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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春雷

追 风 的 人
夏日的夜晚，村里每个人都是追

风者。这时候的风，是喜欢摆谱却又
懒洋洋的客人，任你千呼万唤、高接
远迎，才姗姗而来，但大多时候只是
漫不经心走个过场，敷衍了事。即便
是这样，人们也很欢喜，老人终于可以
放下手中一直摇着的蒲扇，说一声

“嗯，真凉快”。
这和对待冬日的风态度不一样。

在冬日，人们对风避之不及，将门窗封
得严严实实的，生怕风溜进来。这时
的风却厚脸皮，在村里东闯西逛，把炊
烟撞得东倒西歪，将人家窗户上的塑
料布掀得簌簌响。

同样是风，夏风却受人喜爱。它
经常经过的地方，便是村民们聚集的
地方。譬如说人们都在院子里吃晚
饭，是因为风冷不丁会来打个逛，送一

些凉爽过来。有一种树，最善于捕捉
风，那就是杨树——也不是捕捉，是为
风鼓掌。杨树是风狂热的崇拜者，一
点小风就摇动全部的叶子，使劲鼓
掌。我家在院子里吃晚饭时，一听到
院外的杨树哗啦啦响，祖母就会说：

“哦，风来了呢。”
饭后，一家人出院门，各找各的乘

凉处。通常有三个去处，街巷、村边河
滩、村外岭上。风喜欢穿街走巷，有人
在街边铺了凉席，或坐或躺，躺着的大
都是孩子。大人们坐在旁边，为孩子扇

着蒲扇，与邻人说着闲话。萤火虫飞
来飞去，有孩子起身去捉，但总够不到，
眼看着萤火虫摇摇摆摆飞到高空去，
分不清哪个是萤火虫，哪个是星星。

河滩上人也多。风喜欢玩水，一
次次掠过水面，携起水的清凉，慷慨地
散发给人们。河沙很干净，不用铺凉
席，直接躺下就行。顶多离开时，拂一
下后脑勺还有衣服上的沙子。月亮明
晃晃的，天上一个，水中一个。水中的
这个，似乎比天上的那个还要圆、还要
亮。扔一块石子到水里去，水中的月

亮就被打破，满河碎金。有人在远离
人群的河水里洗澡，这时，一河碧水，
都是属于他的。

也有人去村外的岭上乘凉。那里
的风大一些，但蚊子多，好对付，点蚊
绳草就行。蚊绳草是从田野采来的，
白日里早就晒干，一绺一绺编成草绳，
晚上放在身边点着，烟气在月光下袅
袅升腾。这种草，人闻着香，但蚊子却
受不了。岭上有大青石，很平整，是天
然的床。父亲晚上常到岭上乘凉。有
一次，躺在青石上睡着了。猛然间醒
来，看到远处有两盏灯，绿绿的，朝这
晃悠，他一激灵，赶紧起身跑了。这件
事是母亲告诉我的，可惜我无法向父
亲求证，他去
世已近三十
年了。

□冯嘉美

为爱，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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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片 苜 蓿 地
□李喜林

褐色的，隆起在原野上的密密麻
麻坟冢，在村南。那里是一片苜蓿地。

记不清有多少次，我站在村口的
碌碡上，望着蓝天下那块墨绿的苜蓿
地，那一座一座、三五成群的坟墓出
神。驼背伯告诉我，那些紫色的苜蓿
是用血滋养的，那些坟是人从地里给
顶出来的。

到了苜蓿旺季，队上总是让驼背
伯去看守，他那杆油黑的老土枪，在
空中炸响，吓得鸟飞獾躲，我们老远
就捂耳朵。

苜蓿的味儿很诱人，一天黑夜，我
们悄悄地聚在皂荚树下，不穿鞋，不提
竹笼，挎上书包，一个跟一个沿着城壕
边沿，绕一个大转圈，哧溜溜过大水
渠才爬进苜蓿地。夜很黑，那片苜蓿
比夜色更黑，手指悄悄伸出去露水在
黑暗中从苜蓿叶尖凉飕飕钻进手心，
不一会，手滑腻得揪不上劲，要不时
地在裤子上擦。四周静得怕人，苜蓿
的断裂声却脆响。突然一道火光，幽
幽地从地下钻出，无声地飞起，正愣神

间，一个伙伴惊叫：“鬼灯！”我拔腿就
跑，迷糊中一脚悬空，跌进渠中，脚就
木然了。我没命地哭叫。

“崽娃子，甭怕，那不是鬼灯，那
是磷火。”

