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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活（外一首）

□翟文杰

寂寞的乡村生活

我学会牛的沉默

品尝过野菜的粗糙

芝麻叶子的苦涩

打猪草的镰刀曾将脚背划破

跟在割麦子的母亲身后

麦垄间突然跳出小花朵

躺在地上的麦子

等待着回家

满车颤悠悠的麦子

父亲弓起的脊背

肩膀上烙下深深的勒痕

绷紧了乡村生活的绳索

坐在小山样的麦垛上

仿佛可以把星星抚摸

麦粒一样多的星星

在夜空闪烁

锄头点植种子和心事

剔除青苗间的杂草

纯净了乡村的生活

和父亲坐在一起

常常相对无语

沉默已经成为习惯的一部分

我知道怎样把生命度过

故乡的麦子熟了
草帽破旧，镰刀锈蚀

弯腰如弓的旧事

饥馑的记忆，贫穷的烙印

每一粒麦子，是粒金色的泪滴

热风又带来梦的消息

五月，故乡的麦子熟了

太阳一般的色彩

闪耀在麦子金色的芒上

成熟的原野，我的平原

你的麦子籽粒饱满

村庄浮在欲望的海上

故乡的呼吸如此急促

五月的风一浪高过一浪

村庄的麦田起起伏伏

站在田间地头的老父亲

引导收割机的腰板儿挺直了

五月，故乡的麦子熟了

电话里的乡音热辣辣的

一夜间，远在异乡的人呐

倾听麦子的召唤，回头怅望

在五月，
我一次次弯腰

□杜思高

一面辽阔的镜子

把天空照得通透

朴实的光芒把大地涂亮

把阴影逼出体内

把太阳抹成金黄

麦梢晃动

如白云在天上飘荡

一粒粒星辰坠入大地的眼睛

静心打造内心的操守

在五月

我一次次弯腰

谦恭和劳作

听见鸟鸣和鱼的歙动互相摩擦

如风的呼吸滑过镰刀的锋芒

电焊的火花闪耀

冷凝成汗珠

仰首啜饮月色

一把钢硬的楔子切入夜空

被记忆的疼痛拉弯

麦子的收成

□张林杰

麦地哺育着

有麦子的村庄

有麦子的村庄和我们一起放飞

的炊烟

在村庄和麦地之间徘徊

麦子在雨夜中倒伏

掩埋着鹌鹑疾走的日子

甲壳虫便驮着消瘦的年成

绕着祖母洒在麦地的歌谣

缓缓爬行

站在母亲身旁的燕麦

是村庄乖戾后娘

洋洋得意的舞蹈

令她忧伤

撸一把清冷的月光

在灼热的麦季里匍匐

戴牢被热风和炊烟熏黄的草帽

捆紧飘忽不定的麦魂

去寻找谷精草粘满星星的丰稔

照亮溢满麦香的村庄 累累累2

往事如烟
杜定栓看 戏

晚饭过后散步，一阵熟悉的旋律传到耳

边——有戏看！

戏台搭在马路中间，舞台上一位老婆婆正

在演唱，一种只有宛梆独有的嗓子长音，让人

血脉贲张。不愧为专业剧团，无论舞台布置、灯

光、音响还是演员唱功，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记不清有多久没看过这样的大戏了，恍惚间，

思绪回到了儿童时代……

我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那个年代，
物质极度匮乏，哪有如今这么丰富的文化娱

乐，顶多是农闲之时，在各村上演的“大戏”了！

其实那时都是一些业余剧团，简单的布景，业

余的演员，即便如此，也足够我们翘首企盼的。

每逢有戏，十里八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从

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戏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

