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亲从山东师
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泰安一中任教，母亲
抱着我从老家来到泰安。我小时候记的第
一件事就是母亲给人家推磨，晕倒在磨
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人都吃不饱，哪有
力气推磨呢？

“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牛鬼蛇神”、
“臭老九”，造反派强行把母亲和我们兄弟
几个赶回老家，从非农业户口改成了农业
户口。坐在回家的汽车上，母亲抱着弟弟，
望着窗外被淹的庄稼，那呆滞无助的目光
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老家在鲁西
南，与兰考县搭界。人们辛辛苦苦劳作一
年，收获寥寥无几。我们回到家，没吃的没
住的。生产队为我们腾了一间放家具的老
房子，老鼠成群，屋顶上还有蛇，令人毛骨
悚然。

来年春天，母亲说再难也要盖间土
屋。她迈着那双小脚，去二十里外的县城
选购盖房用的材料，用地排车拉回来。本
想找近门的兄弟爷们帮忙，动工打夯。可
大伙都不愿干，民间说那年没春天(春节前
立春)，准备盖屋的都在年前打夯，弄好地
基，过了年再建。母亲却不信这一套，对来
人说，该干干吧，有啥事我顶着。干活期
间，我的一个堂兄溜了，直到中午才回来。
原来他骑着自行车到十里开外的一个村
找风水先生去了。回来后乐呵呵地对母亲
和大伙说：先生说，您有五个儿，能镇住
了，没事。母亲听后一笑。母亲生在那个年
代，思想却不封建，不迷信。

房子建好，有了自己的家。母亲照看
幼小的弟弟，洗衣做饭，喂猪，生产队分了
棉花，母亲纺线、织布，听人说，母亲织的
花布在几个村里都数得着。那几年，日子
虽然清苦，但母亲从不怨天尤人，咬着牙
上前过，坚信日子会越过越好。

“文革”后期，父亲落实政策，从农村
中学又调回市重点中学，母亲和我们弟兄
几个又回到这座城市，住在学校家属院。
认识母亲的人都愿意和她拉呱，有什么事
也愿给母亲说，谁家想找个保姆侍候老人
啦，照看孩子啦，儿子闺女想找对象啦，母
亲都一一记下，热心地为他们联系。母亲
就是这样乐于助人，去个收废品的，母亲
也会给他们端碗热水喝。有位老师对母亲
说：知道大家叫您什么？叫您阳光老太太。

母亲拉扯我们弟兄五个，省吃俭用，
操劳了一辈子。有一天母亲在床边为父亲
缝拆洗的棉袄，缝几针直直腰，自言自语
道：“都干完了，这是最后一件……看来是
真干不动了。”我们却不知母亲那时已患
病，她是忍着病痛硬撑。母亲去世后我们
整理衣物，发现五六床棉被都拆洗干净套
好，单的棉的都洗得干干净净了，甚至连
平时做衣服剩的布条都洗净放好。母亲就
是这样，任劳任怨，不给别人添麻烦。

母亲这一辈子并未享什么福，但她很
知足，常说：不要和别人比，多和自己比，
现在的生活多好啊。我在单位当了领导，
母亲时常告诫：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不
要花；该吃的饭吃，不该吃的饭不要吃。言
语朴实，却饱含着母亲深深的爱。

我工作时有机会外出，多想带上母亲
一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却说：“你是公
事，我不能跟着，再说看啥，电视里都有。”
值得欣慰的是后来弟弟陪她老人家先后
去了深圳、韶山，游北京颐和园，登上了天
安门城楼，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还进了
中南海。老人高兴得不得了，回来后逢人
就讲，儿子带她出去旅游了。

母亲病倒了，看望她的人络绎不绝。
一天上午，前楼的一位女教师对母亲说：

“老嫂子，我为您写了首诗，念给您听听。”
母亲已无力起床，只能躺在床上。女教师
坐在床前，饱含深情地为母亲一字一句地
朗诵着，念着念着，声音哽咽了，我看到母
亲的眼角也淌下了泪珠……

母 亲
□耿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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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爱君新书刚出炉，就大老远地先给我
们几个哥们送来了。

