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印象

□乔兆军

芒种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

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芒

种，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芒

种的两头，一头连着收，一头连着种，有

人把“芒种”解释为“忙种”，真的恰如其

分。

芒种时节，成熟的小麦要收割，若

遇连续阴雨天气，容易倒伏、落粒、发芽、

霉变，为了不使快到手的粮食毁于一旦，

庄稼人必须抓住短暂的晴好天气，抢割、

抢运、抢脱粒。王时叙在《商周山歌》中

写道：“旋黄旋割听声声，芒种田家记得

清。几处腰镰朝雾湿，一行肩担夕阳

明。”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幅“三夏龙口

夺食图”。

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在一所乡村学

校教书，每年的芒种时节，镇里都要组织

教师帮助老乡割麦，名曰“三夏四抢”。

割麦的日子，炙热的太阳烘烤着，我们汗

流浃背，挥舞着银镰，麦子就一片片倒下

了。庄稼人为了保证麦子晾晒归仓，总

是边割边打，这样断断续续至少要累上

十几天。如今，随着机械化作业，大大缩

短了收割时间，人们再也不用弯着腰一

把一把割麦子了。尽管如此，芒种时节

我还是会回到农村，去感受那浓浓的农

忙味儿。

农谚云：“割麦栽秧两头忙，官家小

姐出绣房。”芒种是一扇门，一推开，繁忙

就扑面而来。农人总是把时间排得满满

的，丝毫没有空闲。田间地头，到处是他

们忙碌的身影。

麦收完毕腾出了地，旱作物棉花和

红薯的幼苗马上要移栽。玉米、花生、芝

麻、黄豆等经济作物也该播种了。农田

里，翻耕、灌水、平田，耙过的麦茬儿田白

亮亮的像一面镜子。一队人马早已站成

一排，一双双灵巧的手来回移动，所到之

处，一行行娇嫩嫩的禾苗，整齐得像木匠

弹出的直线，在微风中泛起一层层绿波，

蕴含着浓浓的诗意。但醉人的风景没有

使庄稼人冲昏头脑，他们的心里明镜似

的，三分靠种七分靠管，今后的日子，还

有许多忙事在等着……

站在芒种的节气里，我被这气势磅

礴的劳动激情挟裹着、震撼着。种地如

此，人生亦然。生命的丰厚来自耕作，耕

作的过程必定繁忙。“芒种不种，过后落

空”，那么就趁着现在正当时，赶紧在自

己的土地上种下一份心愿吧。

□张保平

山碧岚清如轿亭，女娲补天遗石成。太宗化险白鹿现，孟德题碑抒豪情。

唐塔殊雕冠华夏，太行独秀第一峰。一游此处三生幸，方觉四海山不名。

□杨金坤

每当小满一过，故乡的蚊子就一天

天多起来、大起来、狠起来。每当夜幕降

临，乘着渐渐暗下来的夜色，蚊子便开始

集体行动。它们成群结队从水塘边、树

林里、阴沟中飞出，“嗡嗡”叫着到处寻找

目标。为了少受蚊子的侵害，无论大人

还是孩子纷纷使出各种手段，向蚊子开

战，这中间就出现了许多趣人趣事。

我的二叔，孔武有力，每当有蚊子

降落在他手臂上，翅摆跳蹬准备痛饮血

浆时，他都正襟危坐，岿然不动。但到蚊

子伸出“吸管”，扎入肌肤，开始吮血时，

他就像“张飞”一样，怒目圆睁，咬牙握

拳，紧绷肌肉，将蚊子的“吸管”牢牢夹

住，再眼笑眉舒、从容不迫地活捉归案，

或断其翅，或撕其腿，处“凌尺”或“车裂”

