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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的 爱 情
□张引红

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秋天，她和他分
别在一个“万人平沟梁，荒坡变良田”的建
设工地搞文宣工作。

一日，她路过他的工作地点，心里又
热又痒地想看他一眼。爱他在心口难
开。她与他同乡梓，他勤勉好学，人品高
洁，长得也清新斯文。她深爱他、激赏他，
但女孩儿很难去主动示爱的。

她轻手轻脚扒在他那临建办公棚门缝
偷看他、欣赏他。只见他一只手在写什么，
另一只手拿块红枣发糕往嘴里塞，狼吞虎
咽的。一颗红枣掉在桌上，他不管三七二
十一抓起来扔到嘴里大嚼大咽，未了还把
抓枣的手放在唇上吮吸，唏唏溜溜。她这
个偷窥者，都感受到了他吃得异常香甜解
馋。他那豪勇的吃相，还挠痒了她的心，让
她觉得他好男人，更爱他爱得不行了！

“他好喜欢吃枣哦！”见有人走过来
了，她心里美着甜着跑开了。但此后他这
个恣肆吞吃的势象，刻在了她的心头，她
还得出了这个强烈结论。

老天残忍，总是扼杀有情人。不知为
什么，她痴爱的他，在那两年后，他们刚负
笈两地求学时，就从她的世界遁迹了，且
像雾化蒸发了般，没了任何影踪和信息。

她不甘，她痛苦。欲以毅力和光阴作
赌注，苦守死等他，挑战姻缘潜藏玄机，天
命不可违逆之谶语！

可是，以什么来承载毅力和打发时
间，苦熬苦等他呢？

老妈告知她，老爸老妈的恩爱感情也
启迪了她，想要抓住男人的心，先抓住男
人的胃！

很快经过一番研读思悟，她心生了一
个执念：学种枣树！他那么爱吃枣，红枣
的营养又那么丰富。她无条件在户外种
植，就在家里盆栽一棵，一来可以天天侍
弄，日日把看，时时寄托对他的深切思念，
打发思他想他的寂苦时光。二来她臆想，
自己以这种用心用力的劳作来思念他苦
等他，没准他会感应到，受到感染，重回她
身边。还有，诚可感天，自己这般痴情爱
他苦等他，是不是也会感化老天爷，老天
爷会用他那无所不能的巨手，把他再拽送
到自己跟前呢。

她开始用心勉力种养枣树！

瘦小的她，求人帮忙买来了一个大大
的陶瓷盆，淘来了最优等的枣树苗，脚揸手
揸，大阵仗地种养枣树了。

浇水施肥防虫、翻盆剪枝嫁接，她苦学
苦练，像个高手，每样每步都能高标准高质
量地操作完成。

头一年，那半人高的枣树只是一身葱茏
葳蕤示人。它在积蓄能量强根基壮身板。

第二年，开花见果了，随四季演绎了
很多动人景致——春打六九头，那枣树叶
子一似才出生的小猫咪睁开绿眼睛，露出
了绿豆大的小叶芽，虽然只能走近才能看
清楚，但却令人欢喜莫名：枣树活着呢，吐
芽开长了！此时，她总在幻想着、期盼着，
他会在一个什么地方，眨着那能远感远望
的眼，感知到也看到了她种的枣树在伸吐
新枝芽，和她一样惊喜快慰。

3月中旬，那枣叶芽就长得跟成人眼
睛那样大小了，绿油油、翠生生。她又额
手祈祷他能看到，能感受到生命神奇的自
生能力，极是欢喜！

4月下旬，枣花开了。5个花瓣，金黄
金黄的，像天上的星星飞下天幕挂在枝
头。花香阵阵飘满屋，那香味让人忍不住
吮吸。她多希望他也闻到了那扑鼻的香
气，令他心扉美了醉了。

6月下旬至 7月初，挂果了，还挺
多的。看到收获果实，她喜不自胜，
那果实格外惹人怜。
先似青绿色翡翠珍珠
般大小，晶莹光润，让
人忍不住一个劲儿地
想趴在跟前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又似小拇
指大小的半边红半边
绿的小弹球，让人不
由得想逗弄它。她急
切地猜想，他能感知到、看到吗？他那有
力手掌，可千万不要情不自禁，伸过来拽
逗它呀！