我躺在炕上，脚面肿得胖乎乎
的。驼背伯坐在炕沿讲故事。

“那炮弹凶得很，一下子将你六
爷的马房炸了笸箩大的窝窝。”驼背
伯先是眯着眼，半张着嘴，白胡子颤
悠着，然后，喉咙发出炮弹飞行时的
声音，再猛然“轰”的一声，脖子一梗，
腰杆却不能挺立。

驼背伯给我讲的是解放彪角这个
故事：中央军的战壕在雍河南崖，解放
军的战壕在那片苜蓿地里。驼背伯的

黑脸绷得怕人，他把那杆老土枪支在
炕边，左眼紧闭，右眼紧盯前方，学着
那次战斗中机枪手刘大个的姿势。

“打！”驼背伯一声呐喊，嘴巴飞似
的嗵嗵起来，腮帮子极快地颤动着，他
一下子变成那位机枪手刘大个了。

“仗打得很紧，机枪手刘大个从李
嫂家里奔出，头顶着一块没有烙熟的
锅盔，一边跑向阵地一边狼吞虎咽。
嗖嗖……一梭子弹掠过，锅盔馍穿了
好几个洞。”

“仗打了一天一夜，敌人的迫击炮
将苜蓿地炸得到处是坑，但没有一个
敌人能走进苜蓿地。战士们的鲜血将
苜蓿染成红色。激战中，乡亲无法送
饭，饥渴难耐，苜蓿就成了最好的食

物。正是四五月，嫩生生的苜蓿嚼在
嘴里真香哟……”

驼背伯讲到这里，嘴不停地咀嚼，
一绺涎水竟流出嘴角。

“那才是最香甜的苜蓿啊！”
“那刘大个呢？”我问。
“死了。同他的战友一起埋在了

苜蓿地！”驼背伯的脸色蓦然阴沉下
来，一汪浊泪在眼眶里转悠。

我很为刘大个的死伤心，不知多
少次望着苜蓿地遐想。

几年后，驼背伯死了。听别人说
是躺在一座坟旁抽烟，一口痰上来咳
不出死的。那坟就是刘大个的。原
来，驼背伯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负伤后
留在村里的解放军战士，治好后受伤
的背驼了，就落脚成家。

驼背伯安葬在苜蓿地里。我们村
所有的死者都葬在这里。苜蓿一茬又
一茬，我长高一截又一截，而坟堆也在
一 年 年 增 加
着。徘徊在坟
头与坟头之间。

文
竹
养
成
记

□
刘
颖
红

乐家园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刘治军

夏日有清欢夏日有清欢
盛夏时节，一家人回乡下看望年迈

的父母。汽车刚刚驶进乡间公路，便嗅
到了故乡的味道，那味道熟悉而又甜
蜜。我不由得放慢了车速，车窗外，翠
绿连绵、风景如画。

徐徐的微风夹着淡淡的泥土清香
扑鼻而来，嗅着这股清香，我不禁跟着
音乐唱了起来，一瞬间，仿佛置身在童
年的梦幻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远
处传来阵阵的鸟叫和蝉鸣声，那声音时
起时落、宛转悠扬……

听着听着便回到了父母的小院。

院子里母亲种的蔬菜长势甚好，各种各
样的瓜果已经挂满了枝头。唯独失落
的是墙角里的那口老井，再也派不上用
场了，因为父母和城里人一样用上了自
来水。年复一年的时光让乡间彻底改
变了模样，曾经的老房子、旧院子都成
了记忆中的风景，一去不复返。

傍晚，闲着无聊，我们在村子周围
乱转，不知不觉转到了村里的桑树林。
林子在一个沙丘上，有几十年的时间
了。记得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都要
路过桑树林，到了树下，看着黑油油的

桑葚，我们争先恐后地抢树，每人占着
一棵摘桑葚，一直摘到很晚。有时候边
摘边吃，吃饱了便躺在大树下，透过树
叶看天，那时光美不可言。

夏天雨水多起来的时候，桑葚会成
熟得更快。因为雨天不便出门，积攒了
几天的桑葚挂满了枝头。等到雨过天
晴，村子里的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到桑树
林采摘桑葚，那时候的桑葚颗粒饱满，
加之雨水的冲洗，那色泽乌亮诱人，吃
起来更是美味无比。没过多久，孩子们
的嘴都变成了黑色，看着一个个都黑着
一张嘴，大家放声大笑，那笑声久久回
荡在桑树林里。

望着西边被砍去的桑树，我似乎又
看到了童年里在树下摘桑葚的孩子
们。而今，他们和我一样都离开了村
子，村子里的孩子越来越少，即使有也
都到镇上去上学了，树林里再也没有昔