之极刑。

大多数人没有二叔的本事，都拿把

蒲扇一边纳凉、一边轰赶蚊子。有的蚊

子被蒲扇之风扇到远处，有的蚊子寻个

没风的间隙，便落到人的身上。在这种

情况下，有人刚刚感觉到蚊子落在身上，

便一巴掌拍过去，蚊子闻风而逃，只落得

拍得自己的身体啪啪响。也有狠角色，

蚊子落在身上，并不急着去拍，等到蚊子

吸足了血，行动和反应迟缓了，一巴掌过

去，血肉飞溅，手掌上、皮肤上殷红一片，

抑或皮肤上印着一个清晰的蚊子文身，

翅膀，长嘴，长脚，斑马纹肚皮，纤毫毕

现。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手法，颇

能让人感觉到杀敌凯旋的意味。然后，

再伸手去挠那一处处微痒的皮肤，越发

让人觉得，这时光没有白白浪费。

父亲驱蚊，一般用艾草。端午时

节，父亲把采来晒干的艾草，编成草绳，

悬挂在房梁的铁钩上，点燃。随之渐渐

腾起的烟雾，蚊子闻烟而逃。因艾草熏

蚊也熏人，一根艾草绳燃完，母亲便赶快

落下棉线蚊帐。蚊帐落下后，母亲会端

着煤油灯仔细查看，发现伏在蚊帐上，没

有被熏跑的蚊子后，母亲把火苗调整到

适当高度，将煤油灯的玻璃罩上口，悄悄

移至蚊子身下，热浪一击，蚊子便立刻醉

酒一般落了下来。即使这样，蚊帐里的

蚊子也难驱赶、消灭干净。每天早晨起

床后，哥哥姐姐争相数着身上被蚊子叮

咬的包，再看蚊帐的里里外外，一个个因

吸饱了血而变得又黑又大的蚊子，死了

一般趴在上面。用手轻轻一抹，一摊又

一摊血，大家就争起来：是我的，是我的。

对付蚊子，我也有我的绝招。当发

现墙上有蚊子时，我不用手拍，而是拿一

个罐头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去扣。

刚开始扣不住，不是蚊子早早飞跑了，就

是在盖盖时蚊子又逃了。但熟能生巧，

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我经常能扣住，然

后，拿着罐头瓶去和小伙伴们显摆本事。

前几天，哥哥来看我，谈起小时候

的蚊子趣事，哥哥说，随着环境卫生整

治，故乡的蚊子少多了。

□夜风

黑皮最近给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提

什么事，只问我啥时候回去。我说最近

忙，脱不开身。他说，他在街上遇到大头

了，大头也问我啥时候回去。我说，看情

况，能回就联系。黑皮撂了句，那行，你先

忙，就挂了电话。

那件事过去半年多，他俩也该知道

了。我脑子像糨糊一样，不知道这俩20

多年的老朋友，今天是见还是躲。

太阳滚落山头的时候，我回到了镇

上。刚下车，就见黑皮站在车站门口的柳

树下抽着烟往我这边瞭望。他一看到我，

忙狠狠咂摸了几口，掐扔了烟蒂，从裤子

口袋摸出一盒未拆封的烟，撕开包装膜，

抽出一根向我递过来。

大头马上就到，等会儿去看个地方，

你最近咋样？他擦了根火柴。

还那样。我噙着烟，双手捧着火焰，

嘟囔了句。

我和黑皮靠在柳树上一根接着一根

抽烟。这个多年未仔细打量的镇子，房屋

刷了涂料，路面铺了沥青，店面换了门头

招牌，一切都是新的，只有店里头讨价还

价的叫卖声和我刚离开那阵子一个模样。

大头开着三轮摩托车从远处驶来，对

着我和黑皮一个劲儿地按喇叭。他搓了

把手，没下车，咧着嘴说，刚提了小卡，想

着开上来接磙子，没挂牌，又不敢开，只好

骑着三轮摩托车来了。

我眼前一亮，三轮摩托车好啊，这还

是我那三轮摩托车啊！我绕着三轮摩托

车看了一圈，嗅到热烘烘的机油味。喂，

大头，烧机油啊，你咋不整整？还有，你看

这车漆都要掉完了。

呦，你以为这还是你的车呢，都卖给

我8年了，咋？想反悔？行，今儿个就还

给你。大头龇牙咧嘴地笑着说。

行，这可是你说的。我拍了拍大灯，

就像是拍着多年的老友。不是去看个地

方吗？ 走吧。我踩着车轮，腿一挎，坐到

车斗里。

黑皮犹豫了一下，掐掉手里的半截烟

头，一个垫步，跃上来，挨着我盘腿坐下。

大头扭过头，看着我和黑皮直笑，不

嫌脏咱可走了啊。话还没说完，“咔哒”一

声挂了挡，轰大油门，一松离合，把我和黑

