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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昌

记 得 小 时 候 家 里 有 本
书，有篇文章令我记忆犹新，
题目忘掉了，只记得有张插
图画的是鲁迅母亲，鲁老太
端 坐 在 藤 椅 上 很 慈 祥 的 样
子，戴着一副老花镜在读书。
为什么会记得这张插图，不
是因为鲁迅的文章(那么小尚
不知鲁迅是何人 )，也不是因
为插图画得好，而是由这张
插图能够引发我想起自己的
祖母。几十年下来，一想到那
张插图，祖母就会从我的脑
海进入眼帘。同样，一想起祖
母，鲁老太就会蹿出来陪伴
着她。

很小的时候，就记得祖

母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房
间里常年挂着一张大大的蚊
帐，像一个舞台的幕幔占了
整个房间的一半。蚊帐很厚
实很考究，沉甸甸的，不分四
季地很少整体打开，即使白
天也只是撩开一个角，光线
很 无 奈 地 只 能 打 亮 床 的 一
角，大部分还是笼罩在黑暗
中。在黑暗里的一个角落有
一摞线装书堆砌在那里，大
概是读过太多次的缘故，那
些书都陈旧不堪，和蚊帐里
的暗淡保持和谐。一个茶盘
里放着几个必备的道具，一
个烟缸、一个茶杯、一部字典
(因为有好多简体字她不认
得)。每天一早她吃过饭后，这
一串道具就会出场，她两腿

交叉身体往前略欠，手里掐
着烟卷，有时我会给她点上
烟，她就开始全神贯注地读
起书来。就这样半天、一天、
一天天、一年年，一个形象印
记在我的脑海里永生难忘。

她以前读的什么书不知
道，在我不记事的时候应该
是 我 的 哥 哥 负 责 借 书 给 她
看，再后来这个任务就临到
我头上，当时什么大环境都
记不清了，反正是还可以借
到《三国演义》《西游记》《牛
虻》《青春之歌》《上海的早
晨》《灭亡》《幸福的港湾》等。
有的书是我先读完后再给祖
母读，有时祖母先读我再读；
有时等我上学了她再读；有
时她会跟我争着读；有时我
会和祖母一同读……我会躺
在床上读，再看看祖母，她那
个动作几乎没有动过，唯一
打破过这种静谧的标志是一
缕烟草味从她的房间里飘出
来，淡淡的香味也会弥漫在
我的房间上空。

总之，祖母的床前不能没
有书，因为她没有别的嗜好
了，除了吃饭抽烟，读书能够
持续她一整天的时间，经常到
了饭点，我给她送饭过去，她
让我把饭放在一旁而继续读
她的书，我想大概那是读到最
精彩的时刻了。当然也有间断
的时候，那是因为我没借到
书，她会叫着我的乳名跟我要
书看。我指着那堆线装书说那
不是书吗？她会说更喜欢读现
代的书，然后很无奈地读起线
装书来。

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再
也借不到书了。家里该烧的烧

了，该上缴的上缴了，祖母身
边的线装书自然也逃不过一
劫，家里剩下的书只有毛选四
卷。奇怪的现象出现了，祖母
把那厚厚的四卷拿到床边，读
了多长时间不记得，反正我记
得很久很久以后对我说过的
一句话：人家说的真有道理，
无怪人家能得天下。

我相信即使那个年代的
领导干部都不见得能够完完
整整地读完这四卷，但我的祖
母，一个旧时代的女人硬是把
那厚厚的圣经般的著作啃了
下来。当然她的目的不是为了
提高自己的觉悟，不是为了活
学活用，而单单只是为了读
书，为了消磨那些个空乏无味
而又野蛮愚昧的时光。

再过了多久不记得了，
能读的书就多了起来，书店
开始发行西方各路大师的经
典之作。我记得一早就去书
店排队购买，购买的第一套
名著是《基督山伯爵》，再后
来还有《红与黑》《茶花女》

《巴黎圣母院》等等，我们一
代人终于迎来了读书的大好
时光，但和我一起读书的祖
母却不在了。每当我捧着买
来的书回到家里都会在祖母
的房间前涌上一阵哀伤，房
间里空荡荡的，我的心里空
荡荡的，再也没有一个人跟
我要书读了，再也没有一个
人在蚊帐里跟我分享读书的
快乐，一起为书中的人物和
情节的命运或喘息或担忧或
喜悦或开怀。

今天如果她还活着，她会
有多高兴啊，有那么多的书可
读……

刘烟生

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施改
革开放后，自由市场经营副食
品品种日趋增多，人们生活水
平逐步提高，一些家庭的粮本
上的计划供粮也有节余，不再
为填不饱肚皮而担忧了。有些
家庭主妇就到粮店把粮证上
剩余的粮食兑换成粮票，于是
以粮票换鸡蛋的生意就应运
而生。

近郊的农民进城摆个小
摊，卖点农副产品什么的，手
头的小钱也活泛点了。早晨从
家启程也就不带干粮，嫌麻
烦，中午手中的货出手售完，
找个小饭店吃碗面条、喝碗馄
饨，也不算稀奇事了。那时城
乡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在小饭
店要收粮票，没有粮票则按议
价要收款，价格能高许多。再
则，农家的孩子考上中学到市
区读书，回家路途远，交通还
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天天带午
饭很麻烦。特别是冷天带饭，
中午还需到食堂熥热。有的家
长心疼孩子，就想给孩子钱让
孩子在学校食堂吃。