大家神情专注，随着戏中情节或喜或悲，时而

恨得咬牙切齿，骂声一片；时而眉开眼笑，欢喜

喝彩。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我记忆中特有的画

卷。

那时，我们学校的操场正是一个唱戏的好

舞台，每每村里有戏，戏台就搭在我们操场上。

而我们也算有福了，学校为此可以放假三天，

等大戏唱完才开学。看不懂戏的情节，听不懂

戏的唱词，但我们这些小孩却是戏台上的常

客。每次有戏，我们总是先到场，去后场看演员

们化妆，能把那里挤得水泄不通，团长只能大

声吆喝，让我们为演员腾出一些地方。戏开始

了，我们就坐在戏台边上，看不同角色的演员

进进出出，在戏台上“咿咿呀呀”。那不同的脸

谱和花花绿绿的戏服，成了我们眼中最亮丽的

色彩，也点亮了我的童年！

80年代，录音机盛行，我便从磁带里知道
了一些戏曲大师，豫剧的常香玉、马金凤，曲剧

的海连池、张新芳，越调的申凤梅，他们那优美

的唱腔时常回响在耳畔。

时至今日，内心对戏曲的热爱依然存在，

闲暇之时，听戏、看戏就成了我唯一的选择。豫

东调那高昂雄浑的唱腔，像黄河之水滚滚而

来，震撼着全身的每一个细胞；豫西调那婉转

细腻的唱腔，犹如山涧小溪，春风化雨般滋润

着心田……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不求闻达于世，不

求富贵一生，只求忙碌之余，独处一室，沏一杯清

茶，听一出大戏，独守内心深处的那份宁静与惬

意，笑看云卷云舒，品味人生百态…… 累累累2

家乡
麦场
记忆

□毕祖金

家乡的麦场，在麦梢微黄时就已热闹起来。

先要平整碾压麦场：将原本坑洼不平的

地方刨展平整，撒上一层麦秸碎屑，套上牛

套，拉上石磙，反复碾压数次直至平整为

止。各生产队会早早地采购足量的镰刀、桑

叉、木锨、镂耙、布袋等，修理好牛车，安排饲

养员加大耕牛饲料喂量，排好收麦时间节

点。万事俱备，只待麦收。

只要麦子一熟，生产队就会一声令下，

全体社员出动，前线割麦、拉麦的，后方送

水、送饭的，甚是一派繁忙。

麦子拉到麦场后，天气好的话，先是将

麦捆竖立在麦场中晾晒；遇上阴雨天，还要

将麦捆垛成麦垛，形似一座座小山包。垛麦

垛可是个技术活，需先以圆心为准，一人或

数人站在中间，麦捆的麦梢朝里、麦根朝外，

层层叠压，垛至数米高，到顶部再逐步收缩

为尖顶状，形似倒放的陀螺；垛不好，就会麦

捆四溢，前功尽弃。等整个麦场的麦垛全部

垛起，很是一景，此时，孩子们便会在麦垛间

嬉闹，捉迷藏是最好不过了。

有言道“栽秧要抢先，割麦要抢天”。割

麦趁天气，要争分夺秒，抢收抢打。我的记

忆中，就是用牛拉石磙碾麦。将晒干的麦捆

拆开，散摊在麦场上，牛把式赶上牛套石磙，

由外及里，然后再由里及外，不停地赶着牛

碾压，直到将麦秆上的麦粒碾掉完为止。

一场麦子碾压完毕后，早已待命的一群

人便手持桑叉将麦秆挑到场边堆起来，剩下

带着麦秆碎屑和糠皮的麦子，将整场的麦子

推到场子中心，下一工序便是扬麦了。

扬麦俗称“扬场”，就是借助风力，将带

糠屑的麦子用木锨抛起来，风将麦糠吹走，

麦粒自然垂落下来，处理干净就可装袋运走

了。“扬场”更是个技术活，要查看风向走势

和风力大小，决定“扬场”把式的站位和扬麦

的高低。同时，还需要一位掠麦糠的，带上

一顶宽沿麦秸凉帽，站在飘糠和麦子垂落处

