的空隙里，钻来挤去

兴奋不已，追逐嬉戏。戏台旁边早就有许

多地摊一溜儿摆开，有卖瓜子的，卖甘蔗

的，卖水果糖的，卖玩具的……

天色逐渐暗下来了，雾霭褪去最后一

丝亮光，一弯冷月悄悄地挂在树梢上。戏

台上丝弦鸣，梆子响，戏要开唱了，人们感

到莫名的兴奋。

幕布缓缓拉开，灯光下，青衣名角腊

仙手拎裙摆，如风吹杨柳般细细碎碎地

走上几步，秀目顾盼流情，长裙水袖如

出水芙蓉。轻启朱唇，唱诉着一个凄怨

的故事，声腔婉转哀怨，像从幽泉里源

源流出的清溪。人们迷醉了，有的随着

音调，手指微点板凳；有的看到动情之

处，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禁不住潸然泪

下……

“妙婵留字泪汪汪，苏州城内有家乡，

十月怀胎生一子，桃花庵里男婴藏……”

曲折凄婉的《桃花庵》是一出久唱不衰的

怀梆戏，叙述的是苏州秀才张生清明踏

青，在桃花庵邂逅道姑妙婵，两相生情，暗

结珠胎。老尼姑认为有损声誉，毒害了张

生。妙婵生子后无奈咬破手指，在张生遗

留衣物上写下血书，裹住婴儿送人寄养，

儿子长大后考中进士，辗转认亲的故

事。那曲折跌宕的情节，轻柔、细腻、悲

悯的声腔，唱到了人们的心坎儿上。质

朴的语言，通俗易懂，真诚的情感，引人

共鸣，观众一片唏嘘，啜泣，甚至哭得耸

肩，哭得眼红。这场融在戏里的哭泣，把

他们生活中诸多的不如意，诸多的哀痛

都宣泄殆尽。

男主角刘玉光登场了！这时一度平

静下来的人海又忽然膨胀起来，他们都不

约而同地从座位上起来，真像潮水一样。

这个小生俗名大狗，从15岁跑龙套到演

主角，半个世纪的舞台生涯过去了，60多

岁的高龄，仍然能饰演出这样富有朝气的

俊美形象，表现出这样充沛的青春活力，

这不能不说是奇迹。观众像触了电似的

对这位老艺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清

亮的唱腔在夜空中颤动，听起来似乎辽远

而又逼近，似乎柔和而又铿锵。观众像痴

迷了一样，忽然变得鸦雀无声。他们看得

入了神。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舞台上演员

们的思想感情交融在一起。

夜色深沉，整个乡野被银白色的光笼

罩着。戏台上的淋漓酣畅，原野里的广袤

清幽，与人们深深沉醉的心融为一体。那

种生命状态令人动容，并且刻骨铭心。

岁月悠悠，年代久远，记忆已一片斑

驳，唯乡音永驻。多少次梦回家乡，那裙

裾舞动、深情婉约吟唱的一幕幕怀梆戏萦

绕心间，如欣赏一首意蕴深厚的乡间长

诗，韵味悠远，挥之不去……

“一声怀梆戏，双泪落襟前”，怀梆用

豪放而委婉的个性演绎着流逝的时光，

为一代代人所接受、喜爱，百唱不厌，甚

而时隔多年，凭空一句唱腔，便能勾起你

情感的强烈共鸣与激荡，乃至热泪盈

眶。这也许就是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所

在吧!

