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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虑中，他给花儿寄去了归队后的第十封信，
告诉她立功受奖的种种情形，告诉她未来光明前
途的种种迹象。……

但是，在不久后花儿的回信中，却并不为此所
动，她的意思是极明白的，她看中的不是钱财，不
是他的一官半职，而是这个人……总之，一句话，
盼他早一天回归故里。

鸿雁传书，时光似水。
转眼，已是翌年的阳历三月了。
在戈壁上，春天还泡在寒冷中，呼啸的西北风

还不肯从这里褪去，一早一晚的战士们不得不披
着皮大衣御寒。

尽管这样，按照季节，也该是备耕的时候了。
侯生他们照例是要做些生产的计划，往菜地运些

粪肥或选选种子什么的一应工作了。但今年的老
兵退役定在四月里，有人说这是特种兵的特殊退
法，有人亦说全军要开始大裁军了。不管咋说，战
士们的情绪已经在波动，有的老兵已经在做着复
员的准备，在选择新的前程。

等待播种，等待送战友的日子，侯生总觉得有
一种失落的感觉缠他，眼瞅着戈壁上的太阳不紧
不慢爬上爬下，高高地悬在空中懒洋洋的，没有一
丝暖意，他就觉得压抑烦闷。

偏偏这个时候，爹爹的一封来信动摇了他在
部队上再干下去的念头。

那信是请人代写的，很潦草，他读着便有些沉
不住气了。

“生儿，有些事本不想告诉你的，可俺憋得慌，

打你娘去世你又走后，家里虽有花儿帮着，可俺总
过的没滋没味，出出进进都冷冷清清，顾了地里，
顾不得家中，鸡鸭鹅兔们已死去一大半了，而且咱
那庄稼也不景气，头年交过公粮，也就只够口粮
了。俺就憋着一口气，非把下年的麦子种出个样
子不可，俺生来头回这么勤快，把咱家能打落的粪
肥全部弄进地里，还花钱弄了袋美国的好化肥撒
进去。

谁想，娄支书一个令，就调地了，咱被调到东
南角的又洼又薄的地块去了。你说往后咱咋个种
法咋能过好日子呢？

生儿，你干满三年了，为国家也尽了责，你就
快点回来吧，还有花儿那孩子等你等的好苦
啊！……”

捧读过了，他的心一下子飞回到爹爹身边去
了。他急急忙忙赶到老处长那里，左磨右磨，好说
歹说，总算勉勉强强十分遗憾的被批准退伍了。

要离开部队了，侯生还真的恋恋不舍的，摘
那两枚红领章时，他哭了，哭得很痛。

他将自己选好的哈密瓜的籽儿，留一些夹进
行李中，备了将来去种，那些都交给了新班长，一
遍又一遍地讲给他早熟栽培的技术……

临走那天，他早早起得床来，去那块耕耘过三
年的菜地里走了一圈儿，他知道这一走，便再也见
不到这块土地了……

别了，绿色的军营；别了，朝夕相处的战友。
鸣响的汽笛淹没了那潮水般的告别声……

四月的鲁北平原，伸开了热情的双臂，将一切
的生机，一切的绿色都拥进怀抱，同时也在迎接着
远道而来的故乡游子。

近了，一步两步……侯生又踏上了家乡的土
地。

摇摆的柳枝，柔柔的，抚慰在脸上。
那第一枝柳笛不是从这里吹起的吗？那时，

这树还只有他的小胳膊粗细，花儿还扎着根竖直
的小爪髻儿。

怎么？一转眼，这树就这样粗大，就变的空了
哩！要是人同树永远固定在童年该有多好啊。

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带了他向原野深处走
去。

哦！他又望到了那片紫红色的茅草地。
早先，这片茅草生长的地方，曾是一大户人家

的坟地，如今已平了。童年的记忆里，这里满是黑
黝黝的坟堆同深不见底的洞穴。

那年夏天中午时刻，他同花儿携了筐篮来此
割草，忽然看到一只白色的兔子在坟顶上作揖，一
双小爪合抱着，像是在祷告什么，一副虔诚的样
子。

他看了觉得很好玩，而花儿却尖叫一声昏厥
过去，许多日子后还迷迷瞪瞪心惊肉跳的，再也不
敢午时外出割草了。

此后，侯生常刮着她的小鼻子笑话她，“羞羞，
连小兔子都怕，你没胆哩。”说的花儿脸上红红的。

小路的尽头，攀援上去，就是那道黄花摇曳，
青草铺缀的寺河的堤了。

堤上，杨柳依依，蔬蔬密密的枝条，将阳光迎
合了，又婆娑着揉碎，在地面上投下变幻不定的五
彩缤纷的影子。

沿了河堤走下去，各样景观使他有些陶醉，故
乡的春色，故乡的河，满目的清新，他突然有了一
种强烈的想作诗的冲动……跨过河上的那座石
桥，他又望到那株古槐苍苍茫茫阔阔大大的，宛如
一把撑开的巨大的雨伞，为路人造出大片的荫凉，
又如一位耄耋老翁默默地眺望着后人们来来去去
……累了，倦了，他刚想于古槐下稍憩片刻，突然，
一副油光满面、胖胖敦敦、得意洋洋的熟悉的影子
映入眼帘，啊！娄支书，怎么遇到的头一个故乡
人，还是他哩？

“娄叔，娄支书，出来转转？”他迎上去，打招
呼。

“退……退回……回来了。”娄支书不冷不热
地答着，目中露出一种难以捉摸的神色。那种骄
矜同轻藐的口气，好像在说，咋样，没出息吧，早知
你得退回来的。

他还想同支书说点什么，但他照直的背了手，
走过去了。

侯生望着那远去的背影，不解地摇摇头，离开
古槐，向着河东走去。穿过一块块麦田，越过一条
条干了的或正在淌水的水道，在离河很远的东南
一角上，他终于望到了爹爹的身影，他加快了步子
向那里奔去。