不停地掠糠，一场麦下来，已是灰人一个。

麦收时节，最怕的就是天气突变了。只

要一有狂风暴雨，麦场中便吆喝声四起，乡亲

们拖着疲倦的身体慌忙堆垛，用雨篷盖垛，用

绳索加固麦垛，抢堆、抢装粮食。然而，烈日

暴雨虽无情，风雨之中见真情，乡亲们在忙碌

中互帮互助，反倒成了麦场里最美的景。

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今有了联合收割机

在田地里直接脱粒运输，乡亲们已不再像曾

经那样受苦受累了。然而，家乡的麦场却是

大生产队时期劳动场面的一个缩影，定格了

乡亲们辛勤劳动的镜头，见证了乡亲们用汗

水换取丰收的喜悦，成了一代代劳作者的难

忘追忆。累累累2

在生态系统内，各种生物之间由于食物而

形成的一种联系，叫作食物链。食物链的最低

端，是那些以植物为食物的动物；最高端，是那

些最凶猛的肉食动物。

行者先生的小说《食物链》2014年就出版
了，而我一直无缘拜读，前些日子因印刷杂志的

事去南阳，得到了行者先生的亲自馈赠，拿回来

狂读三天。

这是一部以荒诞手法写出的无比清醒甚至

可以说是犀利的作品，官场情色与欲望交织，肉

体沉沦与精神挣扎，人人企图爬向食物链高端，

身处高端又身心疲惫企图解脱，错综复杂的当

代官场种种怪相，不读不知作者哲学思辨的深

度和把握纵错利刃肌理的锋利刀法。

不甘处于食物链低端，不择手段向高端攀

登，是人的本能。权和势便是利牙和甲胄，人人

都想拥有这层保护，官位便是谋取的目标。能

够批发官位的便是所有追逐的焦点——文中的

市委书记。他有批发官帽的权利，批发给谁，看

他心情。

为了取得这稀缺资源，男人们使出浑身解

数，向他贡和献；女人们投怀送抱，用媚笑和

肉体逗他欢乐。她们只是利用身体和他做个交

换，在她们看来，是很正常的事。你要用道德

什么的加以指责，她们随口就射你一箭：书呆

子，滚！有关机关的最妙比喻说，机关里的人

们就像爬在树上的一群猴子，从上向下看，都

是笑脸；从下向上看，都是屁股；左右看，都

是耳目。市委书记整天看到的，都是一张张谄

笑的脸。

市委书记是一个有本事的男人，他有政治

智慧，有工作魄力，有人格魅力。他知道，许多

人在一起干工作，就得团结周围的人，就得有人

之常情，就得营造比较润滑的人际关系；连人之

常情也不顾，只讲规则，只会使同事们觉得冷酷

而离心离德。因此，他来者不拒，送上门的该收

就收，送上床的基本满足，广开底层官员上升渠

道，大伙相处其乐融融，他也获得了平易近人的

赞誉。

看他身处高位，生活潇洒得意，许多人羡

慕不已：活到这一步，在食物链的终端，人生

该满足了吧。但人们却不知他内心深处隐藏的

孤独。

他和周围人共同使用着一种看似准确、实

则空洞、比市井生活略高调、比纯政治语言稍

低调的官场语汇，明确而虚幻。他可以把控一

切，又看得见唯唯诺诺中潜藏的明明暗暗；看

似美女环绕，真正可以吐露心声的，却只有那

个与其他男人共享的女子，以及姓着别人姓

氏、向别人叫爸爸的私密儿子。他高高在上，

大权在握，却又生活在无法摆脱的虚幻中，内

心种种煎熬。作者看他活得着实可怜，就只好

安排他死了。

作者写人物姓名也似乎有深意在。和他共

享妻子的男人叫李不周，这名字好玩，不周不

正，亦邪亦正，这样的人从事政治才可以如鱼得

水。他和李不周共享的女子叫惠鱼，一条贤惠、