怀梆声声是乡音
□张凌云

农村版

岁月印记

老家在汝南县和确山县的交界处，一

个叫舍屯的地方。这么多年了，我早已离

开了舍屯，但心中却始终难以割舍。我的

童年、少年都留在了那里，舍屯这两个字，包

含有太多的记忆，而真正让我一次次返乡

的直接动因，是因为老家有一个不愿意进

城的老娘，有块属于我们的8亩责任田。这

块责任田像一艘小船，载着我们一家人，风

风雨雨几十年，见证了我家的兴旺发展。

20世纪70年代，城市居民实行计划

供应，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农村的日子更

不好过，基本上都是以杂粮和野菜充饥。

家里每年就两百来斤小麦，被奶奶藏得严

严实实，等到过年了才肯拿出来装点门

面。当时在酒厂上班的父亲，经常买些面

粉带回家。要不然母亲和我们弟兄三个

真不知怎样生活下去。随着联产承包责

任制政策的普及，我们一大家人也分开

了，爷爷奶奶和两个叔叔他们一家，母亲

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也分到了三块地，有一

大地二大地三大地共8亩。从此，这8亩

田地就成了母亲的命，长年累月地忙碌。

记得当年还喂了一头灰毛驴，和奶奶家的

一头老黄牛搭帮种地，由于灰毛驴力气

小，又不太配合老黄牛缓慢的步伐，经常

被二叔用皮鞭抽打。看着驴身上的伤痕，

母亲心疼得直抹泪，因为这事和二叔没少

吵架。由于父亲在外地上班顾不上家，农

活儿的挑挑担担犁地打场，都得依靠别人

帮忙。母亲不止一遍地絮叨：“下辈子托

成个人，说啥也不找这一头沉的家庭。”

我们村东头就是溱水诃，耕地都是沙

壤土，肥料上多了庄稼倒伏，上少了产量

低，就是草长得特别旺盛。那时没有除草

剂，全靠母亲一人一锄锄一遍遍地劳作，

两个弟弟还小，白天交给了奶奶照管，往

地里给母亲送水就成了我的任务，每天两

趟往地里去送水，母亲就着水吃着拿的干

馍后，继续锄地干活儿。为了让我们吃上

好面馍，穿上新衣裳，母亲把命都交给了

这片土地，她不到40岁就满脸褶皱满头

白发。大集体拿工分不够吃，分了地以后

生活一下改善了许多，我家在1984年还

盖了三间红砖瓦房，在1989年买了辆四

轮拖拉机。就这样一天天地我们长大了，

我接班进了城，三弟考上了大学进了城，

二弟当兵复员也安置进了城。

20世纪90年代，是母亲最高兴的十

年，我们都进了城安了家，地里打了除草

剂，锄头挂上了墙，又买了小型收割机和

播种机。把人从繁重的农活儿中解放出

来，富余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一栋栋小别

墅，如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农村发生了

彻底改变。母亲也成了酒厂的编外推销

员。我们虽然都在外面，每到麦季秋季大

忙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赶回家帮忙。

母亲忙前忙后地指挥着，笑得合不拢嘴。

赶上了国家30年不动地的好政策，有块责

任田真好啊！小时候它是我们赖以生存

的饭碗，大了它是我们联系感情的纽带。

转眼过了2000年，大型收割机、大型

播种机、联合播种机应运而生，种地不缴

粮，每亩地还有100多元的补贴。家家户

户不用犁地、播种、收割、打场，在远方打

工的不用回家，农活儿交给老年人都能轻

松地完成。借此机会我们也商量让母亲

进城，在乡下累了大半辈子，也该享享福

了。母亲在城里待了几个月，整天的无所

事事让她大病了一场。病好后执意要回

去，她一遍遍地恳求，想念老家那几间瓦

房，想念老家的责任田。实在拗不过，只

好让母亲一个人回了老家。前几年国家

号召土地流转，以每年1000元一亩的价

格承包给了别人种植花木。年老的母亲

在院子里开了一个小菜园，闲了到村口地

头转转，她说农村空气好，尽管土地承包

给了别人，可每次看到自家责任田，她就

有说不出的亲切感。

家里有老娘，有老房子，有块责任田，

孩子无论走得多远，都知道来自哪里。老

娘用她柔弱的肩，把我们高高托起，老房

子里的每一砖，都浸透了我们童年、少年的

情感。还有那8亩责任田，从驴马年代到

小型机械化，从小型机械化到大型机械化，

从大型机械化到集约化经营。母亲春夏秋

冬侍奉了它几十年，它的每一寸土，都留下

了母亲的汗水，几十年来，这块责任田同我

们一起，感受了母爱的伟大，见证了历史的

发展，体会了时代的进步。它是我们生命

的摇篮，更是我们腾飞的翅膀。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

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

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

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1278年，宋代大臣文天祥在广东兵

败被俘。翌年，他被押送经过珠江口外

的海域时，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作——

《过零丁洋》。如今，文天祥发出千古慨

叹的伶仃洋（又称零丁洋），已是世界上

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在这片广阔的海面

上，有一座大桥于2018年10月23日正

式开通了。它，就是港珠澳大桥。

这座大桥历时6年论证、8年建设，

全长55公里，集桥、岛、隧于一体，创造

了多项世界第一，获600多项专利，堪称

世界桥梁史上的珠穆朗玛峰。为什么我

国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这样一项举世瞩

目的“超级工程”呢？

首先，“超级工程”离不开国家财政

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

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财政收入稳步增

长，为完成“超级工程”提供了充足的资

金保障。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

利等基础设施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离不开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同时也

