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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糯米天下
■ 潘新日

木锨起处麦粒黄木锨起处麦粒黄
■ 寇俊杰

青青 苔苔
■ 王永清

莲子藏玉潭，凝碧一波平。

翠岩飘裙袂，芳谷列瑶筝。

妙女信手弹，天籁散烟汀。

林鸟声已歇，行云步欲停。

情动牵魂魄，曲回百感生。

古人多啸傲，吾亦学忘形。

蓬瀛羡野趣，尘俗憎浮名。

徘徊竟日去，卜居起幽情。

玉女玉女潭潭
听筝听筝歌歌

■ 毕士雄

瓜田月色瓜田月色
■ 曹春雷

“青苔满地初晴后”，接连几天
的绵绵阴雨，院前院后的屋角里，
斑驳的墙壁上，潮湿的井栏边，老
院子的水管旁……常常会滋生出
一丛丛青苔，它们静静地长着，冒
着清清爽爽的绿，四处漫漶着。于
是，村庄、原野，到处晃动的，都是
它的身影，浮动的，都是它的绿意。

小时候，我的家乡，农村院子
的土围墙上，常见青苔。围墙一般
用土坯砌筑，也有的用黏性强的黄
土夯实而成。顶部防潮层通常采
用油毡、芦苇或麦秸覆盖压实。春
夏之时，几天连阴雨一扯，潮气积
聚，青苔就悄无声息造访了。那土
墙顶部，生着厚厚一层青苔，绿意
浓浓地鲜亮着，土墙色黄，青苔苍
翠，两相辉映，竟然有几分中国画
的古意。

在一个叫歇马的小镇，我见过
它窄窄的老街，长而幽深，两面是
古旧的房屋。斑驳的老墙由青砖
垒成，砖也陈旧了，边边角角都破
损得严重，许是雨水、寒风或是阳
光给磕碰出来的。青砖缝隙处滋
生出了青苔，曲曲折折宛如老墙凸
起的筋脉。青石板铺成的路面，边
边角角都挤出了青苔，给路面镶上
了一圈绿色的边。在老街上行走，
眼睛随处可碰触到鲜绿的青苔，于
是，行走都葱翠轻盈了起来，让你
恍惚间跌落到时光的深处。

我还见过清泉之下青苔的模
样。水流潺潺，在大大小小的石砾
间百转千回，而绵密的青苔，泛着
淡淡的光、润润的绿，“油油的在水
底招摇”，有种天然的野趣。我脱
掉鞋袜，小心翼翼在溪中彳亍前

行。溪水吻着、青苔挠着我的脚
踝，我踩在柔软而湿润的青苔之
上，好像踩在悠悠岁月之上，心无
纤尘。想起了冰心在《寂寞》中的
句子：“他便脱鞋和袜子，轻轻的走
入水里，一面笑道：凉快极了，只是
底下有青苔，滑得很。”

古人写青苔的诗不少，特别
喜欢袁子才那首《苔》诗：“白日不
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诗人笔下的青苔生
长环境是恶劣的，但春风阳光不到
的地方，青春照样萌动，如米粒一
般微小的苔花，也依然像那美丽高
贵的牡丹一样自豪地盛开。诗言
志，诗人仕途不顺，33岁就退隐，
他的这首诗抒写的，除了青苔勃
发的生命力，还有一种不卑不亢
的生活态度吧。

我没有见过青苔开花。百度
百科上说：青苔结构简单，虽然有
茎、叶，但茎无导管，叶无叶脉；叶
由单层细胞组成，只有假根而无真
根；不开花，所以没有种子，只能靠
孢子繁殖。袁枚看到的“苔花”，可
能是苔类的孢子体的孢蒴，或雄器
苞。但是，我宁愿相信：青苔是开
花的，开得热烈精彩，于无声处有
惊雷。

细细想来，低微平凡的苔藓，
多像绝大多数人的草芥人生。它
们谦和、不霸道、不谄媚、也不妄
自菲薄，用自然而为的生命状态，
坚强地活出自我。也许它永远也
体会不到什么叫奢华，但它们世
世代代，生生不息，努力进取，用
绿色的生命来涵养和美化着我们
的大地。