活泼的小鱼，没有枕边算计他的谋划，可以任他

放心性爱。

一个省委计划双规他的匿名电话，使他的

慌乱归于平息。在最后三天里，他平静地处理

了后事，把财物分送给了曾经缠绵的女人们，以

及李不周和私密儿子，坦然制造了一起车祸。

他终于解脱了，在无边的宦海里找到了他的岸。

不过我认为，他的死，是作者出于怜悯的安

排。以他的政治智慧，是可以翻牌的，他的死也

保护不了谁。

文中的市委书记在食物链上占据着必胜客

的位置，万般得意之后，以哑剧的形式收了场。

大自然以均衡和制约控制一切，并没有哪个是

完胜者。累累累2

文艺评论
孙宗信

必胜客
的哑剧

行者《食物链》赏析

□刘绍义

乡下麦收的那些天，城市一下子空旷

了许多，回去的不仅仅是那些来城里打工

的农民，还有那些每天在我们窗前叽叽喳

喳的麻雀。

麻雀是恋旧的，不嫌家贫，是标标准准

的“土著”，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到处都有

它们的身影。就是这小小的生灵，就是这可

爱的鸟儿，中外都曾经误解过它们，把它们

当作敌人捕杀过。普鲁士腓特烈大帝见樱桃

园里的樱桃常被鸟雀啄食，于是下令捕杀，

并规定杀死一只麻雀可有6芬尼的奖励，瞬
间无数麻雀惨遭厄运。但很快人们就发现，

一时间麻雀虽然少了，但害虫却泛滥成灾。

不久，腓特烈大帝果断地收回圣令，让麻雀

又有了生存的空间。

20世纪50年代，我国也有过捕杀麻雀
的运动，那年月，城乡到处敲锣打鼓，摇旗呐

喊，大人小孩、男女老幼，把那些可怜的小麻

雀追赶得无处藏身。人们除了以弹弓击杀、

以网筛诱捕麻雀外，还深夜架梯去掏鸟窝，

大有斩草除根之势。与普鲁士一样，人们很

快发现，麻雀少了，害虫多了。科学家研究也

证明，麻雀吃的粮食远远少于它吃害虫所保

护下来的粮食，所以，我国这次捕杀麻雀运

动也没有坚持多久，很快麻雀又在城乡快乐

地歌唱了。

其实不单单是麻雀喜欢吃新麦，记得儿

时，麦子还是青青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就开

始搓着吃新麦了。先掐一把麦穗在火上燎去

扎手的麦芒，等麦子发出清香时用手一揉，

吹去麦糠，就可以吃了。那味道，至今还在心

头萦绕，让人记忆犹新。

其实古人多以麻雀为伍，根本不在乎它

们吃的那几粒粮食。“汝家饶宾侣，我家多鸟

雀”；“禽雀知我闲，翔集依我庐”；“柴门鸟雀

噪，归客千里至”。看看，无论是南北朝的王

僧■，还是唐朝的储光羲和杜甫，哪位诗人

不把麻雀当作自己的好朋友。

想想看，我们碗里的每一粒饭，的确都

来之不易。回头再吟唱王维的“雀喧禾黍

熟”，想想功大于过的麻雀曾经背过的黑锅，

就更觉得麻雀的可爱了。累累累2

麦熟雀亦喜

麦又黄了（外一首）
□马顺卿

五月跨过村南

惊飞一只慵懒的

布谷漫野飞鸣

在父亲拭汗的额头

找寻着落脚的岸

麦芒亮得刺眼

饱胀的麦粒毫不吝惜

袒露着焦黄的思念

收割机追撵的季节

像宋朝词人笔下的菊花

又黄又瘦

镰刀孤独的叹息

与磨石断裂的情谊

布谷鸟
听

我的叫声

你就知道我

一只流浪南方的布谷

想起一个平常的季节

麦田装饰着遥远的挂念

麦芒闪着芒

金黄的芒

与布谷的歌声掺在一起

在五月的酒杯里激荡 累累累2

中华大地的最南端，有一块云蒸霞蔚的奇

特世界。古老的民族风情，像穿越千年的梦，

