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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村 的 稻 草 垛

□陈俏俏
儿子上三年级了，有一次语文测
验考了 89 分。昔日的“学霸”人设崩
塌，那天家庭气氛显得格外凝重。
奶奶是一位退休老师，一直担任
着 陪 读 重 任 ，那 一 天 她 神 情 特 别 严
肃 。 儿 子 低 着 头 ，弱 弱 地 为 自 己 辩
护：
“ 老师说这次试卷比较难，没考好
很正常……”
我和先生面面相觑，如果批评儿
子吧，他心里会更难受，但毕竟考这
么差，
原则上也不能安慰他。
全家都陷入了沉默，我们开始怀
疑自己家的“快乐教育”理念是否错
了。在别的孩子一周只被允许看一
次电视的时候，我们家的电视每天一
放学就会被打开；别的家长都禁止玩
游戏，我们一年级就给孩子配备了平
板电脑下载游戏，还经常陪他玩。为
了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一家
子的心是不是忒大了点？尽管那都
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孩子的成绩有保
证。可如今……
先生是高中计算机老师，
他第一个
意识到自己有责任，
主动提出：
“接下来
先不玩游戏了！
”
我分管英语和作文，
更
责无旁贷，趁这次机会提出加大阅读
量和积累。儿子作为民主家庭的一
员，在这种情况下 ，只得欣然同意 。
姜还是老的辣，奶奶不忘加上一句：
“除了爷爷，
现在我们全家都是老师，
如
果这样都不如别人家孩子……”
一句话
把全家的荣辱观都绑在了一起，
大家心
中都燃起了团结的火焰。
一个三年级孩子每天的陪读是
“大工程”，除了接送，做饭，辅导四门
功课的作业，还要背诵、锻炼等各种
打卡，平时全家各司其职，忙得不亦
乐乎。
有 一 次 ，学 校 为 了 迎 接 上 级 检
查 ，音 乐 老 师 要 求 孩 子 回 家 练 习 歌
谱。我们一下愣住了，这可怎么办？
这时，轮到爷爷出马了，他的业余爱
好是拉二胡，对歌谱自然熟悉。儿子
像突然意识到什么，大声说：
“ 这下我
们全家都是老师了！”我们听了全都
哈哈大笑。
后来在全家的共同努力下，孩子
成绩很快又回到了“上游”。庆幸之
余，每当回想起那一天，我内心依然
忐忑：一向宽松的家庭氛围，就能被
一次考试上了紧箍咒，不知未来还有
多少这样的考验呢？假设孩子的成
绩还是上不去，我们还有多少底气给
孩子“快乐”的童年呢？现在的父母
普遍都焦虑，是的，家长和孩子都太
不容易了！

虽然简单，
我们乐此不疲，
毫不厌烦。
小女孩文静，自然喜欢捉迷藏。游
戏的规则是一方捉当“警察”，一方藏做
“小偷”。当然，
“ 警察”和“小偷”是用
“石头剪刀布”决定的。
“藏好了吗？
“
”藏好了。
”
随着一问一
答，
捉迷藏开始了。
“警察”
呼啦一下子散
开，
满村庄地找，
看到可疑之处，
都要窥探
一番。有些
“警察”
是机灵鬼，
要是长时间
找不到
“小偷”
，
眼睛一眨，
计上心来，
故意
喊：
“ 别躲了，我已经看到你了，快钻出
来。
“
”小偷”
不知是计，
就钻了出来，
被
“警
察”
抓了一个现行。有一次，
一个小女孩，
不知道藏在哪里了，
等到太阳落山了，
也
找不到。小伙伴们害怕了，
叫了大人一起
找，终于在一个稻草垛里发现了她。原
来，
这个小女孩，
为了不被找到，
在一个稻
草垛里掏一个洞，
藏了进去，
再用稻草把
洞外面封好，
躺在松软又暖和的稻草上，
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寒冬腊月，
是我们小男孩捕捉麻雀大