皮差点摔躺下。

发动机咆哮着，风有些眯眼，车子像

筛糠似的高频率颤动着，我的屁股被震动

得发麻，大腿也快要失去知觉。黑皮两手

在我脸前比划着，大声说话，我支着耳朵听

也没听清他说什么。我想给黑皮说那件

事，一张嘴，风就往喉咙灌，上不来气。

我们在一块田地的三岔路口停下，大

头指着远处说，那是我今年刚弄的塑料大

棚，装了电动卷帘机，自动升降遮阴网，比

你那时候的土坯棚先进多了。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十几座钢

构大棚在橙黄橙黄的油菜花田里格外耀

眼。

磙子，你是不知道，大头当初看你开

着三轮摩托车一趟趟地往外运西红柿、黄

瓜、豆角啥的，他羡慕得口水都淌出来了，

他说，看着那红的、绿的瓜果蔬菜，就像看

见了花花绿绿的钞票。黑皮接过话茬儿

打着哈哈。

我忽然喉咙一紧，张了张嘴，没说出

话来，眼角却憋出来热烘烘的湿润。我垂

下脑袋，想起大头对我说的产业扶贫项

目，想起黑皮说的技术资格证，心里骂自

己是个混球，俩老伙计托我办的正经事我

是一个都没给办，倒是半年前糊里糊涂给

那个“皮包哥”办了件“大事”，还差点把自

由也办进去。

黑皮碰了一下我的肩膀说，磙子，俺

俩都知道那件事你是被人利用了，也没

啥，大不了咱从头再来。黑皮说着从口袋

里掏出一个红本本说，我自己考出来的，

更有含金量。

我点了点头，把一股酸楚憋在胸口。

你也不上脚手架刷涂料了？我转身问大

头。

嗯，这证那证的，也不好办，不如种菜

省心。大头跟黑皮相视一笑，说，磙子，咱

当初可是说好的，谁转行都得请吃个大

餐，你跳出山洼洼那年，请俺去了镇里最

好的饭店，今儿个你也看到了，我干回了

你的老本行，也算转了行。

我咽了口唾沫，一把搂着意气风发的

两个老伙计，望着天空瞪大了眼，不让泪

水流下来。

我们在镇里新开的饭店划拳、喝酒、

敲脑瓜崩，开心得像七八岁的孩子。我们

在宾馆把两张床并起来，仨人头碰头睡在

一块儿唠嗑。黑皮说，磙子，像以前那样，

你再跟俺们说说梦想啥的。大头一骨碌

爬起来说，好，这个主意好。我盯着天花

板，把手垫在后脑勺，鼻腔喷出一团酒气

说，好，再讲讲梦想。

外面月光如水，挺拔桀骜的桦树影影

绰绰舞动着，月亮滚落山头时，我们仨或

许会在同一个梦里醒来。

□陈占超

五一假期，我和几位朋友相邀来到

登封三皇寨。我们从少林寺乘索道上

山，步行进入三皇寨悬空栈道。沿着一

条石板铺就、曲径通幽的山道向三皇寨

纵深处走去，左边是郁郁葱葱的林海绿

波，右边则是百米深渊的狭长山谷，远看

群山如黛，蜿蜒如龙、叠恋秀嶂、翠青巍

峨，近览奇峰异石、刀砍斧削、栈道若龙、

蟒袍玉带，游人仿佛在云端里行走、腾云

驾雾一般，微风徐来、枝颤叶摇、戏发拂

面、溢香扑鼻……

栈道在山腰中缠绕，游人在空中云

游，上上下下、曲曲折折、头上崖壁怪石

林立、石缝夹翠，脚下深沟仙谷、松涛和

鸣，路边、沟沿的一株株无名树上开满

了洁白如银的山花，鲜艳娇嫩、清香怡

人。

我们钻过一处三块巨石鼎立的山

口、博览了山涧那一处处千奇百怪的褶

皱山体（构造遗迹－褶皱）、书册崖那极

有特色的岩石、嵩山石笋等自然风光；我

们穿过了云雾缭绕的连天大峡谷，眺望

了峡谷远处那苍苍茫茫的卓剑锋，仰视

了若隐若现的象形山石“象鼻”峰，跨过

了摇摇欲坠的50米大吊桥……

瞧，那边悬崖峭壁上竟然还流淌着

一丝丝泉水，在这久旱无雨的季节里，细

微的泉水正沿着石缝缓缓向下渗漏，落

到山根处一个人工凿成洗脸盆大小的水

池里，清澈见底，池满水溢，我满心欢喜

地急忙跑过去，掬了把青泉，洗了一把

脸，顿觉清凉爽快。

走近了一线天，这是一个根据两边

岩壁夹歭、能在岩石缝隙中看见蓝天的

景点，我们从石缝中穿越而过，体验了一

把井底之蛙的感觉。不知不觉间，就到

了画家郑玉昆亲笔题写的神秘的“悬天

洞”，它是一个高大、宽阔的洞穴，洞内面

积不大，可容纳十多个人，极像一个天然

的小石龛。

我们穿林海钻洞穴、翻山坡越山

岭、跳深沟过高坎、步台阶登石梯，辗转

于峰岭苍松翠柏之间、游离于山涧青山

绿波之中，眼中装满了“天然地质博物