8月，果实成形了。好怪好稀奇，大概
是她试着嫁接了不同品种，这一棵枣树结
的果子竟是两种模样：一种圆球状，一种
橄榄状。圆球的胖嘟嘟，好萌。橄榄形的
像女人的红唇，好美好诱人。她端详着那
红唇般的枣，无声地笑了：他一个很正常

的男人，看到这么香美的女性红唇般的
枣，应该很想亲吻下。

10月底至11月初，枣儿成熟了。那圆
球状的枣，红艳得刺目惊心，似乎随时都
会燃烧成小火球。那橄榄样的枣则呈黑
红色，像琥珀，让人感到很有内涵，很是名
贵，食之都会不忍下口。还大丰收了，收
了 160多颗枣，有一竹篮呢。那迷人香甜
的枣味，多日绕梁不绝。她不由得在心里
高喊：你看到了没，赶快像当年拣起掉在
桌上的枣那样，抓起来大享口福啊！

枣儿甜美，人在何方？！
年年岁岁，枣树吐芽、开花、挂果、丰收。
年年岁岁，她把新枣换旧枣，高挂于

阳台，等他携风带势归来享用。
年年岁岁，流光无情，似风刀霜剑，摧

她红颜，白她青丝。
年年岁岁，她都等无果盼无着，不得

他半点音讯，遑论聚首亲昵欢爱？！
然，初心不改，坚如磐石！
那棵枣树老迈了，她无语含泪，又新

栽种了一棵……
一日，一个同学在班级群里连着几番

呼叫她，说有人在急切地找寻她。
相视，无语，哽咽，拥抱。阴差阳错，

考验真爱，这么多年，他也一
直在苦苦地找寻她、等待她！

枣树旁，他吃着她捧上
的枣糕，好享受！她抚摸着
他挂在自己胸前的枣形琥珀
坠，热泪流！

秋来桃花灼，无比难
得。她与他如火般相爱，爱
期无垠……

李昊天李昊天 摄摄诗意黄山诗意黄山

□邵庆芳

冬日随笔
□李雯

几日来，雪落，风亦起，雨雪相加，断崖式降温。
雨雪似吻似泪，淋湿了脸庞，醉在雪里，看叶的寂寞，
花的孤独。雨如多情的女子，拨动着琴弦，低吟浅
唱，似在诉说着秋收冬藏。如烟似雾，千丝万缕，绵
亘在天地之间，婉约成一行行诗行。

冬至之后，看那昔日枝叶茂盛的林木，不管是风
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那黄灿灿的银杏叶，蝴蝶
般飞舞，悠然地飘荡着落入地面，完成了它们一个年
季的生命历程，回到了它们的归宿之地。终究还是

“零落成泥碾作尘”化作春泥回报大地。曾经一位哲
人说过：“飘落是一种过程，正视飘落才会成熟。”当
它飘落枝头的时候，我们可曾想到来年春天，枝头又
将是嫩绿一片？

冬至后的这场雪，清凉着人间烟火中那些柴米油
盐的琐碎与平凡，却也深刻解读着诗与远方。雪敲
打地上水洼，溅起水花，向谁诉说生活的辛劳和艰
苦，又有谁耐心听你诉说诗与远方？季节可以交替，
岁月可以轮回，可人生没有彩排，只此一遭。在人生
舞台上，我们只是或悲或喜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罢
了。人生短暂，过往尽是阅历，何必在意那么多呢！
捡起落叶，沿落叶飘零的方向，寻觅落叶曾经的花前
月下，曾经的风华正茂，曾经的少年，曾经的梦想。

这场雪，让我这个怕冷的人不由得裹紧大衣，戴
上口罩，突然想起一句话：口罩的好处——防风防
疫，遮丑遮阳。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立足于冬天的
荒秃，回看的秋色，眼下还是收获的每一天，因此事
实上都是值得去看和珍惜的。