静
□石泽丰
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在这个方圆数
十亩的土地上，
杂草横生。鸡鸣犬吠不
见了，
牛哞也不见了，
包括夜深人静时，
人们的鼾声也不见了。我相信它们没有
走远，
它们还在这里，
只不过是深埋在了
黄土之下而已。在这个冬日的黄昏，
我
静坐在一堆黄土上，闭上眼睛，侧耳倾
听。越过当初挖掘机翻埋下去的断砖残
瓦，
透过时间的厚壁，
我仿佛听见了以往
熟悉的声音：
有鸟儿清脆的鸣叫、
有母亲
绵长的唤儿声、
有村子里此起彼伏的虫
鸣声……它们混杂在一起，
成为一种难
忘的交响曲。这种交响曲一直根植在我
心灵的深处，
每一次回忆起来，
它们仿佛
就在耳边，
依旧那么悦耳。
然而，
当我睁开眼睛，
印记中的那些
人与物，
那些走过无数遍的弄道，
那条从
汉龙家房子西侧经过的弯曲如巨蟒的放
水沟，
还有汉龙与先龙两家相连的竹园，
那些枝叶茂盛的槐树都不翼而飞了，
它
们去了哪里？我静静地想。我不知道，
我离开村庄的这些年间，
它曾遭受过怎
样的疼痛，
它的那段经历像一张大网被
一阵风刮破后留下的一个大洞，
丝线断
裂了。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细节，
我只得
从别人那里打听，
听他们毫无表情地复

述——因为出行不方便，
大家都愿意搬
到马路边。
我这次回乡的时候，人们都搬走
了。听说老房子被挖掘机的铁臂推倒的
前一夜，
整个村庄特别安静。是啊，
安静
达到一定的程度，
便不安全了。莫非这
些老房子早已知道，它们即将埋葬于
此。第二天，
挖掘机在每栋房子的原处
挖出一个很大的深坑，
将推倒的断砖碎
瓦深埋其中，
然后上面再铺上黄土，
形成
当下所谓的一片耕地。现在，
这片土地
也寂静起来，
犹如与我一同在回想，
当初
是谁最先动了想搬出村庄的念头？人们
为何忍心搬迁至马路边，
离开这片祖祖
辈辈生息的老屋场？是谁提议把老屋场
推平做耕地？这些问题，
像父亲曾经用
闪着光的铁犁翻起的黑泥，
一瓦一瓦地
占据着我的内心。老屋场没有推平之
前，
父亲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去世的第
二年，
我独自回乡，
打开那把生锈的铁锁
时，
房子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四下没
有一点声响。越是这样的静，
悲伤越从
心底升腾得厉害。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泪
水，
最终是我的哽咽打破了老屋的宁静。
父亲去世后的3年时间里，
旺开伯、
旺桃伯、
兴茂爹、
陈家毛爷爷相继离去。

当钢筋水泥取代了绿瓦白墙，当汽车
鸣笛取代了阵阵鸟语，现代科技的快速发
展使得人们奔波于家庭和工作的忙碌，却
少有闲暇再去体验以往悠哉自得的农村生
活。我怀念外婆家的一方庭院，虽不华丽，
只是柔柔地浸泡在故乡的山水之中，但不
论四季变换、万物更迭，走过的每一帧都在
那小小的庭院里收藏，因为它，充实了我的
峥嵘岁月。
春，是播种伊始等待秋收的喜悦，是草
长莺飞勃勃生机的盎然。春天，象征着生
命的起点，是播种希望的季节。从此刻起，
阳光与微风争相陪伴，而生命的叶脉及色
彩，将愈发活跃、流畅。
“立春天渐暖，雨水
送肥忙”，由于雨水、春雷的粉墨登场，休息
了一个季节的农家人，开始在田间地头忙
碌起来，而我也跟着外婆在自家庭院的一
亩地里开始了希望的播种。青菜、茼蒿、萝
卜、韭菜、丝瓜……才刚撒下种子，我仿佛
就看到它们相拥着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的
景象了。
除了种些自给自足的蔬菜，外婆还爱
极了侍弄花草，但却不喜艳丽之花，只爱让
几抹素色停留在小院之内，或是丁香，或是
夹竹桃。每日清晨，早霜如锡，闪闪发光，
幽幽的花香和着水汽在庭院里弥漫，这是
外婆独有的配方。她还常以养花之道来教
育我，
“养花同养性一样，需要我们沉下心
来，戒骄戒躁，不管今后的路途会遇到怎样
的坎坷，我都希望你能够平静面对，有责