很早就听到过“老鼠拉木
锨——大头在后边”的歇后
语，不知道老鼠拉木锨干什
么，但木锨确实是庄稼汉们离
不开的帮手，特别是在扬场的
时候……

木锨就是木制的锨，它和
铁锨相比，除了轻巧之外，最
大的好处就是不会伤及地
面。比如在打麦场扬麦，虽然
打麦场经过石磙辗轧，比一般
土地硬得多，但如果用铁锨扬
麦，就会铲到地面，碰出土块
混入麦粒中。另外铁锨是凹
陷的，不利于抛撒，木锨是平
的，能很好地把麦粒抛散开
来。虽然木锨远没有铁锨结
实耐用，但祖先的智慧是让我
们不得不佩服的。实践证明，
在扬场时木锨是别的工具代
替不了的。

父亲是扬场的好手。他
那把木锨用了十来年了，即便
木锨耐磨，锨头也磨秃了；即
便锨头磨秃了，他也不舍得
换。父亲对这把木锨像是老
兵对老枪，不但用顺手了，而
且还有感情。他常去给别人
家帮忙扬麦，去的时候总要拿
上自己的木锨。别人家有，但
他用不惯。这把木锨就像是
父亲延长的手臂。父亲两脚
牢牢站稳，像锲在麦堆旁、马
上要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迎
风而立，手中的木锨像是关云
长手中的青龙偃月刀，左手在
前，右手在后，弯腰蹬腿，用木
锨满满铲上一锨麦粒，凭感觉

和经验，在风力、风向都恰到
好处时，用力把麦粒往天上一
撒，风把麦粒的流线吹出来，
那风向就写在半空。“哗啦啦”
像一阵急雨，麦粒成一条直线
落下来。这看似简单，但落地
拉线可不是谁都能拉成的，掌
握不好麦粒落地会成一团或一
片。父亲说，关键是木锨扬向
空中一半的时候要突然由直上
变横平，弧线前仰后拉，一气呵
成，有丝毫差错落地就乱了，麦
壳和麦粒混在一起，再高明的
打掠人也无法把麦壳扫去。

母亲是父亲最好的助手，
她在父亲把麦粒撒向空中的
间隙，用扫帚在麦粒表面一来
一回轻掠而过，迅速把麦壳扫
出来。如果这个动作慢了，会
导致下一锨麦粒落在扫帚上，
同样造成壳粒分离失败。

几十年过去，我脑海里父
母配合扬场的画面依然清晰：
在夕阳的余辉下，父亲挺直着
身子，用木锨让麦粒撒着欢儿
奔向空中，像一道金黄色的
虹；母亲弯着腰，拿着大竹扫
帚“呼啦啦”掠过，像轻风拂过
水面。两人一高一低，一扬一
扫，一夫一妻，一唱一和。我
看不清他们的脸，夕阳给他们
的背影镶上了一道金边，成了
我童年记忆中最美的画面。

时过境迁，如今的木锨早
已像年老的父亲一样，没有了
用武之地，它和众多农具一起，
如过眼云烟的乡愁，沉没在收
割机巨大的轰鸣声里……

回到乡下的这一晚，月色
正好，吃过饭后，我一个人出
了院门，在此起彼伏的狗吠声
中，慢悠悠穿过街道，跨过村
南小河的桥，邻家二哥的瓜
地，就到了。

远远就看见瓜棚前的烟
头，在月光里，如萤火虫一样，
明明灭灭。二哥蹲坐在那里，
看见我来，站起身，只是问了
一句“回来啦？”然后径直走到
瓜地里，俯下身，用手指敲了
敲，便将一个西瓜掐断秧，抱
了起来。在瓜棚下放下，一拳
砸开，端给我一块。

我俩唏哩呼噜地吃。甜，
清清爽爽的甜。有一搭无一
搭地说着些话。野鸡在远处
的麦地里咯咯几声后，又归于
沉寂。近处河里，蛙鸣却一阵
紧似一阵。二哥随手摸块石
头丢过去，一下子就静下来，
但不一会儿又喧嚣起来。

今夜，热闹注定是它们
的。

小时，我常来这里，陪二
哥看瓜。那时，他的父亲——
我喊“奎叔”，还活着，看瓜主
要是他的事，而我们，是来玩
和吃瓜的。在月光下，可以做
很多事。在瓜地摘个西瓜，抱
到河里去，扔在水里，我们脱
了衣服跳进去，把西瓜在水面
上推来推去，当水球。玩够
了，就用拳头砸开。瓜很脆，
一拳下去，就裂成两半，一人
一半吃了。

学了《少年闰土》那篇课
文，我们便要做“闰土”。“深蓝
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

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
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
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
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
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
了。”

天空的圆月，也是金黄
的。西瓜地，也是“一望无际
的碧绿”。也握着钢叉，在瓜
地逡巡，找猹——猹是没有
的。有獾，像小猪一样，能像
滚雪球一样，一夜滚走四五个
西瓜。但我们没有见到，是奎
叔说的。