可是，买饭票必须交粮
票。这让家长颇为犯难：城市
居民吃商品粮，有粮证，只要
粮证有余粮，拿着户口本和粮
证就可以兑换相应的粮票。可
是农民是农业户口，他们从生
产队分的是现成口粮，没有单
位给发粮证，自然就兑换不着
粮票。不知是哪一位聪明的

“农民伯伯”想出一个两全其

美的好办法：用自己家养鸡下
的新鲜鸡蛋换居民节余粮票，
既方便了自己，又实惠了市
民。

常见一脸沧桑的农家妇
女，胳膊拐着一只藤篓，沿街
吆喝：卖鸡蛋嘞……盛鸡蛋
的藤篓底层铺垫一层厚厚的
麦糠用以减震，防止鸡蛋磕
碰而碎。麦糠上面码着流光
水 滑 的 红 皮 鸡 蛋 或 白 皮 鸡
蛋，上面再蒙上一条白毛巾
盖住。其实吆喝“卖鸡蛋”只
是幌子，换鸡蛋是真的。因为
那年头对粮票是实行管制，
用 鸡 蛋 换 粮 票 属 于 违 法 行
为，彼此都不敢声张，以免落
个违反政策之嫌。交换过程
中，双方可以讨价还价，街面
上交易标准大多是一把 ( 1 0

个 )鸡蛋换1 0斤粮票，最有价
值的当属紧俏的全国通用粮
票，10斤能换12个鸡蛋。

乡下人总是夸自己家的
鸡整天在地里跑，吃的是蚂
蚱、豆虫等活虫，蛋黄香，个头
大，营养丰富，用现在的话说
是绿色食品。我常常劝母亲用
家里节余的粮票换鸡蛋吃，母
亲总一脸严肃地说：“都快娶
妻生子的人了，咋不知道珍贵
粮食，忘了‘生产救灾’时，我
领你们兄弟姊妹上山撸槐树
叶子做‘墩沫’(用槐树叶掺进
少量玉米面，上锅蒸熟作为主
食)吃了！”

后来，粮票兑换的范围逐
步扩大，不仅可换鸡蛋，还可
换生活日用品。常常有周边农

村的手艺人用自行车带着制
作的镜子、木梳，锻打的剪子、
菜刀、锅铲、炒勺等，进城兑换
粮票，生意十分红火。但直到
1993年4月取消粮票和粮证，市
场全面放开的时候，母亲已攒
了500余斤粮票，她也没舍得换
1个鸡蛋吃，或换一件物品用。

记得母亲一边数着粮票，一边
问我：真的以后不用它了？

我知道，母亲担心她的儿
女挨饿。作为中国人告别饥
饿，这实在是天大的事。母亲
那一代人是确实饿怕了，饥饿
是她老人家一生难以抹掉的
记忆……

邹芸霞

又到了柳树发芽的时节，我心
里不禁涌动起一丝丝怀念，怀念儿
时的宝贝玩具——— 柳条哨。

柳条哨，顾名思义，就是用柳
条制作的哨子，相信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出生的农村娃对其制作和使
用都不陌生。在那个年代，玩具大
多是自己制作的，也不知道是谁发
明的柳条哨的制作方法。从我记事
起，我就是制作柳条哨的高手，因
为我的柳条哨吹起来总是最响的，
柳条哨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
乐趣。

小时候，我们村的池塘周围有
十几棵一米多高的柳树，每年的春
天，小伙伴们都盼望着柳树发芽，
好吹柳条哨。待到冰雪融化后，随
着气温的逐渐上升，地面上沉睡了
一个冬天的小草，慢慢地、偷偷地
发出了嫩绿的叶片，小柳树长出了
毛茸茸的“毛毛狗”，接着就一点一
点开始长出新的柳叶，在小柳叶还
没有完全长开的时候，就是制作柳
条哨最好的时机。我们爬到树上折
下几根柳条，掐头去尾后留住中间
一段。左手用手握紧柳条，右手慢
慢转动，把柳条的皮整个褪下来。
然后把里面的小树枝抽出去，再把
褪下的皮用刀切成大约五厘米长
一段一段的，在每一段的一端用小
刀把最外面的一层皮刮去半厘米
左右，柳条哨就做成了。放进嘴里
吹之前，念一段咒语“青儿青儿来
家吃豆芽儿，不吃我砸死你”，然后
用力一吹，柳条哨就发出响声了。
虽然比不上学校里体育老师的哨
子嘹亮，但是那时的我们，吹着柳
条哨已经很满足了，别提有多开心
了。

小伙伴们鼓起腮帮子拼命地
吹，比谁的柳条哨最响，在弥漫着
清新气息的大街上，我们吹着柳条
哨到处跑，跑累了就坐在地上豪迈
地大声背诵“碧玉妆成一树高，万
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哨声、笑声、叫
喊声连成一片，整个小村庄顿时成
了欢乐的海洋。

儿时
柳条哨

读读书书的的祖祖母母

当年粮票换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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