秋去冬来，毕竟又带来了新的轮回。大自然的周
而复始，总会让人们绝处逢生，带给人们以新生和力
量。每个人总有一段孤独甚至有些落寞的日子，被
旁人误解，被现实嘲笑。自己只有小心翼翼地将梦
想藏在心里，怕被时光遗忘蒙上灰尘，时不时提醒自
己：道阻且长，知行合一。珍惜所有，珍惜眼前，珍惜
生命中的感动和愉悦，记住友谊和支持，感恩帮助过
的人，看淡人生的起起落落，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工
作，去生活。 （单位：咸阳市武功县电信局）

看 戏
□李拴伍

一头搓成爱 一头搓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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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盼过年，主要盼两件事，一件是奶
奶给我炸麻糖，另一件是等父母寄来新衣裳。

每到快过年时，爷爷总会哄着我，要听
话点、勤快点，等杀完年猪让奶奶多炸点麻
糖给我吃。明知是哄我多干活，但为了嘴
巴，我还是爱听。勤快点就勤快点，反正干
完活我会想办法让他们把哄我的话变成现
实。至于办法，我有的是。我知道爷爷奶奶
的软肋——他们最怕我想爸妈，最怕我坐在
路边去等爸妈。或许是油田工作的特殊性，
又或许是为了多给我和弟弟妹妹攒钱，爸妈
一般是不回家过年的，但也一定会给我们寄
新衣裳。而奶奶最怕看见我小小的背影里
孤独的等待，所以，但凡是他们认为我听话

了，啥都能满足，比如炸麻糖。
我的老家就是电影《隐入烟尘》里那样

的大西北模样。在我年幼的记忆中，村里炸
麻糖应该是我家最先开始的。那时全村就
我父母在外工作，见识相对多点，偶尔回家，
妈妈会带回来我们没见过的吃食，奶奶也会
模仿着做给我们吃，麻糖就是妈妈带回来
后奶奶学的。在我们那，饺子叫“扁食”，麻
花叫“麻糖”。过年，是庄稼人一年里最能
舒缓慰藉肠胃的时候，而爷爷奶奶一辈子
在农村，也是村里劳动力最单薄的人家，但
他们不以为然，毕竟经济上还是相对宽松
的，对我是有求必应。只是我比较调皮，梳
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除了上学就爱爬山
下河掏鸟窝，就是不愿意干活，尤其是在天
寒地冻的寒假。

每年腊月二十三以后，等杀完年猪炼完
油，奶奶就开始用新鲜的猪油炸麻糖，虽说
叫麻糖，其实多是咸食，加个“糖”字，像是加
深了年的浓郁氛围。奶奶炸麻糖用的面粉
一定是家里平时不舍得吃的那种，铺料有鸡

蛋、椒叶、盐、糖等，炸麻糖用的油是胡麻油，
爷爷自己种的胡麻榨的，特别香。奶奶从面
缸里挖出三四碗面倒入盆里，从鸡窝摸出几
个鸡蛋，化点大油，椒叶擀细碎，按自己揣摩
的比例加水和好，反复揉搓面团，均匀揪成
面节。再给盆底刷油，把面节一个个搓好盘
在盆里，等面醒发好了，再搓成细条拧成麻
花。奶奶搓的麻糖一般是三股，粗细均匀，
光滑玲珑，样子特别好看，像我的长辫子。
等所有的麻糖都搓好后，就开始烧锅，等油
开始飘香时，奶奶两手轻轻地从两头提起麻
糖放进锅里，接着用高粱秆特制的大长筷子
翻拨整形，麻糖在锅里翻腾一会儿就成了金
黄色，等熟透了炸脆了，夹出一个放在案板
上，不烫手的时候就让我拿着赶紧走开，不
是怕我多吃，主要是我围在灶台边有碍奶奶
操作。只要有好吃的，就是走到村口我也不
嫌远，还能给其他小朋友炫耀一下或分享一
点。吃着麻糖，满嘴香脆酥透，吃完连手指
都要舔一下，这样的美好时光直到八岁离开
老家为止。