我们毫不客气地让他签名留念，他也郑
重其事地大笔一挥，字写得很大，放得很开。
然后笑呵呵地说：多亏了咱这帮老弟兄
们……这句话，也是他的口头禅，浓浓的济
南味。
书带着墨香，清新的封面上写着《突然

懂了》。
说实话，我们都发自内心地替他高兴，

没想到他真的把写书这件需要毅力且容易
不讨好的事情给办成了。

说起来，我跟爱君得有十多年的交情
了。那时候，他是城区一所高中的语文教师，
兼着学校的办公室主任，负责宣传。学校不
大，用他的话形容——— 逼仄，而且基础薄弱。
那几年我正好跑教育，杜郎口的课改经验正
流行，当时他们学校也借鉴了，推出课堂改
革，也算是改变薄弱现状的奋力一搏。

因为报道学校的课改，一来二去，就跟
爱君熟悉了，而且他还跟我同事老董是同
学，关系自然又近了一层，成了很好的朋友。
有时候见面，他也会在谈笑间倾倒一下心中
的块垒。不过世事难料，当时学校的课改虽
轰动一时，但前两年学校并入了他校，爱君
的工作也有了变化。他在新书《风雨中的紫
藤》一文中，还感慨了一番学校的物是人非，
毕竟他有近二十年的青春奉献在了那里。

爱君脸庞黝黑，属于长得有点着急的那
种，从我认识他到现在，容貌也没有多少变
化。性格温和待人热情，喜欢交际，朋友也
多，经常一不小心就喝多了，见面时经常嘴
里带着酒气。他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我们几

个有时会说喝酒误事，不顾及面子地刺挠
他。他好像也不介意，总是呵呵一笑，说自己
要改正，不能老给人一个吊儿郎当的感觉，
当打哈哈就过去了。

爱君老家在济南南部山区，他在朋友圈
的昵称就叫南山农夫，好像整个南山都是他
的地盘，因为地儿熟，且这里朋友也多。我和
老董就跟着他去蟠龙山、淌豆寺、捎近村等
好几个地方游玩过，哪里他都能说道说道。

他最津津乐道的是捎近村村头的那
棵降龙木，据说是全国仅存的活株，当地
百姓拿着当宝贝。记得他带我们去看的时
候，春寒料峭，树还没发芽。爱君如数家珍
地给我们讲树的故事、传说，还说等树开
了花，要再带我们去，边玩边吃边逛，算是
留了念想。

其实我们知道他学中文的内秀，虽然表
面大大咧咧，但偶尔也会舞文弄墨，写一点
文字，甚至是诗句。有一次爬蟠龙山的时候，
我们就鼓动他：你对南山这么熟悉，文笔又
不错，完全可以写点东西，报纸上发发也很
好啊，也改变一下你给大家留下的爱喝酒爱
晃荡的不良印象……然后我们又不怀好意
地笑。

没想到爱君当真了。从那以后，就陆陆
续续在报端见到他的文字，反正带我们去过
的地方，他都写了个遍。文字平实，娓娓道
来，每篇我都是从头到尾地看完，感觉他对
南山的一草一木是真熟悉真有感情。

比如淌豆寺那棵千年银杏，爱君就对其
怀有特殊的感情。因为上高中时周末骑车回
家，“远远看到这棵矗立在山坳里的大树，就
知道离家不远了，仿佛看到了在家门口石凳

上坐等的母亲。”在他的意识里，这棵树是与
家关联着的。

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有一棵老槐树，那是
母亲的老槐树，也是母亲的“患难之交”，因
为在艰难的岁月里，他的母亲总会在槐花开
的时节，自己爬上树去，摘了槐花，想着法为
全家人做成吃的。

“如果正逢槐花盛开，我就背靠在他粗
大的树干上，满心里是母亲那如绽放了的槐
蕊般的笑。”老母亲不在了，槐花香里有爱君
深深的思念和乡情，看到我也为之心酸。

其实我更喜欢他笔下的人物：会做豆
腐、烤辣椒堪称一绝的父亲；脾气执拗爱
管事却极孝顺的大姑；看着人家鞭打公牛
抢下了鞭子、后来走失后又被送回村的哑
巴刘五十；擅长打兔子最终却因打兔子时
枪走火自伤的老金；还有那个眼睛会笑却
患病离世的女学生……个个性格鲜明，看
着看着，我就想：亲人之外的那些传奇故
事，他是怎么挖来的？他大大咧咧的性格
里，竟然还蕴藏着这么多且真且细且醇的
乡情、友情、师生情。