充分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优势。

其次，“超级工程”的顺利建成是我

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能把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

起来，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

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

挥宏观调控和市场的作用。港珠澳大桥

的顺利通车，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的优越性。

再次，“超级工程”的建成是我国坚

定不移贯彻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结果。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

色自主创新道路，不断增强创新驱动发

展新动力。“超级工程”背后必有“超级创

新”。港珠澳大桥建设难度极大，新材

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层出不穷，仅

专利就达400项之多，在多个领域填补

了空白，造出了世界上最难、最长、最深

的海底公路沉管隧道。

作为中学生的我们，如何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去完成

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工程”呢？

首先，我们必须有爱国之情。中华

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是

我们这个民族精神家园里最美丽的奇

葩。进入21世纪，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繁

荣昌盛，爱国更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

音，爱国是团结奋斗的光辉旗帜，爱国是

推动前进的强大动力，爱国是拉进你我中

国心的坚实纽带。我们要通过学习中华

民族的悠久历史、优秀传统文化和党的基

本路线，正确认识我国的历史和现状，努

力培养爱国主义的崇高感情，将自己的理

想、信念与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树立崇高的民族自

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其次，我们要有报国之志。报国之

志，就是为国尽力，报效祖国的雄心壮

志。当代中学生，任重道远，建设社会主

义强国正等着我们去大显身手，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正等着我们去奋斗。青年

时期是立志的关键时期，当代中学生都是

具有远大志向的热血青年，应当像革命前

辈那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

发奋学习，练就过硬的本领，在实现理想

社会的过程中努力实现理想的自我。

再次，我们要具备建国之才。建国

之才,就是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本领。

我们渴望收获才华，收获才能，引领时代

走向。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

没有过硬的本领，没有丰富的知识，是无

法在社会上立足的，更何谈报效祖国？

青年时期正是成才的重要时期。我们要

把握好时机，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努力攀

登科学高峰。

最后，我们要有效国之行。效国之

行，就是把强烈的爱国热情，远大的报国

志向化为实际行动，以优异的学习成绩

和工作业绩来报答祖国和人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

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早日实现，让我

们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平凡的小事做起，

积跬步以至万里，掬抔土以成千山。报效

祖国，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努力！

犁铧翻开

土地一冬的内涵

泥土新鲜的气息

滋养乡村

清瘦的身姿

田野里

谁把腰身弯成了弓状

黑布鞋

打开谚语的扉页

嫩芽一样的民谣

拱出土地的门

牛鞭脆响

唤醒大地沉睡的生灵

牛哞嘹亮

声声呼唤

又一个丰年

自从远嫁后，我对故乡的小城，便只

能在回忆里寻找慰藉。和许多远在他乡

的人一样，我热爱家乡，深深地想念家乡。

那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故乡的小

城有了公众号，公众号办得很精彩，粉丝

已经超十万了，远在外地的异乡人，可以从

公众号里了解家乡的情况，这让我又惊又

喜，这下，我终于有了思念可寄的地方了。

我关注了故乡的公众号，查看历史记

录，我发现公众号里全是让我眼热的东西，

那些熟悉的地名，那些熟悉的菜品，以及

那些熟悉的文娱活动，也都是我们那个小

城独有的特色。除了这些，公众号还发一

些家乡人写的文章，一字一句都表达着家

乡人对故乡一草一木的眷念与热爱。有时，

公众号也发出一些倡议，为突遭困难的家庭

募捐，为贫寒学子捐款，我感受到了故乡公

众号浓浓的正能量，每天都要点开看看。

有天心血来潮，我怀着好奇的心情，

给小城公众号投了一篇文章，不久，公众

号就刊出了我的作品，那些老同学看到

了，纷纷发来短信给我祝贺。让人意外的

是，没几天，一个陌生的微信号加我，我一

看头像，惊呆了。

那是我多年前的校友，我们在学校结

下了很深的友谊，但毕业后由于通信极不

方便，我们失去了联系。她通过公众号联

系上我，我加上她后，她又把我拉入校友

群，这样，我终于找到了组织，那些曾经从

小城出发，到异乡求学，又回到小城的师

哥师姐、师弟师妹。我很感动。

不多久，小城的校友们聚在了一起。

分隔了20年，我们依然没有生疏感，大家毕

业后在各行各业工作，他们都在小城安居乐

业，非常幸福。我们在一块儿回忆在异乡求

学的那些时光，开怀大笑，热闹极了。

我没有想到一个小城公众号有这么

大的影响力，也没有想到，无意间投给小

城公众号的一篇文章，竟然帮我找到失散

了20多年的校友。

故乡的公众号，时时传递熟悉而亲切的

气息，温暖着我们这些远在他乡的人的心。

生活散记家乡的公众号
□刘亚华

□雪阳

春耕
□马正文

诗歌

发现春天 苗青摄

我看“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三（12）班周旻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文

