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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灯五婶家的院子里长着
一棵拐枣树。村子这种树
并不多，记忆里村子北头的
王和院里也有一棵，不过王
和模样很凶，孩子们很怕
他，不敢进他家的门。五叔
在外面教书不常在家，儿女
们也都成家了，平日里就只
有五婶一个人在家。她喜
欢孩子们去她家玩，我就和
那棵拐枣树有了感情。

感情这东西说怪也怪，
说不定啥时候你就喜欢上
了一个人、一只小鸟、一条
沾着泥巴的土路。而我喜
欢五婶家的那棵拐枣树，完
全是因为它的枝条弯弯曲
曲，叶子果子疙疙瘩瘩，有
如禽类的脚爪。那时也不
懂什么审美观念，就是不喜
欢简洁、直白的东西。

五婶不啬皮，拐枣熟了
的时候，你想吃多少她也不
阻拦。她的嘴旁有颗黑痣，
一笑起来黑痣就颤动。五
婶爱笑，看见我们吃她的拐
枣，笑得眼睛成了一条缝。
我喜欢她大约是因为她的
脸不像别的大人那样绷紧
皮肉，没有层次和皱纹。有
时我就盯着她的脸看半天，
弄得五婶以为脸上有什么
脏东西。

开始，我们也没觉得拐
枣好吃。有一天五婶坐在
门槛上津津有味地吃着，让
我们馋得直流口水。五婶
让我们尝，这才觉得它醇
香，甜蜜，有点像葡萄干的
味。娃娃们总是嘴馋，于是
上树摘了许多下来，出了五
婶家分给许多的孩子。这
样，五婶家的院子就挤满了
更多的孩子，不几天树上的
果子就完了。

可是更多的岁月里，拐
枣树是没有果子的。像一
个寂寞的老人守候在五婶
家的院子里。我忽然动了
恻隐之心，想和它做伴。放
学了，我放下书包就钻进五
婶家，在树下傻乎乎地站
着，看它的树身、树枝、树
叶。起初五婶不解，从屋里
跑出来看我，后来她似乎明
白了什么，就由着我去了。
这样我就完整地观察到了

拐枣树的成长过程。从春
天 发 芽,到 开 出 扁 圆 形 的
花，再到深秋果实成熟，它
都在隐忍的期盼里。第一
场霜降之后，叶子呈黄绿色
后，那些饱满的果实才渐渐
风干，生涩的果实浓缩了精
华，最终成为一串串醇香甘
甜的美味。

五婶家的拐枣树说不
上有多高，可是它树身的粗
是知道的。用我那时的手
掌丈量，满满五把。量着量
着，蚂蚁就上树了。我赶紧
松开手掌给蚂蚁让路。我
知道，蚂蚁陪伴这棵树比我
的时间多得多。树有没有
心灵感应我不晓得，但蚂蚁
应该有的。我小时就喜欢
蚂蚁，常常蹲在地上看它觅
食，看它搬家。它上树干什
么呢？这一直是个谜。我
呆呆地站着，脑子却在想，
有了蚂蚁的陪伴，拐枣树是
不会寂寞的。

一棵树也是一个大家
族，比如这棵拐枣树。春风
吹来，它长出了嫩芽，绿莹
莹的，爬得满枝条都是，像
是一棵树的子子孙孙。一
株枝条是一个家，枝条上总
是有几十个嫩芽，吸食着枝
条的养分，像是母亲对儿女
的抚养。渐渐地，绿芽不经
意间展开，宛若一树的笑
脸。再之后，阳光更暖，叶
子就伸展开来，遮掩了树
枝。儿女大了，有了翅膀
了，替母亲遮风挡雨了呢。
再朝后就结果，成家立业了
呢。

那棵拐枣树也有喜悦
的时候，在出芽、长叶、结果
的过程里，它享受着成长和
收获的幸福时光，有风吹
来，我甚至听见它在幸福地
呢喃。这并不纯粹是我的
感觉，也是树的真情实感。
拐枣的成熟过程，全在尘世
之外的宁静和安详。

自然，它也有痛苦。雷
电劈来，它要忍受肢体的阵
痛，还有心灵的颤栗。狂风
袭来，它要提防枝条的裂
断。就连我们这些娃娃，有
时会恶作剧地折下它的枝
条，用小刀剜割它的皮肤。

我们那时不知道什么叫痛
苦，也就无法体会到那棵树
的忧伤。做这些坏事时，我
们总会避开五婶的眼睛。

就因为这个听起来别
别扭扭的“拐”字，我小时就
喜欢上了它。拐枣的“拐”，
无疑是因为它的果柄弯曲
而得名。我却一直疑心拐
枣应该谓之“拐爪”。它的
果实扭来拐去，像鸡爪，又
像某只鸟的爪子，有时一细
想，五婶脸上、额头上的皱
纹弯来扭去的，是不是她家
的拐枣显灵了呢？

五婶死了，死在秋天。
悲哀的音乐响着，我却不敢
去为她祭灵。那时，我害怕
死人。

五婶下葬以后，她家的
院门就挂上了一把锁子。
居然有孩子不害怕，翻过五
婶家的院墙，上树去摘拐
枣。渐渐地，五婶家的院墙
被打开一个豁口，我这才敢
去偷摘拐枣了。爬上树，装
满一口袋。生摘下来的拐
枣，要拿到火里炮一炮，使
其变得熟软，吃着就香甜
了。初冬时节，自然有熟透
的拐枣自然落地。不过，捡
拾，那样的过程，对孩子们
来说，就少了愉悦。