显身手的好机会。天气越来越冷，
野外食
物也越来越少，
稻草垛常常招来麻雀和不
知名的小鸟。我们几个说得来的男孩，
撒
下一些稻谷，
支起竹匾，
压上一块石头，
系
上一根绳子，
远远地躲在稻草垛旁，
屏住
呼吸，
耐心地等待麻雀来觅食。几只麻雀
看见稻谷，
飞上飞下，
东张西望一番，
见没
有什么危险，
钻进竹匾里，
津津有味地吃
食。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我们当机立断，
松开绳子，
竹匾压下来就把鸟儿罩住了。
鸟儿上蹿下跳，无济于事，凄惨地鸣叫。
我们乐开了怀，
大呼小叫，
把鸟儿逮住，
系
上尼龙线逗着鸟儿玩，
嘻嘻哈哈的笑声传
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
在乡村，年年种稻谷，年年收稻草，
名不见经传的稻草垛陪伴我度过了孩
提时代，给我带来了美好的享受和温馨
的回忆，
那么鲜活，那么甜美。
啊！心中的稻草垛，像一壶甘冽的
美酒，浸透我的灵魂深处，芳香飘溢，回
味悠长……

我和他们的晚辈一样，
早已把童年丢在
了那里。我们少年时就背井离乡，奔
波在异乡的城里。如今回去，我总是
难以克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总是想到
处走走，总期待能找到一点熟悉的东
西，填补一下空洞的灵魂，以重新找到
进入那时村庄的口子。这些年以来，
虽然我念念不忘把那一方地域称作为
自己的故乡，但是，现在已成为新生主
力军的年轻一代，用勤劳换取积蓄建
起的高楼大厦所构筑起他们心中的故
乡，是否认识我这位故人呢？
在内心受到刺激的情况下，我回
到城里，选择在那些晴好静悄悄的清
晨起来晨跑，我跑到小区东面的公园
里，看着被我从故乡带来的月亮。我
想，它肯定看到了我的隐私，照到了我
的痛处，这些年以来，它像一个孤儿一
般，外表看似平静，其实内心波涛汹
涌，这与我是何等的相似。它陪伴着
我，洞察着我的点点滴滴。
最近一次晨跑之后，我坐在寂静
空旷的公园里，大约是凌晨 5 点钟的光
景。从这个时间点往回想，倒放着自
己 从 前 的 经 历 ，我 开 始 慢 慢 平 静 下
来。心想：心静是一种境界吧。许多
先贤去非存是，了然于胸，不言。这就
像那些定时亮起的路灯，明灭于四季
轮回的季节里，即使是在这样寒冷的
冬天，它们仍静静地呆立在那里，连一
声咳嗽都不屑发出。

庭院四季回忆录
□金梦瑶
任，有担当。”我这沉稳的性格或许便是因
为外婆从小的谆谆教导才得以养成。
夏，是嬉笑打闹后背渗出的汗渍，是夏
夜萤火繁星点点的惬意。夏日虽炎热，但
捕蝉却是孩子们消暑的有效途径。捕蝉的
工具是自制的，找一根竹竿，将细梢轻轻
弯成个圈，用细绳子扎住，接着四处寻找蛛
蛛网，那种新结的蛛网黏性最好。将竹圈
蒙黏上几层新鲜的蛛网，捕蝉网便初具雏
形。循着蝉叫的声音找到目标，屏住呼吸，
悄然靠近，用蛛网将其翅膀黏住，就大功告
成了。孩子们好动贪玩，脖子、后背总是汗
涔涔的，而大人们则只是在一旁摇着蒲扇，
话着家常，细数平淡生活中的乐趣。
待到傍晚时分，橙红色的夕阳半升半
落，屋里飘来阵阵的柴火味。再晚一些，晚
霞渐渐退去，天空的颜色由浅蓝到湖蓝，最
后成为一张蓝黑色的幕布。若是足够幸
运，还可以捕捉到点点流萤。现在乡间的
萤火虫已很是少见，我也只在小时候看到
过，它们在夜色里游动，像是在寻找白天遗
失的梦。在城市看夜晚，灯红酒绿，流光溢
彩；在农村赏夜色，皓月当空，星河璀璨。
秋，是桂花树梢沁人心脾的芬芳
的芬芳，是以