家中有块责任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牲口车还是农

村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每个生产队都

有一辆三驾马车，车盘是木头的，其下有

两个大胶轮，一次能拉两吨货物。马车

要一个牲口驾辕，前面两个牲口拉帮套，

套好三个牲口，马车整装待发，是非常有

阵势的。而驾驭这个马车的人更有气

场，村里人叫掌鞭，在生产队很吃香。掌

鞭将手中的马鞭在空中一甩，“啪”的一

声，犹如爆竹，清脆入耳。那时候，我从

马鞭声中感悟出来为什么村里人称爆竹

为鞭炮。三个牲口听到指令，马车驱动，

掌鞭跳坐在车前，赶着马车走了。常常

引来我们小伙伴羡慕的眼光，跟着马车

跑一段，遇上掌鞭高兴的时候，会让我们

上车坐一段路，一下子引来小伙伴们的

欢呼声，那种感觉跟现在坐上高铁差不

多。

赶牲口车看似简单，其实也有技巧

在里面，不管是马、骡子，还是驴、牛，都

是通人性的。拉车前放料草，牲口看到

玉米、黑豆，就知道要干重活儿了。出门

前，要给牲口吃饱喝足，还要带上料草

包，到饭点时，掌鞭顾不上自己吃饭，先

上草料喂牲口，并提着水桶到附近人家

借水饮牲口。一般情况下，掌鞭是不忍

心抽打牲口的，遇到上坡路，掌鞭会跳下

车，将鞭子在空中用力甩几下，再连喊几

声“嘚儿”，牲口会蹄疾步稳冲刺爬坡。

收工回来，掌鞭卸掉车套，牵着牲口转半

圈，牲口就会躺到地上打滚，犹如人们干

活儿回来伸腰解乏，牲口左右打几个滚，

站起来浑身一抖，抖落身上的泥土，掌鞭

拿起扫把给牲口扫土“按摩”。

我第一次赶牲口车，是刚上初中的

时候，那一年我们家请掌鞭赶着牲口车，

来帮着往田地里拉农家肥。掌鞭是我们

家的熟人，他的牲口车是一辆骡子车，田

地离家有三四里路，拉了两趟后，掌鞭想

在地头与别人抽烟聊天，就让我赶车回

家。他看我惊讶担心的样子，就鼓励我

说：“没事儿，别慌就中。”

我激动而又紧张地跳上车，赶着牲

口回来了。经常坐牲口车，我早就知道

赶车的口令，我不会甩鞭，怕抽打牲口受

惊，就喊口令，看着牲口在我的口令下前

行，那种感觉比学会开汽车还激动。赶

牲口车启动时要喊“驾”，停车时要喊

“吁”，向左拐要喊“喔吁”，相反，向右拐

要喊“稍吁”。我壮着胆子赶着牲口车拉

了一趟农家肥，得到了掌鞭的夸赞。

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趟，第二趟我

就感觉轻松自如多了，空车回去的时候，

我学着甩了几次鞭子，没有响声，我就接

连喊了几声“驾”，骡子小步快跑起来。

到了路口，牲口也知道往哪儿跑，直接拐

弯了，“老马识途”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

生动的印记。

后来，村里人的日子渐渐宽裕起来，

很多人家为减轻劳动，买来了小毛驴，毛

驴虽然拉力小，但很温顺，妇女儿童都可

以赶车，很是方便。农闲的时候，一家人

坐着毛驴车走亲戚赶集，很是惬意。进

入新世纪，毛驴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

台。柴油三马车逐渐在村里普及，到现

在，很多人家有了电动三轮车。

如今，在农村很难见到牲口车了，牲

口车是一种近乎原始的交通工具，存在

了几千年，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我

们感叹现代交通工具带来的便利，更感

叹交通工具的发展历史，学习历史，了解

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珍惜现在。

赶牲口车
□杨林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