馆”里的地质类型齐全、岩龄古老、构型

奇特、发育完整、裸露良好的五代地质地

貌；心里记下了少室晴雪、少室落日、瘊

子观天、云峰虎啸及三皇宫、安阳宫、清

微宫等景观……

我们准备下山了，路过了三皇殿和

一个山间道观，便来到了赫赫有名的“登

天梯”好汉坡，好家伙，从上向下看，那一

眼望不到边陡峭的步梯使人胆战心惊、

望而生畏，我那不争气的老寒腿也不由

自主地哆嗦了起来，心里也更加打起怵

了，情急之中，我一把抓住了一位年轻同

伴，拿他肩膀做拐杖，一步一阶、一节一

段，稳扎稳站、侧身缓步、咬紧牙关、平心

静气、晃晃悠悠、踉踉跄跄……

终于到了检票口，回头仰望那垂直

陡立的486级石阶，我长长地出了一口

粗气。

□陈健

老家在豫南淮河岸边，小时候家家

养猪，老家有句俗谚“穷不丢猪，富不离

书”。“穷不丢猪”的原因，在那个普遍贫

穷的年代，喂上一头或两头猪，用每天的

洗碗刷锅水，再添加一瓢米糠或麸皮喂

养，临到年关就是一家老小的指望。杀

上一头猪，年货全办完，因而，农家人称

喂猪为“攒钱”。

那时农家人一般是建不起猪圈的，

机灵聪明的农家人常常选择一片平坦的

场地，用铁锤、斧子之类的钝器楔入一个

结实的木桩，从街上的铁匠铺打制一条

铁链子，把猪用铁链子牢牢地拴住，铁链

子这头的铁圈就套在了木桩上，木桩也

就成了猪的活动“圆心”。猪就在它的活

动领地用长鼻子拼命地“拱呀拱呀”，希

望能够发现“填肚子”的食物，日积月累，

不知搜了多少遍。自然也就收获寥寥，

每次不到主人做饭，猪就“哼哼唧唧”地

叫开了，那叫声是对铁链禁锢的“抗议”，

也是对饥肠辘辘的“叫喊”！

因为猪，孩子们也有了新任务——

剜猪草，老家人叫“打猪草”。每天下午

放学回到家，只要不是北风凛冽的寒冬、

嘀嘀嗒嗒的雨天，家里的长辈会专门吩

咐“打猪草”的任务，一提篮、两箩筐或者

更多，主要是根据孩子年龄的大小或喂

猪头数的多少来分配。这也成了必做的

“特殊作业”。

任务分定，长辈们还不忘嘱咐，一定

要“打”猪喜欢吃的，什么“猪殃殃”“牛舌

棵”“窝窝菜”“驴尾巴蒿”“破棉袄”“野燕

麦”“马齿菜”等这些不同季节生长的野

草，那时候村庄的池塘多，有些池塘里水

面上生长的“浮萍”、浅塘里生长的“鱼腥

草”等也是采撷对象，这些也是猪比较喜

欢吃的。“猪儿们”有了我们给它提供的

这些“野味”，嘴巴吃得“吧唧吧唧”响，尾

巴不停地摇摆着，说不定这动作就是在

向我们表示感谢呢！

孩子们玩性大，有的小朋友为了玩，

敷衍任务，把长辈们的话当“耳旁风”，还

遭到皮鞭的“教训”呢。有一个名叫群山

的玩伴，为了快点完成任务，把“猫儿眼”

“水蒿”等这些“苦得闹舌根”的家伙挖回

去喂猪，猪哪有这么傻啊，拒食，照样不

停地“抗议”，结果惹恼了他爹，把小屁股

打得红肿，算是长了记性。还有贪玩的

小朋友，耍奸使猾，偷干活儿实诚的小伙

伴的劳动果实。“淘气鬼”尿狗就因为偷

抓小伙伴明明的猪草，俩人还干了一仗。

“打猪草”让我们这些懵懂孩童对穷

困的家庭做出了一份贡献，“猪儿们”吃

了我们采回的“野味”加速了成长，同时

也减少了米糠、麸皮之类的投入。

“打猪草”这项儿时的“特殊作业”，

使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村孩

子从小就真切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就

知道了做人的责任，懂得了奋发向上。

这些不仅仅是人生的经历，而且是成长

的财富。每每回味，对如何做人、如何做

事都是大有裨益，也是一种力量和指引。

吕
如
德
绘

帮你实现梦想 故乡蚊事

打猪草 游记

岁月印记

小小说

盛开在拐杖上的花朵

夏
钓
图

三皇古寨听凤鸣

诗歌

游清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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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易农