看瓜，其实不是看人，主
要是看獾。有人若从此经过，
奎叔总是喊人家过来，坐下，
吃个瓜，扯一下村里村外的闲
话。

我和二哥趴在茅草棚前
的草席上，听着大人时断时续
地说话，等待着獾的到来。蚊
绳草在旁边燃着，烟雾融进月
色里，有种淡淡的香。奎叔握
着大蒲扇，偶尔给我们扇一
下，驱赶一下蚊子。

獾没有等来，我们却枕着
蛙鸣，睡着了。

仿佛只是一晃之间，奎叔
不在了，二哥成了种瓜和看瓜
的人。而我，是一朵蒲公英，
被命运的风吹进城市，在水泥
地扎下根来。

这一夜，我们吃着瓜，品
味着那些已经老去的日子。
往事很近，却又很远。我们依
然是我们，却又分明不是我
们。唯有月光如故，明晃晃地
照亮了从前。

父亲的老手电父亲的老手电
■ 吴 昆

糯米是心肠最软的米，一个
“糯”字，把它的性子和心亮了出
来。

乡下人种田，糯稻都是经过盘
算的。选种、泡稻、下秧、移苗、除
草、收割，每一项都凝结着农人的
心血和汗水。糯糯的米香，浸润着
农历里的每一个节日。

做饭做菜，咸的，糯米蒸肉、糯
米烧鱼、糯米鸡、糯米扣肉……甜
的，糯米蒸莲子、糯米拌木耳、糯米
蒸红枣、汤圆、糯米饭、糯米粥……
每一道菜，每一样饭，都连着中国
人的每一天，更是乡下人大节和宴
会少不了的大菜和主食。

老人们爱说，糯米在哪，哪里
就有人气。

可不是，闲来无事，三五老友
在茶桌前一坐，品茶自不用说，最
显眼的，就是摆在茶桌上的几盘点
心，都是糯米做的茶点，外观极美
的那种。吃起来，香香甜甜，看起
来精致、美观，有点艺术性。一块
小小的糯米糕点，入嘴即化。尤其
那些上了年纪、牙口不好的，吃起
来入心入肺，粒粒皆有匠人的苦心
在里面。人性的滋味，有时候，比
事物本身的价值要高多了。

老县城的旧街道上，有一家糯
米糕老店，几代人都是靠糯米衍生
的技艺为生，老辈人传承的手艺，

留住了多少南来北往的人。那份
记忆，留在了周边人茶余饭后的闲
聊里。所幸老店还算机灵，早注册
了商标，他家的糯米糕，都是手工
制作，还成了县里的特产，生意自
然好。

家乡人对糯米有特殊的情
感，平常的日子里，红豆或者绿豆
糯米干饭是常见的。一顿饭，豆
子的加入，让糯米饭有了别样的
滋味。如此，菜，已显得不那么重
要了。

我们说糯米天下，当然是因为
它的无时不在。

也是，传统节日里，哪个节日
没它的身影？

元宵节，各式各样的汤圆是这
个节日的头彩。芝麻馅的、花生馅
的、豆馅的，每一个滚圆里，包着满
满的蜜糖，咬一口，柔软里藏着蜜
甜和杂粮的余香，那种享受是几千
年的传承和延续，是每家每户的香
火味，有仪式感，也有归属感，所有
的知足都在里面。元宵的滋味，是
一家团圆的幸福和知足。

还有端午节，万千个粽子拴上
红线，便是一个个祝福。青叶龙粽、
黄叶斧头粽、三角粽、五角粽、竹筒
粽，每一种粽子，都包含着糯米洁白
的心意。那份晶莹，是五月的骄阳，
是田地的馈赠，是老辈人的念想。

包着，是一种期待，打开，是一份情
结，绵绵软软的香甜里，涵盖着糯米
的万千情谊。有了它，节日，就有了
草木香，仪式感。抹上糖，甜到心底
里的是欢喜之后的宁静。

最后就是过年，这个一年中最
大的节。为了它，南来北往的人都
要开始一年中最大的迁徙，而留守
的人们，都要在年货中，留足糯米
的位置。于是，年，就有了地气，有
了隆重。

