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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匆匆逝去，快速旋转的年轮下，是我们对于2014年的挥手告别。不知不觉间，时间流逝，很多记忆沉淀。消失的卖场、朴
实的老农民、陪伴度过儿时的小山丘，都成了我们时不时捡起的零星记忆。

我的老农民老师

一思

有时，我问自己：“一思，假若
现在把你推向社会，你将靠什么
生存？又将凭什么养家？”

思来想去，最终我锁定在当
年村中一位农民教授的“缚笤帚”
手艺上。那年冬天，高考严重挫败
的我，痛苦的伤口已经结痂，正开
始苦苦思考未来的出路，这时，村
中笤帚缚得最好的立兴爷爷慢慢
地走进了我的视野。

听爷爷说，每每到了冬日，立
兴爷爷哪都不去，就一个人呆在
家里，拾掇出一间小屋，点上炉
火，一边取暖、喝水，一边专心致
志地缚笤帚。由于他缚的笤帚结
实耐用，而且美观有型，一把一把
地都能在地面上站住，因而，每逢
集日，尽管他的笤帚价格贵些，但
他却总能早早卖空回家，所以，一
个冬天下来，他定会赚个盆满钵
满，令人羡慕得不得了。

于是，我去了立兴爷爷那间
暖融融的小屋，一边认真细致地
观察学习他缚笤帚的每一个动
作，每一个细节，一边喝着立兴爷
爷为自己准备的茶水同他聊天，
有时还会询问个别技术问题。起
初，立兴爷爷觉得我只不过一时
好玩，根本不可能学习这个，可时
间一长，他发现我真的想学这门
技术，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
思，‘缚笤帚’是没出息的老头和
没文化的‘呆瓜’干的活，你最好
不要弄这个。”“立兴爷爷，您千万
不要这样说，在我的眼里和心里，
这也是一门混饭吃的本事，比我
肚子里的那些数理化公式有用得
多，要不，人们怎么会说‘高中毕
业生 ,干啥啥不中’呢?”立兴爷爷
被我的话逗笑了，同时，他让我从
他的眼里分明地看到了赞许和肯
定。

从那以后，每每我去了那间
暖意融融的小屋，伴随着一声“来
了，我正好也该歇歇了。”的温暖
话语，立兴爷爷就停下手中的活，
一边喝茶，一边耐心地给我讲解

“缚笤帚”的要领，遇到他无法用
语言表达或是我听不明白之处，
他还会就地取材，手把手地对我
进行传授。

一个月过去了，如何用温水
浸泡干缩的笤帚苗，让它醒返到
什么程度；怎样刮去苗上残存的
谷物外壳，怎样选苗分类，砸苗到
什么程度；以及在做好了这些工
作之后，怎样缚好笤帚的第一束
苗到第四束苗，进而如何将四小

“束”苗摆成笤帚的模样捆牢扎
实，接着再如何进行缚“把”等等
技术，我也都一一地了解和掌握
了。

可就在我回到自己的家里试
着“单飞”的时候，问题出来了：我
缚的笤帚扫着扫着，“头”就掉了。
再次拿着自己的“作品”回去请
教，立兴爷爷看看我，又看看那些
垂头丧气的笤帚，和蔼地说：“一
思，你忘了在‘把’里边塞紧绑牢
一根木棍作‘钢筋’了。”

……
那个冬天，我用立兴爷爷教

授的技术，将家中的那些笤帚苗
缚成了一百多把有型有样的笤
帚，一下子为家里卖了300多元
钱，让爷爷着实高兴了好大一阵
子。后来，正如立兴爷爷所说，我
真的不能老干这活，我得走出去。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日子，当
大街上再次出现了三三两两的佩
戴国徽肩章和领花的带兵人时，
我应征入伍，成了共和国卫队里
一名士兵。从此，我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我人生旅程中唯一的一位
农民老师。