自称南山农夫的爱君，把业余的写作，
比做了自己的“二亩地”，记记心头所想，发
发思古幽情，谈点人生感悟，一蓑烟雨，浅行
垄上。他自评：不乏牢骚之语，多属情真之
声。其实我们俩相似：骨子里都是村里的农
民。

有朋友问他，书名叫“突然懂了”，是懂
了啥？

爱君笑而不语。年过不惑，人生很多事
都会渐渐看得明白。至于懂了啥，我想，他质
朴的字里行间，应该有答案。

南山农夫的二亩良田【开卷有益】
□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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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种时节，沂蒙山区的麦子成熟了。
风吹麦浪，尖利的麦芒壮观地起伏，发

出万道光芒。麦收时节终于到了，这是分田
到户后的麦收时节，这是自己劳作、自家收
成的时节，我们期待着。

在麦收时节到来之前，麦收准备工作
早就开始了。我们村南有一块空地，它存在
很多年了。它就在南山脚下，平日里，放些
柴草等杂物，有时上面会长出许多青
草，如狗尾巴草、草狗子、灰灰菜等。
麦熟之前，这些杂物统统清走。至于
蚂蚱、蛐蛐呀什么的不用管它们，等
碌碡上场，它们有腿的蹦走，有翅的
飞走。碌碡，名字透着冰冷与英武，其
所经之地，百草倒伏，土地变得平展。
经过碌碡的反复碾轧，村南那块空地
变得越来越平整，越来越光滑。这样
的麦场，欢迎着麦子的到来。

麦场整好，单等麦子上场了。
麦子上场，我们先请镰刀出场。

磨镰刀这样的活在我家一般是由父
亲来做，他细致有耐心，哈着腰，让镰
刀在磨刀石上擦来擦去，越磨越快，
有时有些火星会从镰刀与石之间迸
出。磨到一定程度，父亲会停下来，直
起腰，用手试一下刀刃。我一直好奇，
这锋利的刃，怎么不会把他的手割
破。父亲拭过，然后把镰刀放到一边，
说：“这把镰刀好了。”此时，我最感兴
趣的不是镰刀锋利与否，而是他的手
会不会割破。多年后，我想到，镰刀尽管够
锋利，不会割破父亲的手，也许是因为他手
上劳作的茧子够厚，够结实吧。

割麦子会让手上起茧子，干农活会让
手上起茧子，哪个农民手上不是满满的茧
子？可是，有再多的茧子也愿意，因为，地是
自己的承包地，麦子是自己的麦子，苦一点
累一点也心甘情愿呀。

天还不亮，父亲就和几个哥哥到麦子
地了。微光中的麦子地平整如镜，铺陈到地
尽头，微风吹过，麦浪涌动，麦穗、麦秆等相
互擦着，发出动人的声音。麦子如列队一
样，在畦中一行一行地立着。父亲和几个哥
哥每人站在地头，按顺序，负责四五行麦子
开割。割麦，需要哈下腰，左手把几十棵麦
子揽于自己的怀中，镰刀举起落下，身后的
麦子铺满土地。抓起两小把麦子，有麦芒的
一头儿交叉，左右拧一下，系成一个扣。这
时的麦秆是鲜的，所以两小把麦秆就接成
了长一点的“绳子”。放它于地上，抱过一些
麦子横放到“绳子”上，拿起“绳子”的两头系
在一起，这就是“麦个子”，提着“绳子”，“麦
个子”就站在了麦子地中，看呀，一棵棵麦
子被聚拢起来，现在站在一起，紧紧地拥
着，还真像结实的小伙子呢。

土地包产到户后，小麦长得似乎更壮

了，结的麦子更多了。
麦子割完，要运回麦场。
那些年，麦子运回麦场主要用挑的方

法。用绳子把若干个“麦个子”捆起来，扁担
伸进绳子中，一边一个，这样就是挑子了。
麦秆尚未干透，水分大，且麦穗沉甸甸，所
以这样的担子挑起走时，扁担会上下晃悠，
压得肩疼。我二哥个子不高，但力气大，每