午后的阳光，把我和父亲的身影，捻

得又细又长，像是两根手指，指向前方。

父亲拄着拐杖，一步步走起来十分

艰难，而父亲每走一步，都会有相应的呻

吟声从喉间挤出来，身子也会相应地向

一边趔趄。路面铺满了青石，塑钢拐杖

接触路面，因为坚硬遇到了坚硬，发出的

声响出奇清脆，还有着钻心的锋芒。

父亲老了，慢走几步的我，可以清楚

地看到父亲背部微微地驼着，隆起的部

分，是他扛了几十年的生活重石。虽然

现在儿女都已长大，但这块石头仍在父

亲的背上，顶着他陈旧的衣服和蓝瓦瓦

的天空。阳光有着悲悯的温柔，掠过父

亲的背部时，亮得像是为父亲常年的劳

作，点亮的一盏灯。

我怔怔地看着面前的父亲，瘦弱，歪

斜，揪心得弱不禁风，哦，父亲真的是老

了，83岁的父亲老得如一根被岁月拧干了

水分的布棱，紧紧地勒着我心里的疼痛。

这样的时光，显得莫名的酸楚，让我

不得不轻按着胸口，和父亲一道往前

走。路面是平坦的、光洁的，反射着太阳

的余晖。这使我们要把眼睛眯起来，来

辨别眼前的路。

突然，父亲停下脚步，回头看看我，

又转过身去，盯着路边的绿化带。

“哦，你看，那些花儿，开得多漂亮……”

父亲的话未说完，一阵剧烈的咳嗽

声响起。

“怎么了？是不是有点凉？”我问父

亲。

“不凉，多暖和的天啊，我说这花

儿……”

父亲有点激动了，举起拐杖微微地

向我指着那些花。花儿是粉红色的，开

在一片绿化树木的低处，它们微小的花

朵，透着天真和烂漫，有着不被世事困扰

的无忧无虑——可我不知道这花儿叫什

么名字。

是的，它们真漂亮。它们细小的叶

子，绿莹莹的，衬托着花儿的娇嫩。粉红

的色彩，星星点点，一簇簇地蓬勃旺盛。

它们分布在绿化带里，似乎是谁无意间

散落的种子，不加选择而生根发芽，开出

这么可人的花儿来。

真好看呢！父亲弯下腰去，坐在绿

化带的边沿上，把拐杖横着放到自己的

腿上，然后扭头喘着气去打量着。父亲

深陷的眼睛，透着亮亮的光，那光里满满

的亲昵和柔情，在每一朵花上游弋和抚

摸时，又有着孩童般的纯洁……

“哦，是不是还很香？”父亲取下口

罩，轻轻地呼吸着，仿佛在辨别花香的来

源方向，品味花香的淡雅。

“是的，很香呢！”我微笑着，走上

前，伸手摘下一朵拿在鼻子前狠狠地嗅

着——这花儿与我，因为父亲的一句话，

我觉得距离很近。

父亲眯着眼睛看着拿着花儿的我，

他微微地张着嘴巴，似乎要呼唤出我的

名字来。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学会

了凝望我。比如我下班后，父亲会一言

不发地看着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做饭；

比如我匆忙吃饭时，父亲又会皱着眉头

看着我，叮嘱我“多吃点”，更多的时候，

是我颈椎、腰椎病犯了的时候，父亲看着

我的眼神，多了怜惜和担忧……总之，父

亲的眼神，内容丰富得像一片海水，猜也

猜不透。

我心思跌宕起伏着，走上前拿起父

亲的拐杖，把手中的花儿插到了拐杖的

一个关节处。刹那间，拐杖的冷硬，有了

柔柔的情怀，银白色的拐杖也多了炫目

的色彩，小小的一点儿粉色，夺目而清晰

又温暖……

“嘿嘿嘿……”父亲笑了。他轻轻地

拿过拐杖，轻轻地拄着拐杖，生怕一用

力，那花儿就会从拐杖上滑落下来。

父亲在往前走，拐杖在往前走，拐杖

上的花儿像长了脚步一样，也在往前走，

那花儿如一只展开的手，撑开了时光的

暗流。而我，眼睛里含满了春日的阳光，

也在往前走……

父亲、我和拐杖上的花儿，就这样在

阳光下成为一体，而我也知道父亲的步履

里，从现在开始又有了春天的故事……

生活散记

节气走笔芒种之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