日欢歌笑语的风景了。看着一棵棵老
去的大树，我摘了几颗桑葚放进嘴里，
还是那熟悉的味道，甜甜的……

晚饭时间，母亲进进出出忙碌着，
我们坐在院子里陪孩子看星星，孩子们
欢呼雀跃地喊着找到了一颗更亮的星
星。不一会儿，母亲的饭好了，院子飘
着浓浓的饭香味。菜都是母亲自己种
的，是没有使用化肥农药的新鲜菜。除
了自己种的菜，母亲还端上了自制的泡
菜，这些菜都是父亲闲暇时在野地挖
的，更营养。儿子不停喊着：“奶奶做的
野菜真好吃！”

晚饭后，我们坐在院子里说话，孩
子们四处追逐打闹，夜风吹在脸上柔柔
的，满是幸福的惬意。看着满天星星，感觉
这就是幸福，这
幸福无法释怀、无
法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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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过“多年父子成兄弟”，可
我觉得那是岁月沉淀的关系产物，是
父子俩共同经历过之后才熬出来的
融洽。而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
种关系的掌控权是在父亲手里，特别
是在儿子小的时候。

作为我爸的儿子，小的时候，我
跟我爸没有一点兄弟情谊所掺杂
的。怎么讲呢，可以说我俩不是一个
等级的吧，我爸是上级，我则常常是
被教训的下级。我爸对我的管教是
很严格的。众多原因中，我觉得最主
要的原因是他当过兵。在他退役之
后，他就把在部队所遵守的纪律，强
加到了一个孩子身上。

10岁之前的我是一个小孩子，只
是得承认，我是个调大皮捣大蛋的小
孩子。有三次我被我爸狠狠教训的
经历，至今印象深刻。一次是因为我

点火玩，拿着火柴点着了我家墙根旁
的柴火垛，幸亏被邻居发现后及时扑
灭了，不然我可能把房子给烧了。另
一次是因为好奇，我趁爸妈不在家的
时候抽烟，那是我第一次抽烟，结果
刚抽到一半爸妈突然回来了，那种大
眼对小眼的诧异至今还记得。还有
一次是在夏天，我不穿鞋光着脚到街
上跑着玩，我想，可能是因为夏天的
柏油路被太阳晒得很热乎，光脚踩上
去的感觉很不一样吧。我爸让我穿
鞋我就是不穿，气得他直接把我的鞋
都扔到房顶上去了。

“多年父子成兄弟”的感觉是在
大一下半学期，在我决定要去当兵的
时候。我还记得那天下午，我在校园
里看到悬挂的号召参军入伍的横幅之
后，我的内心一下子就被打动了——
毕竟是从小看着我爸的军装照片长大
的。晚上，我给家里打电话，结果我
妈不同意，我爸却很坚定地支持了
我，说去当兵可以，但是要记住当兵
就要当好兵。因此，在我 20 岁的时
候，我如愿穿上了军装，去到了我梦
想中的迷彩军营。很巧合的是，我爸
去当兵的时候，也刚好 20岁。我想，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简直说的就是我
们父子。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爸没有教
过我太多做人做事的大道理，那些
道理都是我妈教我的。但关键时候
我爸总会站在我身边，支持我，给我
力量，让我有勇气有决心去做我想
做的事情。他从来都不对我提要
求，也从来都不说对我有多大的期
望，他只是完全相信我可以做好，能
够让他骄傲。

我现在相信了“多年父子成兄
弟”这句话，因为随着长大，我慢慢开
始体会到一个父亲肩上的责任。我
想跟他说，你的儿子长大了，你有了
一个像好兄弟一样的帮手了，从此之
后，这个家的
明天，我来跟
你一起扛。

□步胜林

多年父子成兄弟

间百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姑姑退休后常去文化宫里看人家
跳舞唱歌，她尤其爱每月的 14日，因为
会有话剧表演。

我说，他们演来演去无非就是那几
个经典的悲情本，演繁漪的阿姨估计都
把泪哭干了。

姑姑说，除非她死，她泪才干。
后来，在一个月的 14 日，姑姑没

有去文化宫，她说，演繁涟的人果真
把泪哭干了。

那个阿姨姓连，年轻时从北方来
此，听说本来是为了看看远嫁的亲戚，
没想到将心落在一个本地人身上，便再
没有向北方回望了。

我想她是多爱她的丈夫。
连阿姨的丈夫是位剧作家，他们才

相识的那会儿，她丈夫没有拿得出手的
作品，就靠给三流杂志社投稿来维持生

计。连阿姨是位永远心存梦想的“少
女”，她听她丈夫说，他会用作品让她站
上省剧院的舞台。

我听到此处连忙摇头，糊涂。
但没想到，她丈夫的剧获了奖，要

登台巡演，还有投资方想要拍成微电
影。连阿姨那时已经有了两个小孩，她
从生活的柴米油盐里猛然抬头，去找她
丈夫兑现诺言。

她丈夫应允了，和一群所谓业内大
佬并坐在观众席上，看连阿姨试戏。

她只有一句台词：“锁都找不到在
哪儿？我怎么找钥匙？”