花为引酿造入酒的甘甜。外婆的庭院里种
了一棵桂花树，仿佛从我记事时起便一直
在那儿，长得郁郁葱葱。杏黄杏黄的小花，
一簇簇挂在树梢上，掩映着绿叶，满园芳
香。每每闻到这熟悉的味道，我便知道，是
秋天来了。说来奇怪，这小小的桂花竟能
散发出如此悠长迷人的香气，袭人心怀，沁
人肺腑。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果不
其然。
而对于秋天的记忆，除了满院子的一
地金黄，便要数这桂花酒了。先将桂花置
于通风阴凉处摊开风干一夜，然后每斤桂
花加入四两白糖拌匀，放入酒缶内任其发
酵二三天之后，再加入 4 至 5 斤 35 度以上
米酒，密封窖藏，一年后桂花酒即成。外婆
还告诉我，倘若窖藏 5 年后才饮用，那可是
上好的佳酿了。我有幸尝过一回，成品的
桂花酒色泽淡黄，开瓶即溢出一股桂花清
香，小酌一口，甘甜醇绵，
实属人间至味。
冬，是游子归乡欢聚一堂的热闹，是爆
竹声声辞旧迎新的欢愉。我将冬天定义为
“团圆”，因为在外读书的孩子们在此刻返
航 ，在外做生意的大人们在此时归乡
在外做生意的大人们在此时归乡。
。南
方的小镇，
方的小镇
，阴雨的冬天
阴雨的冬天，
，比北
比北方要冷，但怀

辉

我们全家
都是老师

笑，
得意扬扬的神情。
这家叠了稻草垛，
那户也不甘落后，
几天内，
稻草垛如雨后春笋般地从整个村
子里冒出来，
蔚为壮观。清晨，
红彤彤的
阳光把稻草垛蒙上一层金光；
晚上，
皎洁
的月亮为它披上银辉。冬天的日子里，
下
了一场雪，
稻草垛被纷纷扬扬的雪花盖住
了，银妆素裹，晶莹剔透，像亮晶晶的宝
塔，
别有一番景致。
稻草垛是我们儿时的乐园。空闲的
时候，
小伙伴相约聚集在稻草垛，
以此为
据点，
捉迷藏、
打游击战或捉麻雀。
小男孩喜欢打游击战，双方眼疾手
快，
迅速占据有利地形，
打打杀杀，
喊声震
天。我躲在稻草垛旁，
趁对方不备，
暗放
一枪，
然后跑到另一个稻草垛掩藏起来，
又是一枪。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我
的子弹击中，
乖乖地成了俘虏，
戴上纸做
的帽子，耷拉着脑袋，被押着在村里游。
那时，
没有什么好的玩具，
枪支是铁丝做
的，发射器是橡皮筋，子弹是用纸折的。

张

早些年的乡间，
每到夏收和秋收后，
村子里的房前屋后矗立着大大小小的圆
锥形的稻草垛。虽然形状相似，
但是各有
千秋，远远看去就像撒落在村庄里的亭
台，
威武地守护着农家恬静的日子，
成了
乡野一道情趣独特的风景。
记忆中，
大人把收割的稻子脱粒后，
束成一个个稻草把，
晒在田埂上。过了几
天，
稻草干枯了，
一家人倾巢出动，
把稻草
挑回家，
叠成稻草垛。
叠稻草垛是农家的一项技术活，
必须
两人配合默契才行。先选择一块平整的
地面，
摆放一些小石块，
搭成一个圆形，
作
为基座，
再把稻草把铺在石块上。男人站
在上面叠，
女人站在下面递，
一层叠一层，
严严实实、
整整齐齐。一袋烟工夫，
稻草
垛叠高了，
男人必须站稳，
不让稻草垛倾
斜。此时的女人，
力气大的，
使劲往上扔
稻草把，
力气小的，
就找一根竹竿插住稻
草把，
然后递上去，
男人稳稳当当接住，
按
顺序均匀地铺，
一层又一层。稻草垛越叠
越高，
叠成一个圆锥形，
散发出淡淡的清
香味。男人从尖尖的稻草垛顶端小心翼
翼地滑下来，绕着圈子凝望耸立的稻草
垛，
像欣赏心爱的艺术品，
然后冲女人一