一晃25年过去了，如今，我已
转业回家，在一家事业单位过着
朝九晚五的幸福生活，而立兴爷
爷却已经变成了村中77岁高龄的
老农民了，但他教我的“缚笤帚”
技术却记忆犹新，并时常为我提
供许多生活的底气和力量。

消消失失的的麦麦场场
彭瑷

空旷的场院里稀稀落落地
伫立着一个又一个上尖下圆的
金黄麦秸垛，流泻的月光为垛
后羞涩的少男少女披上诗意的
衣裳；又像一座座坚固的山丘，
是童年的我们无虑嬉闹时最安
全的躲藏。

热辣辣的夏风像神奇的魔
术师，一夜之间就把黄绿色的
麦田变成一波波随风荡漾的金
黄麦浪。太阳炙烤着大地，像一
个巨大的火球。人们却还要连
连称赞：“多好的天气，丰收年
啊。”肩膀上搭着已经洗得发硬
发黑的白色毛巾，老乡们挥舞
着锃亮的镰刀，那一片片的金
黄就那样齐刷刷地倒下去。刺
眼的阳光下，人们黝黑的皮肤
成为另一种晶莹，在汗水与欢

乐的辉映下熠熠闪光。
老乡们把割好的小麦用草

绳一捆捆束扎好。用毛驴板车
拉到场院。再用三杈挑开麦束，
置于烈日下平整的场院晒干。
再将晒干的小麦呈圆形均匀抖
散。此时毛驴再次闪亮登场，被
蒙住眼睛套好石磨的毛驴被站
立在铺好的小麦中央的人们拽
紧缰绳，一圈一圈地转啊压
啊，可以听见石磨与干燥的麦
秸挤压后发出的“啪啪”声。石
磨沉重的挤压让成熟的麦粒
脱壳而出。用三杈将已经完全
脱粒的麦秸一层又一层地叠起
来，堆积成垛。将斩获的麦粒用
木锨和木制钉耙拢在一起，小
麦的晒场、压场环节就完美谢
幕了。

我最喜欢的是接下来扬场
的环节。所谓扬场就是把麦粒

中混杂的尘土、麦壳等其它杂
质借助风力清除干净。有经验
的老乡会先铲起一锨确定风
向。然后顺着风向一锨锨向空
中抛去，壮观的一幕便出现了：
只见尘土及那些轻飘的杂质乖
乖地随风而去，干净的麦粒应
声落地，一层层铺就开来，堆积
成长长的麦粒堤坝。扬场结束
后，老乡们的头发眉毛上满是
尘土，他们却并不急着擦拭那
深深皱纹沟壑里汗与尘土凝结
的泥垢，只是站在阳光下凝望
着麦丘尽情憨笑着。

在儿时的记忆里，麦场是
视觉听觉的锣鼓喧天。人们亲
如一家，在喧嚣与劳碌中快乐
地相聚。或者是5分钱一根的冰
棍儿，或者是一拳砸烂的令人
心醉的红瓤西瓜，抑或是午饭
时分手巧的妇人送来的配以清

凉黄瓜醇香麻酱的爽口凉面，
还有那用井水拔得冰凉冰凉的
绿豆汤……人们无不在欢笑中
分享，沉甸的收获让他们忘掉
了疲惫，原始的劳作模式推倒
了横亘于人们之间的墙垣，淳
朴的情谊无尽升腾……

伴随着科技发展时代的进
步，那些麦场已在不知不觉中
消失了。麦秋时分除了收割机
噪杂的轰鸣声，那挥舞着镰刀
竞技般收割的热闹场面、那喧
闹的满是欢笑的麦场场景、那
怒放的笑颜和苦中作乐的戏谑
声，都定格在童年美好的记忆
中，不复存在了。