整个腊月都是喜庆的，忙碌
的，用糯米沾着的。

酒是节日的味精。一碗糯米
酒饱含着深情，沉醉着乡情，洋溢
着热情，蕴含着长辈人的期许。不
用说，糯米是老人家戴着老花镜一
粒粒择过的，一颗颗洁白如玉。这
些透明的米历经浸泡、蒸煮之后，
要冷却到手的温度上下，再拌上酒
曲，装进玻璃坛中，等待它的华丽
转身。由米到酒，关着的糯米，需
要半个月的生死蜕变，腐的结果意
味着质的提升，于是有了琼浆玉
液，有了喜乐忧愁。

糯米，麻醉了自己，也麻醉了
人。

这是化学的糯米，物理的糯米
也是震撼的。打糍粑和磨糯米粉
就是年尾最浓的一道。每家每户
的门前，闲了一年的石臼洗了又

洗，它要容纳的是这家人一年的辛
劳。于是，那些脱光衣服的糯稻，
在锅里蒸熟后，冒着热气，在石臼
里被主人唱着劳动号子，无数次地
翻搅锤炼，直到无数个身影粉身碎
骨，连在一起，相互融合，化为米
泥，才会手牵手地走上方桌，被擀
面杖擀匀，再被切成块冷藏或泡在
清水里，等待一场团圆之后，油炸
或生煎。

而稻场上，石磙和碾盘相互咬
合下的糯米，被碾成碎末，它们的暂
时分离，就是人们许下的心愿，为了
不久后的团聚。家人面前，客人碗
里，加了糖心的白白胖胖的汤圆，寄
托着主人多少关爱和亲切。一切洁
白的感激里，表达的不仅仅是爱，最
直接的就是柔软的糯米心肠。

不过，现在很多时候，糯米粉
的磨制，已经被米粉厂机械化了。
那些失去土地的乡人，只能靠机器
吐出的粉末，粘合一下祖上的旧
念，在糯米的原味里回味故乡，回
味乡情。

粘，深入每一个人的心里。
糯米天下。很多人都在旧俗

里沿袭着家风和习惯，一代一代。
糯米的滋味，是天下的滋味，

是人的滋味。生活里，糯米的心
肠，代表了人心。祖训里，米如此，
人亦如此。

父亲有一把老手电，我也不知
道那把手电有多少年头了，只知道
还没有我的时候，那把手电便跟着
父亲了。正是父亲的这把老手电，
照亮了我的童年。

夏夜，孩子们最爱的活动便是
寻找知了龟。笨笨的知了龟从土
里钻出来，呆呆地趴在树干上，抓
起来并不困难。但是想找到知了
龟却是个难事，因为天太黑，只能
靠着依稀的月光来摸索。这时候
父亲总会打着那把旧手电，跟着我
们一棵树一棵树地寻找，在手电筒
的亮光下，知了龟再也无处藏匿，
只能乖乖地被我们抓住。一晚上

我们能抓上一大兜，这时候便是我
们快乐的时光，孩子们笑，父亲也
笑，孩子们快乐，父亲也快乐。

后来我长大了些，也更加顽皮
了。有一天我和小伙伴去后山的
小溪里捞鱼，捞着捞着，我们发现
溪边有一只野兔，于是撒丫子就
追，追着追着就迷失在树林里。天
渐渐地黑了，我们都慌了，但是越
慌越转不出去，最后只能蹲在地上
哭。风也大了，沙沙的树叶声更让
我们害怕得厉害。这时，一道光照
进了树林中，不停地晃动，这是父
亲手电筒的光，父亲来找我们了。
看到了这道光，我们就像看到了希

望。这件事早已在记忆中沉淀，让
我终生难忘。

又过了几年，我上高中了，是
个寄宿学校，父亲的老手电便很少
见了。高三那年，学习非常紧张，
时间捉襟见肘，本想晚上多学一
会，但是宿舍熄灯却很早。回家时
和父亲说了，父亲挠挠头，把那把
老手电递给了我：“儿子，这把手电
筒是旧了些，但是还很亮堂，好好
学习，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后来
每次熄灯后，我都趴在床上，用父
亲的老手电照着学习。老手电的
光虽然暗淡了，但是父亲的爱却照
亮了我的心，最后我如愿以偿考取

了一所不错的大学，那把老手电我
也还给了父亲。

又过了不少年头，我在城里有
了房子，把父母接到了城里。有一
天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饭，
突然停电了，一片漆黑，我们只好
呆坐着等待来电。这时候父亲摸
索着站起来，过了一会，一道亮光
照亮了我们，原来父亲又拿出了那
把老手电。在手电的光亮下，我们
一家人聊天谈心，开怀大笑，感觉
到了一种简单的幸福。

父亲的老手电已经掉色了，光也
暗淡了，但是老手电的记忆却深深留
在我的心中，总能带给我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