记忆中的麻糖和我的麻花辫很像，所以
我对这种吃食印象最深刻，现在想来，或许是
奶奶亲手做的缘故。我从小就留很长的头
发，垂到小腿肚的那种。每天天不亮，奶奶会
把还没睡醒的我从被窝里提起来，我半闭着
眼睛，奶奶就认真地给我梳头。长长的头发
被奶奶分成粗细均匀的三股，再左右交替编
成辫子，像搓麻糖一样细心，把本是调皮好动
的我打扮得有那么点文静。奶奶说女孩子留
长辫子最漂亮。管她漂不漂亮，反正又不是
我梳，就像炸麻糖，管它复杂不复杂，我只是
爱吃。如今，当我再想起小时候奶奶炸的麻
糖，想起我的麻花辫，想起过世的奶奶，思念
就如同曾经的长发缕缕缠绕……

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都不太吃油炸食
品了。平时我也很少吃麻花，但逢年过节，
我还是会炸一些，和奶奶当年一样，和面、醒
面、揉搓，把一根根长长的面条，一头搓成
爱，一头搓成味，然后留给我的孩子，送给我
的亲友，一来尝个鲜，二来增加点年味，再就
是为记忆中的那些往事。（单位：黄陵矿业）

平时我也很少吃麻花，但逢年过节，

我还是会炸一些，和奶奶当年一样，和

面、醒面、揉搓，把一根根长长的面条，一

头搓成爱，一头搓成味。 说实话，我对你生病之前的印象
很模糊，这两天看到旧照片，才想起你
原来的样子。那时候，你是那么神采
飞扬、自信潇洒，骨子里散发着阳光帅
气。我最喜欢你穿着坎袖、脖子上挂
着摄像机、戴着墨镜的那张照片（我
记得那曾是你的微信头像）。挑起的
眉宇里透着张扬，随性的姿势展示出
一览众山小的气派。你给自己的微
信取名“探路”，你应该真的很喜欢自
由自在地遨游，去探索未知的路，因
为那时的你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和面
对未知事物的勇气。

虽然后来疾病禁锢了你肉体的自
由、削弱了你的精神，但你从未停止对
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你
还是喜欢搜寻好玩的地方和好吃的店
面，你的朋友圈里虽然都是转发的公
众号文章，但几乎都与吃的玩的有
关。你爱买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和饮
料，每次被嘴馋的我发现时，你都会
说：“吃吧！本来就是给你买的。”你囤
在冰箱里的可乐被我喝了一罐，我想
你肯定还会说：“喝吧！想喝就喝。”现
在你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继续探索属
于你的未知道路了，你的手脚不再被
束缚，你的精神不再被折磨，不知道你
第一时间想去什么地方，如果拍了照
片，请在梦里给我看看。

对了，你知道《阿凡达 2》上映了
吗？还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都在讨论阿
凡达，我还以为他们说的是“阿凡提”，不过好在不久
你就带着我和哥哥姥姥一起去看了，让我不至于和同
学没有共同话题。那可能是我第一次看那么长的电
影，真的很精彩。等我看完第二部后，告诉你有没有
第一部好看。

已经这么多年了，我对你的记忆好像都是零零
碎碎的，上了大学之后我们不经常见面了，但一起出
去玩的次数居然还不少。刚上大学的第一年冬天，
还是你带着我和哥哥去爬城墙，那天的双人自行车
真的很好玩，如果有个后座能带上你就更好了。爬
完城墙你还带我们去吃了最正宗的粉汤羊血和酸汤
水饺。我们好像一起在城里逛了好几次，你总是知
道哪里有好吃的、哪里的东西最正宗，简直是行走的
高德地图。那年冬天我们还一起去了水族馆，在观
光隧道里总拍不到一张干净的背景。去年国庆我们
又一起出来玩了，在靠近山里的地方逛了逛，有山有
水有鸭子，惬意又舒适。

我知道你离开前心有不甘、有所挂念，但不用太
担心，我看过《寻梦环游记》，知道每年你都有机会回
来看我们。这两天晚上会听到许多烟花爆竹声，我想
起在《人生大事》里，莫三妹把他父亲的骨灰放成烟花
的情景，不知道这个创意你觉得怎么样？人生在世籍
籍无名，离开的时候能化作绚丽烟火照亮夜空，让更
多人看到，真的很酷，不是吗？