次都要比别人多放几个“麦个子”，就见他
一哈腰拾起担子，迈开步子出了麦地，沿着
田中小道向着麦场走。

“你看，他腰多直呀！”
“是呀，挑了这么多麦子呀！”
众人都忍不住夸他。听到夸辞，他的腰

更直了，迈的步子更大了。他真是个让人喜
欢的小伙子。二哥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中期，个子长得矮，到了爱美的年龄，自然
对自己的身高不满意。母亲总是说：“你个
子矮是因为小时候吃得不好，咱们有自己
的地了，多种麦子，多吃馒头就会长高的。”

割麦，还有一个重要的活是拾麦穗。那
时我穿的鞋子还是三哥替换下来的，经常
很破烂，麦秆茬经常从鞋子的破洞中穿过
来，刺得脚疼。捡麦穗时，麦秆茬似乎埋伏
在那里，手刚伸过去捡麦子穗，就会扎人一
下，仿佛它们不愿意放弃麦穗一样。就算安
全地把麦穗捡起来，麦芒上面的毛刺也会
划手、扎肉，让人从身体到内心麻麻痒痒得
不舒服。可是，好不容易成熟的麦穗丢在地
里多可惜呀，因此无论多么难，自己的地里
长出的麦子是我们的，我还是拾麦穗，还是
去拾一个个的收获。

父亲说以前集体的时候，很多人割麦
时故意把一些麦穗弄丢在地里，拾麦穗的

人也拾得不干净，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会去
地里拾麦穗。粮食少，拾来的麦穗也许能打
一下牙祭。

麦子运到麦场上，接下来就是打麦子
了。

我记事儿的时候，老家麦场上有两种
打麦子的方法，一是用颗粒机打麦，另一个
方法是用碌碡。颗粒机是种张着嘴的机器，

麦穗连同麦秆一起放进机器中，里
面的轮子飞转，饱满的麦粒就从机
器另一头出来了。这种方法工作效
率高，但不如用碌碡打麦子有意
思。刚刚改革开放，沂蒙山区经济
不发达，买不起机器，还是用碌碡。
麦穗被割下来后撒在了场地里，大
体摆成一个碌碡宽的环形圆。碌碡
上有套，力气大的人套在肩膀上，
低下身子向前走，拉着碌碡轧麦
穗，一圈又一圈。轧过第一遍，麦穗
塌下去，但并不见上面的麦子下
来，所以，碌碡要一圈一圈地转悠。
拉碌碡的人拉不几圈，就会大汗淋
漓了。渐渐地，麦子从麦穗中挤压
出来。

从麦穗上脱下来的麦粒掺杂
在麦壳、麦秆中，因此，麦收时节还
有一个重要环节：扬场。这是个体
力活，也是技术活。首先得看有没
有风，风大不大。如果风太大，不
行，风太小，则麦壳吹不走，也不

行。其次要看扬的高度。木锨铲起一锨脱壳
的麦子，甩开膀子把麦子扬到空中，借助
风，把麦壳吹开。

人们把麦子扬好以后，堆在一起，散坐
在旁边，或者站在一旁，看着金灿灿的麦
子，体会收获的快乐。

现在，在沂蒙山区，麦子成了再普通不
过的粮食。种地的人少了，种麦子的少了，
原先的麦子地发展经济林木，甚至有些人
家宁愿地荒着，也不种了。而村南那片空
地，整理成了水泥地，划成了一个个停车
位，停满了私家车。

前些天回老家，听说正规划新农村建
设，要统一盖小区。村书记说老屋子拆掉，
会拆出很多成片的土地，会种上麦子，麦子
种选用非转基因的，进行无公害种植，保准
卖好价钱。麦秆不会用来当柴烧，要用麦秆
编制工艺品，下脚料做枕头芯。这样的枕头
有麦秆的清香，枕起来不软不硬非常舒服。

自然界有着自然界的轮回，勤劳的人
们顺应着自然的轮回，就这样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而麦地里，麦子在劳动者的心
中是一种象征，是图腾。

祝福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祝福土地上
长着的麦子，祝福在时间的轮回里，我们一
代人一代人延续着耕种、收获……

麦收时节

【大地风情】

□戴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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