令我向往。今年仲春，终于背上行囊，满怀期

待与憧憬，踏上了彩云之南的寻梦之旅。

遥望西岭千秋覆雪的苍山，沐浴洱海缱

绻吹来的清风，把玩古朴璀璨的雪花银

饰，流连灼灼芳华的樱花树下，流云掠

过，繁华犹存，脑海里隐约浮现着大理古

国的兴衰往事，重走茶马古道，耳畔萦回着

那悠悠的铃声……

走在与水缠绕的丽江街头，淙淙流水循

巷迂转，大水车拨水为弦。古色古香的纳西

民居依山傍水，随河而建，房屋以青瓦盖顶

，飞檐翘角。丽江古城小巷蜿蜒曲折，纵横

交错，古城人家，院门挂着木制的楹帘和大

红的灯笼，自家庭院内、墙壁外都种植着花

草，像北欧国家一样用百叶窗式的小篮子吊

起来，一丛一簇，错落有致。时不时可以在

白墙上看到孩童涂鸦般抽象的符号，那是纳

西族的东巴文字，是比汉字更古老的象形文

字，生动有趣。

玉龙雪山，天上人间的雪域，常年云雾缭

绕，扑朔迷离，一年中只有三十多日的晴天，所

幸我的运气不错，当日晴空无云，这座陡峭险

峻未被征服的处女峰的雄姿映入眼帘，披着白

雪高高屹立着，云雾时隐时现地穿梭在山峰之

间，冰峰嵯峨，壮美无比。我站在海拔4680米
处的观光台向下俯瞰，波浪状的山川绵延起

伏，秀丽壮观，面对这亘古未化的冰川，不禁感

叹雪山的美妙与雄奇。

雪山脚下的蓝月谷，大片大片的海子错落

在盘山公路旁，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色，纯粹的

蓝绿色在清晨的朦胧中像一只氤氲泪光的眼

眸，清澈见底、饱满晶莹，如碧玉无瑕。这应是

女娲补天的五色石从掌心滑落在山谷，破碎成

烟火迷离。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是中国

面积最大、收集物种最丰富、植物专类园区最

多的植物园。见血封喉的箭毒木孤独地矗立

在远方，榕树漫山遍野地葱茏，假叶植物用叶

片绽放明媚的花朵，绞杀植物演绎植物界的弱

肉强食。芭蕉香蕉孪生兄弟般招摇着巨大的

叶片，槟榔芒果圆润的身躯在茂密的树冠中若

隐若现，黄色粉色的曼陀罗垂首如倒挂的铃

铛，藏红花星星点点地点缀着绿色的幕墙。红

豆树下的草丛里，我兴奋地捡拾起一颗颗晶莹

红润的红豆，像把所有思念都握在手里。各色

艳丽的三角梅，被做成形状各异的花房、花廊，

美得令人窒息。生物界的光怪陆离，此刻真实

地展示在眼前，举起相机，却不知该用机器记

录还是用眼睛感受。

行走在彩云之南的山水之间，领略这里的

纯净与浪漫，虽有足迹未至泸沽湖和香格里拉

的遗憾，但大理的古朴与庄重，丽江的自然与

清新，玉龙雪山的挺拔与雄峻，西双版纳的博

大与多彩，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留在我

记忆的最深处。累累累2

山水行吟
马东菊走进彩云之南

编者按：

初夏，布谷鸟飞来时，小麦渐黄。风吹麦浪，带来阵阵麦香。曾经的记忆并未

因为收割机的轰鸣声而减弱，反而发酵、浓稠，让人沉醉。父辈们在记忆里守望麦

田，收割麦子，而我们，用文字守望麦田，抚慰心灵，用记忆的饱满，去丰实那个年代

粮仓的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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