我漫步在星空下的夏日街
头，柏油路边是正晒麦收工
的麦农，他们在劳作的间歇，
表情木然地划动着崭新的触
屏手机。

家家乡乡的的靶靶台台山山
侯丙文

我又想起了家乡的靶台
山，想起了山上藏着的“宝物”
和儿时欢快的时光，那一些，满
满地印刻在了脑海里。

突来一座山

打我记事起，那座小山就
亭亭地立在村后不远的土地
上。山前是绿油油的麦田，山后
是供我们放牛儿的草地，山的
东面是一条小河，这样有山有
水的好去处，便构成了我们儿
时欢快的乐园。

听奶奶讲，这座小山不是
天然形成的，是后来人工堆叠
起来的。当时有一股部队驻扎
在这里，为了给他们练习打靶，
便在部队院墙后面500米处造
起了这座小山，再后来好多军
训的都会来这座小山打靶，于
是我们村子里的人们就把这座
山叫成“靶台子”。

一开始，周围的人们都不知
道这里要堆一座山，只知道那里

有好多人在不停地挖土、推土，热
火朝天的场景甚是壮观。那个年
代没有大的作业机器，大部分只
能靠人工来完成。有的抡着锄头，
有的端着铁锨，有的推着土车，一
色的绿军装笼罩了那片土地，远
远看去，像是高高的芦苇，在微风
中晃动。就这样你一下我一下，慢
慢地堆高了这座小山。

当时在我们看来，靶台山
是很高很高的，很多时候我们
站在山顶，在艳阳照耀下，挥手
向远方望去，周围的一切是那
么那么渺小。看山脚下那此起
彼伏的麦浪，会有一种欣喜若
狂的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在
我们脚底下。

山上藏着的宝物

其实，我们最热衷的不是山
的高大和威武，而是山上藏着的

“宝物”——— 弹壳和子弹头。
每每听到有打靶枪声在耳

边环绕，我们便会放下手中的
农活儿，迅速游过那条小河，跑
到山的周围等着打靶结束。一

收兵，我们就会快马加鞭地跑
到部队打靶的地方，一哄而上
把弹壳抢光，然后再一溜儿烟
跑到山上去挖子弹头，那场面
真叫激烈啊，都害怕晚一步啥
都抢不到。挖着挖着就会出现
好多，有手枪上的、步枪上的，
还有机关枪上的，但最多的还
是步枪上的，机关枪上的少之
又少。我们习惯把弹壳称为“铜
炮”。远远望去，就会看到山中
间位置一个洞挨着一个洞，那
都是挖子弹头的成果。我那时
比较瘦小，跑得也慢，刚开始他
们还会带着我一块跑，可后来
就慢慢不带我了，因为我老是
拖他们的后腿，不光是我们一
个村子的在那里等着抢，周围
村子的小伙伴都会来。偶尔也
会抢到那么一两个，但大部分
我都抢不到，他们看我可怜，也
会分给我几个，拿到手里我也
会高兴得蹦起来。

其实最让我感到自豪的一
次是我挖到一枚机关枪上的子
弹头。那弹头已经长了一层厚
厚的锈，但明显能看出是机关

枪上用的，比步枪的弹头要大
三到四倍。当时我高兴地大喊
了起来。“快来看啊，我挖到机
关枪铜炮了，快来啊。”被我这
么一吆喝，周围的小伙伴都拥
了上来。“行啊，你小子，也能挖
到这么大的弹头。真是机关枪
上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呢。”大
家伙纷纷议论了起来。确实机
关枪的弹头很少能挖到，因为
那几年都不怎么用机关枪练
靶，有些危险，所以大部分以手
枪和步枪为主。当时我高兴了
大半天，放在裤兜里摸了又摸，
就害怕掉了，像是得到天大的
宝物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手里
没有iPhone，没有iPad，有的只
是锈住的弹壳和尖尖的子弹
头，但我们却高兴得手舞足蹈。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很少再
去靶台山上挖弹头，部队打靶也
开始变得越来越少，再后来，部队
搬走，儿时的伙伴也四处奔波。

偶尔回家走过麦田，我也
会去望一下靶台山，儿时欢快
的模样被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时
光里。

编者按

雪映关王桥。 曹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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