我觉得十分荒唐。连阿姨也是如
此认为，她没办法从这句“来路不明”和
看不清情感的词里找到她的表演，毫无
疑问她失败了。

自此，连阿姨专心照顾家庭，对表

演的想法好像如乍现的火光，只听得
响，然后消散干净。我以为会有什么出
奇的情节，但没有。她的丈夫很本分地
做自己的工作，却再也不过问连阿姨暗
暗跳动的心。

日复一日，日日如一日。
在极其平常的冬天里，连阿姨的丈

夫突发心脏病去世，她孤身一人后进了
文化宫，这里有志趣相投的人。

姑姑形容她表演的那股劲，狠得不
忍心看，一把年纪又跪又摔，换作别人
早就七零八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架着
她。我听到此处要改口了，她爱的不是
丈夫，是埋在心里的梦，像打十年的坐，
锤百年的铁，怎么放得下。

“她为什么死？”我问。
姑姑瞳孔颤了颤，凑在我耳旁说：

“听人说，她丈夫发病前给她打电话，她

却因为看社区里的人演戏而漏接了。”
姑姑又补充，文化宫要被拆除了。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她总爱演那些尽在
为他人泪的角色，她是想把十几年的梦
与憾哭给世人看，用各样角色的悲去麻
木自己。

当人不再做梦，心也不会跳了。
我猜连阿姨或许全名叫连漪，和她

演的繁漪一样，最后疯魔，命运如暴雨
打在地上晕开的圈圈涟漪，她看不清也
分不清，哪个圈是她。

年轻的她用勇气孤注一掷，她
想，爱什么便成为什么。可是她的爱
有些盲目了，像她试戏所说的词暗示
的那样，她连锁都找不到，怎么找得
到钥匙？

世间万物明码标价，她也为自己的
爱付出了“代价”。

电脑旁
种植着一棵
文竹，少说

也有三年光景了，不紧不慢地生长
着，像时间的面孔，你在意时，它绿
叶见黄；你无意时，它新绿婆娑。走
过冬雪，遍览四季，像生命的刻度，
精准而散漫。虽然没有长成花圃里
待字闺中的葳蕤光鲜，却也亭亭玉
立不蔓不枝，养眼走心。

数年前，办公室搬家，为附庸风
雅，我便到附近的花圃走了一圈，一
眼相中了这棵素净淡雅的小盆栽。
和其他几盆蓊郁葱翠、长势喜人的
绿萝一起，搬到了办公室。从此，这
棵文静素雅的小文竹，像冥冥之中
的精心安排，与那绿莹莹、湿漉漉的
颀长的绿萝，还有一棵较为高大的
不知名的盆景植物一道，构成了办
公室一抹别样风景。

开门启窗，少不了先让它通风
透气见日月；工作闲余，免不了垂
首俯察端详其水长肥短；伏案爬格
时，它权做思想的升华液、格局的
放大器和情绪的减压阀；疲惫怅惘
时，它是眼眸中的一抹亮色，透着
淡定从容的气质，贤淑雅致的格

调，令人解颐。
我常常对前来办公室吸烟的同

事调侃自嘲：文竹能长成这般俊俏
已经实属不易了。一是与恶劣的生
态生存环境不懈斗争的结果，因为
他们吸烟后顺手会把烟灰甚至烟蒂
丢弃到文竹根部，生命如在烟火中
历练成长。二是与我这个慵懒之人
的放养方式有关，常常是观察花盆
中的土壤干瘪之时，才把贮存多日
的自来水漫灌其中，其余便无暇顾
及，任岁月静好，来日方长。

天气晴好时将文竹移至窗台，
让其尽享阳光微风的柔情蜜意和
大海星辰般的规格礼遇。这时，文
竹的嫩枝似乎秒变出鹅黄的嫩绿，
如梦似幻。至于同事口中“文竹喜
甜食”，应该是有科学道理的，只是
一直没有实践过。