和人一样，树也有老去
的时候。有些树走了就走
了，没人惦记它，可我怎么
也 忘 不 了 久 违 了 的 拐 枣
树 。 几 十 年 没 有 见 过 它
了。前几天，去汉中出差，
在镇巴的街头，无意中发现
了拐枣的果子。因为几十
年的沧桑，它褪去了青春的
红颜。像人生的历程，一路
疙疙瘩瘩走来，直至枯干。
我不是喜欢吃零食的人，但
还是买了一斤。对我来说，
它已经不属于商品，而是一
种亲情。⑦2

赵丰，杂志主编，出版
《小城文化人》《声音与物
象》《孤独无疆》等小说、散
文 集 10余 部 。 冰 心 散 文
奖、孙犁文学奖、柳青文学
奖获得者 ，有作品被译为
英、法、日文，有散文入选全
国高考、中考语文试题。

村庄很小，百十户人家，高
高低低的屋子挤成了一堆，没
有街，只是几条歪歪扭扭的小
巷道，巷道里东一堆西一堆的，
不是谁家的柴堆，就是谁家的
柴禾垛，况且，村子里的牲畜都
是散养的，猪屎狗尿的遍地都
是。白天还好走，夜晚就让人
头疼，黑灯瞎火的，不是转身撞
上了柴堆或柴禾垛，就是一脚
不慎踩到了猪屎狗尿，惹得夜
行人骂骂咧咧。村里也议过几
次装几盏路灯，但都是无果而
终。毕竟多少年了，没有路灯，
村里人不是照样生活嘛。

村中的何大爷见几次装路
灯都无果而终，一拍胸脯说：

“多大点事，这路灯我自家装
了，不过是五六个灯，几盘电线
嘛。”邻居龚大叔问，还有电钱
呢，谁出？何大爷不屑地一摆
手说，仨核桃俩枣的，俺全揽
了。全村的人知道了，都拍手
叫好。有人说，何大爷不愧是
老党员，就是觉悟高。有人说，
如果村里再选村长，就选何大
爷这样为民办事的。话放出去
了，何大爷也不耽误，请了个电
工，一天就把五六个路灯全装
上了。入夜，路灯一开，村里的
几条巷道里亮亮堂堂，村里的
人都到巷里看路灯，连村里那
些浪荡狗、浪荡猫都来了，个个
都是满脸喜气的。见乡亲们高
兴，何大爷也高兴，踏着亮亮堂
堂的路灯光在村里走了几个来
回，听着左邻右舍的夸奖，心里
美得额上的皱纹里都放着光。

路灯装上没多久，村西巷
刘老歪家门口的那一盏就不亮
了。刘老歪登门来找何大爷，
何大爷拿出一个灯泡说，就在
你家大门口，你把梯子扛出来，
上去换上不就行了。刘老歪有
些为难地说，咱不懂电，你知
道，人家都说电老虎电老虎哩，
那东西，咱不敢冒那个险嘛。
说着，灯泡也不接，袖起手就转
身走了。何大爷没办法，扛了
自家的木梯，去把刘老歪家门
口的那盏路灯换了。但不久，
东巷陈毛驴山墙上的那盏路灯
也不亮了，陈毛驴喝酒喝醉了

在家门口摔了一跤，把脚脖子
摔折了，何大爷听村里的人风
言风语说，陈毛驴的老婆对外
放风说，要不是何大爷装什么
路灯，狗日的陈毛驴也不敢放
开灌那么多猫尿，自打这装了
路灯，深更半夜这巷道里都亮
堂得跟大白天一样，陈毛驴再
也不怕喝醉找不到自家门了，
那酒就成了他亲爹，不喝个酩
酊大醉是不回来的。前天他又
喝迷糊了，但不巧路灯不亮了，
他一脚踩到了一泡狗屎上，脚
下一滑，就把腿给摔折了。陈
毛驴媳妇说，按现下的法律，如
果去法院告何大爷，何大爷是
脱不了干系的。何大爷听了，
脸都气成了紫茄子，回家把门
一摔，倒头就睡了。睡到了半
夜，刚刚气顺些，就听大门外有
人唤：“郭家巷里的路灯不亮
了，咋叫人走路哩！”何大爷的
老婆何大奶回应说：“一夜灯不
亮就走不成了，以前没装路灯
咋走哩？”外边的人不满地嘟囔
说：“不是想当村长嘛，连个路
灯都装不好，出啥风头！”

第二天，何大爷扛着木梯
去郭家巷把路灯给换上了。

但没几天，村子里的路灯
不知被谁用竹竿全捅瞎了，人们
三三两两来找何大爷，何大爷无
奈地说，俺也老胳膊老腿的，换
路灯那活儿是不大，但得爬高登
梯的，路灯这事俺也管不了了。
于是人们便纷纷骂那捅路灯的
人，边骂边散去了。何大奶也很
气愤，何大爷白了一眼她说，路
灯瞎了，咱以后不少生那么多窝
囊气了。何大奶有些不解地问：

“难道是你这老东西捅的？”何大
爷不置可否地笑了。

路灯瞎了，村里人又平静
地在黑暗里来来往往着，村里
一派祥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过一样。⑦2

李雪峰，西峡县人，曾获第
三届老舍散文奖、河南省五四
文学奖金奖等文学奖项。已出
版作品集《坐在田垄上晒太阳》
《没有一种草不是花朵》等 25
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