我知道我们都很爱哭，但是哭久了真的会变不好
看。我去医院看你的那次，你哭了，我也哭了，即使我
们都知道哭解决不了问题，但那是表达情绪和宣泄悲
痛最直接的方式。你的离开，让我彻底意识到，永远不
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现在仍然不是可以放
松警惕的时候，倒不如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警惕。
不过，总有一天我会出门走走，去你去过的名山大川、
名胜古迹，还要去你没去过的未知土地。我想让你知
道，我很幸运有你这样的舅舅，我会一直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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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大队突然开始排“老戏”
了，什么是老戏？原来是传统的秦腔戏，戏衣华丽
多彩，头饰华美，珠宝闪亮，官帽两个耳朵不停地
上下摇晃，脸都画成峨眉红桃，花脸、红脸、白眼窝
的，有坏人奸贼、有小姐丫鬟……关键是吼唱，西
北汉子那种豪迈粗犷、有磁性地唱。

起初，全县只有我们村子有老戏衣。大队有
个姓秦的奏腔老把式，几乎所有秦腔戏都会，无
论是生、丑、净、旦的角色，还是本戏、折子戏，都
熟背于心，是我们村秦腔戏的总教练，秦老汉珍
爱那好几大箱戏衣，视戏衣为生命，将戏衣藏于
窑洞内保存了下来。

晚上，秦老汉窑内可热闹了。煤油灯下，二
十多个男男女女的社员，有背台词的、比画动作
的、拉弹曲子的，都在排戏。虽然大多不识几个
字，但都努力排演着。我几个晚上看排戏，竟然
记下了《十五贯》里那个衙役的台词。一部戏要
排一个多月或更长时间才能上台演出，但叔叔伯
伯们坚持着，认真排练着。

戏台是用椽、门板、木板、帆布搭成的露天台
子，前台是演出，后台是演员换衣服、放道具的地
方。台下小木凳上坐的站的大多是上了年岁的，
站在台口一看，黑压压一片，眼睛都盯着台口。突
然，板胡、二胡、锣鼓、锁啦响了，戏开了。有的演
员缓缓碎步出场，有的急急翻个跟斗出场，唱、念、
做、打，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拉开世道的大门，
台上的人、景、物、情都有了现实人的灵魂。

小时候看戏，就图个热闹。走时，母亲让我
换身衣服出门，给一二毛钱，看戏中买个哄嘴的
东西。在戏场，我基本是在台下乱窜，在人群里
钻来钻去，感受人挤人的热闹，先在本村看，然后
跟大人到十多里外的村子看。热闹中，也记住了
不少戏，《十五贯》《三滴血》《铡美案》《千古一
帝》……分清了好人坏人、好官坏官，看出生、丑、
净、旦，能感知苦难、欢笑、幸福，原来戏在演绎世
间百态，人生百态。

当时，全县最好的戏班子是县剧团的，下来就
属我们村上的戏班子，被称为“凤北二团”，虽然是
一个村子的小剧团，但实力也不可小觑，还曾多次
出市巡演。演员都是白天干活，晚上排练，逢年过
节就巡演。在一个村子，一般要唱三四天，在特定
的时间唱，大多是庙会平安戏，祝福五谷丰收，风
调雨顺，国泰民安。

我最爱看的是武戏，演员背上插着四个小旗
子，身子捆绑得紧紧地，手里拿着枪、刀、棍、棒、剑
等，翻个跟头劈个叉，杀杀打打，便觉得神奇威武
得很，也特别对包拯、寇准这些好官很佩服。

那时的戏有大戏、小戏之分。大戏，搭台子，
真人穿着戏衣唱；木偶戏、皮影戏叫小戏。木偶戏
是人挑着木头做的各种木偶，穿着小戏衣，笨拙地
扭来晃去，跟着唱腔做动作；皮影戏就更小了，用
线挑着皮影，灯光照着影子，随腔而动。

小时候看戏，重在看热闹，如今年过半百
了，回味儿时看戏，才悟到那吼出的秦腔便是社
会，是人生。

（单位：宝鸡市凤翔区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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