看看和文竹一并搬回的那几
盆绿萝，只需保持盆中水溢便放
心颐养听之任之，至今蓬篷勃勃
生机盎然溜光水滑，神似刚刚被
修剪过的人造景观。同事评价
它：“不曾饮用营养液，全赖吸食
笔墨香。”我说：“文竹无节有韵
致，阴柔淡远满乾坤。”

逮蚂蚱是小时候最喜
欢的趣事之一。刚开始，我
跟着父亲学，学了几次后，
便急不可待地跃跃欲试
了。跟父亲比，我的技术差
远了。父亲可以在大白天
徒手逮蚂蚱，甚至能逮住会
飞的蚂蚱。而我只能在晚
上趁着夜幕的掩护用布鞋
去扣蚂蚱。

我也曾像父亲那样白天去逮蚂蚱，
结果还没到跟前，蚂蚱就逃得无影无
踪。出于无奈，我只好把行动时间改到
晚上。晚上，好不容易看到蚂蚱了，我
高兴得像父亲那样用手去掬，没想到不
仅没有掬住蚂蚱，手还让酸枣刺扎得鲜
血直流。在多次失败后，我琢磨出了用
布鞋扣蚂蚱的办法。不过这个办法确
实有效，一逮一个准。

夜幕降临了，劳作了一天的大人抱
上凉席、夹着麻袋，三三两两去村口乘
凉，我则带上早已备好的塑料瓶和手电
筒，叫上一两个小伙伴悄悄出发了。

蚂蚱很聪明，稍有风吹草动，鸣叫
声便戛然而止，让你不知道它究竟藏匿
在哪一丛酸枣刺中。这时候，我们停下
来，屏住呼吸，匍匐在原地静等。好在
蚂蚱不长记性，没过一会儿便忍不住又
叫起来，我们一边仔细辨别方位一边轻
手轻脚地摸索前进。

在锁定了蚂蚱的准确位置后，我会
突然打开手电筒照射过去。强烈的手
电光下，蚂蚱像被神秘的魔法罩住了一
样，定定地趴在酸枣刺上，一动不动。
把手电筒让伙伴拿着继续照定蚂蚱，我
一手拿一只布鞋弯腰弓背向蚂蚱靠
近。到了伸手可及的距离，我用两只鞋
向蚂蚱迅速合拍上去，将其牢牢地扣在
鞋子中间。然后，慢慢掰开鞋子，小心
翼翼地把它装进提前扎了透气孔的塑
料瓶中，紧紧地拧上盖子。

回到家里，从塑料瓶子里取出蚂蚱

装进蚂蚱笼里。那时候蚂
蚱笼子十分稀缺，一村四五
十户人家，真正有用竹子编
的蚂蚱笼子的，也就三五
家，其他都是用麦秸秆或木
棍胡乱扎成的简易笼子，有
的直接就装在塑料瓶子
里。谁家要有一个蚂蚱笼
子，那肯定是一件让众人艳
羡的事，主人也很骄傲。

记得有一次，一个母亲
当教师的小伙伴提回来一
个四四方方、有两个独立空

间的蚂蚱笼子，我们一个个像井底之蛙
见了外星人一样，张嘴咋舌，眼睛瞪得
像铜铃。那天，我们寸步不离地围在那
个小伙伴周围，既想过饱眼福，更想亲
手提一下那个神奇的笼子。结果是人
家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像游行
一样，一直到人回屋睡觉才作罢。

幸运的是，我也有一个蚂蚱笼子，
记不清是谁送的，喜爱得不得了。有一
回，蚂蚱笼子突然不见了，我疯了一样
找遍了整个村子，毫无踪影。回家半道
我发现一个半大小子提的蚂蚱笼子很
像我的，虽然笼子已经被油漆染成了红
色，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我的。我走
过去，一边责问他为什么偷了我的蚂蚱
笼子，一边从他手中把笼子夺了过来。
那个娃娃虽然嘴上坚持说是他的，但是
语言软弱，脸上闪过一丝恐慌。最后在
我坚持地责问下，他承认了是我的笼
子，我懒得和他争辩，气咻咻地提着笼
子回了家。

我们一般喂蚂蚱吃葱叶，虽然蚂蚱
也吃南瓜花，但是一般不喂，因为一朵
花就是一个南瓜，舍不得。每天放学回
家，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地里揪葱叶喂蚂
蚱。自己家里的葱叶揪得差不多了，再
溜到别人地里去揪。

家里有了蚂蚱，像是添了一个戏
匣子，蚂蚱每天昂扬嘹亮的鸣叫，给
单调无聊的苦难生活增添了一些乐
趣，给疲惫得近于麻木的身心送来了
一点慰藉。

逮
蚂
蚱

□
秦
永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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