明媚的阳光如同快乐的
音符，驱走了这些天连绵不绝
的 阴 冷 ，照 在 大 地 ，暖 进 人
心。就着好心情，我打开电
脑，记录这些天老父亲住院生
发的一些感慨。
父亲曾是一名军人，无论
是做事还是走路，向来都是风
风火火。可是岁月不饶人，如
今年届九十，腿脚不便，可是
他还是闲不住，隔三差五四处
走动。虽然有保姆看护，
但稍
不留神，就拄着拐杖，溜出家
门。终于，我们担心的事发
生了。那天父亲从菜市场回
来，在西门斜坡一头栽倒，摔
成重伤，经医院救治，又在家
里休养了两个多月才有所好
转。可是伤势尚未完全康
复，他又闲不住，上周出门再
次摔倒，导致左侧髋骨三四
处骨折，
下不了床。
□
看着父亲疼得嗷嗷叫，
我们既心痛又着急，情急中
想起了前些日子市一医院新
成立的“老干部健康驿站”。
我试着给驿站打电话，余东
波科长热情地接了我的电
话，简短磋商后，立即联系救
护车接我父亲到骨科治疗。
救 护 车 很 快 来 了 ，准 备
得相当充分，又是轮椅，又是
担架，还派了一名主管护师
陪护。就这样，父亲再次住
进了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其间，各种繁杂的检查、各种
手续、落实陪护等问题，科室
的医务人员忙前忙后，安排
得妥妥当当。
提起结识市一医院老年
科的医护人员，还得从去年 6
月 10 日说起。那天，全市老
干部支部书记聚集在“老干
部活动中心”学习，正巧，由
市老干部局和市一医院合作
创办的“老干部健康驿站”也在这一天启动。于
是，地处东湖之畔的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同志们
量血压、测血糖、咨询养生保健知识，很是热闹。
我当时一进去，就被几位正在热情服务的漂亮女
生吸引了眼球，她们忙着照应各位老干部，嘘寒
问暖，亲切热情，叔叔阿姨叫得欢。后来了解到，
那位办事沉稳的是科长余东波，那位大眼睛的姑
娘是冯雅萍，那位文静的姑娘叫朱宁宁……她们
给老人做好一些基本检查后还叮嘱大家：经常来
驿站坐坐，测测血糖、量量血压。身体不适来电
话，检查、看病，
都可提前预约。
自父亲这些天住进市一医院之后，在为父亲
奔忙的过程中，我是深切地感受到市一医院尊
老、敬老、惠老的浓厚氛围。在该院《医院动态》
发布的《
“快时代”背景下尊重老年人“慢生活”的
权利》一文中，我看到有这么一句暖心的话：
“如
今，时代的节奏很快，但无论多么快的节奏也请
慢下来，等一等这些因时光、疾病而步履蹒跚的
老年人……”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今，真
正助力老年人，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尊老敬老落
到实处的医院还是不多见的。每当父亲跟我夸
赞市一医院医护人员，我心中便有一股暖流涌
动，他们就是这样把无尽的关爱送给患者，用行
动诠释医者仁心。

那些人，那些话，
那些事……

□徐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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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着去外婆家吃年夜饭的心情，再阴沉的
天、再淅沥的雨也挡不住这近乡情切。舅
舅们早早赶到，在庭院里搭起棚子，待到开
饭时，一大家子围着圆桌坐着，脸被热乎乎
的饭菜映得通红。糖醋排骨、黎蒿炒腊肉、
尖椒炒牛肚、鲫鱼豆腐汤……菜盘子叠了
一圈又一圈，垒得堪比“金字塔”。我们举
杯同庆，
互道祝福，期待着新年的到来。
孩子们眼里的新年，是久违的炮仗和
烟花，这是不可或缺的仪式感。将各式各
样的烟花在庭院里一字排开，满怀欣喜又
小心翼翼地点燃导火线，然后赶紧捂起耳
朵，撒腿就跑。
“砰”的一声，明亮的烟火载
着美好憧憬在夜空中绚烂绽放。我很赞同
《小王子》里对于仪式感的解释：
“仪式感，
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刻
与其他时刻不同。”是啊，辞旧迎新是人们
的一种愿望，声声爆竹中饱含着人们对未
来的期许，此时得以卸下一年来所有的包
袱，只愿岁岁平安喜乐。
如今，外婆家因铁路建设需要早已拆
除，那个载满回忆的庭院也已尘封入土。
外婆住进了舅舅家的高楼，吃穿不愁，但我
去探望她时，仍看到她时常低头呢喃：
“还
是以前自家的小院好啊，我那几亩田地，菜
苗长得可旺，闲来跟邻居嘬茶唠嗑，好生自
在。”目之所及，皆是回忆；心之所想，皆是
过往；往事如烟，皆为序章。但关于庭院的
四季回忆录，我将时时翻阅，
永远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