老人家正吃力地弯了腰，一下下摁着手压井
的摇把，压出的细细的水流，小孩子撒尿般的一点
点落入田中。不知压了多久，才刚刚湿进地头；田
里的麦苗儿稀稀疏疏、花花搭搭的，麦苗的茎儿很
细，稍上已显出些干黄，这是缺水缺肥的征兆。而
周围地里的麦苗儿，油绿油绿的，吃足了肥，喝饱
了水，长的水灵灵，那粗壮的棵上已经鼓了苞儿，
用不多久就会抽穗扬花了。

看了这景象，他心里酸酸的，不禁为爹爹为麦
苗儿难过起来。

“爹！”侯生百感交集，急忙扔下行李，跑到老
人跟前。

“生儿，”老侯头惊喜地，望着自天而降的儿
子，猝然停下手中的劳动，眼一花，差点儿倒下，侯
生赶紧过去扶住。

“你可回来了。”爹爹说着，一行老泪从那土灰
色的脸颊上滚下。

不过半年功夫，侯生看到，爹爹苍老了许多，
昔日那挺直的身板现在已有些佝偻，喘气声也不
那么匀称，眼目中多了些浑浊的东西。

（待续5）

蜜瓜之歌（小说）

◎◎张加增

连连 载载

瞑着眼买树，
睁着眼买屋。
回过头关门，
抬起头看路。

瞑（míng），闭眼。瞑着眼，即闭着眼。“瞑着眼买树”“睁着眼买
屋”，是农家人千百年来的经验总结。说的是，买树一般是输不了眼
色的。看着行，把树刨倒后会觉着更行。这是因为，树刨倒后比刨
倒前看上去要大。站在树下看，不大的枝干，刨倒后看着也粗也
长。有句俗语是：“树倒主家恼。”树刨倒后，主家后悔：卖贱了！买
屋就不同了，买屋要仔细地看，一不留心就会输眼色。这是因为，

梁、檩条，架到屋上要比在地上看上去好；因为漏雨，藏在墙里的梁
头，还有檩条贴着苇箔的那一面都有可能腐朽；看着挺好的檩条，贴
着苇箔的那一面可能有疤痕；墙上看着挺好的砖，一扒就能碎了，不
能再用。“瞑着眼买树”“睁着眼买屋”，这话到现在仍然适用。前者
就不必说了，只说“睁着眼买屋”。现在买楼房更是要仔细看的。看
房子的位置，看房子的采光通风，看房子卧室、客厅厨卫的布局设
计，等等，稍有疏忽，后悔莫及。

从前，家家户户大门上的部件是门鼻子、门釕铞儿、门插关儿什
么的，外出，必须回过头来才能给门上锁，把门关好。现在住楼房
了，单元门上安的是锁，人们出门，向后搭手，将门一推，头也不回地
就下楼去了。殊不知，这样关门门不一定关上。即便听到咔的一声
响，门也不一定关上。锁闩没入扣，门在屋内空气的推力下又弹了
回去。所以，要“回过头关门”，确认门已关好。外出要这样，进家也
要这样。进家随手将门一带，门也不一定能关上，晚上睡觉了，大门
还开着呢！“抬起头看路”的必要与好处，无须多说，就说开车吧，低
着头那是很危险的。 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一、拖拉机

拖拉机，两只眼，
白天耕得深，
晚上耕得浅。

二、大干部

大干部，小干部，
一人一条尼龙裤，
前面是“日本”，
后面是“尿素”。

三、新年到

新年到，新年到，
闺女要花，小子要炮，
新媳妇要块红头巾，
老爷爷要顶新毡帽。

四、叮叮当

叮叮当，叮叮当，
打铁的来了拉风箱，
通红的铁块用锤砸，
火星子一迸明晃晃，
犁铧子一晌打六个，
马掌子半晌打一箱，
小锤点，打锤夯，
噗嗤一个火星子，
烧了大姐的花衣裳。

五、小板凳

小板凳，四条腿，
我给奶奶嗑瓜子，
奶奶嫌我脏，
我给奶奶擀面汤，
面汤下得稠，
我给奶奶搁香油，
香油搁的多，
端给奶奶喝。

六、电风扇

电风扇，转一转，
吹得奶奶笑开颜，
再也不用大蒲扇。

七、小小子坐门墩

小小子，坐门墩，
哭着喊着要媳妇，
要媳妇干啥？
点灯，说话，
吹灯，作伴，
早晨起来给俺扎个小辫。

八、小小子上庙台

小小子，上庙台，
摔个跟头拾个钱，

又打油，又买盐，
又娶媳妇又过年，
灶王爷爷请家来，
手底下没剩几个钱。

九、小咩咩

小咩咩，俩角角，
你抵我，我抵它，
抵得头上个大疙瘩，
疼得只咩嘎。

十、俺村长

俺村长，挺能装，
背头梳得油光光。
你要问他去干啥？
赶集不说赶集说上乡。
作者单位：曲堤街道姜集小学

每逢春末夏初，小满时节，我总喜欢仰头看天
空。透过老槐树新绿的枝叶，湛蓝的天空总是跟梦
中的蓝天相似，每回仰望，总能勾起我心底深深地眷
恋，恍惚之间，好像又回到了故园。

我的故园夏津是位于鲁西北的一个县城，我的
家在县城之北一片黄沙地上。那片黄沙地有个名字
叫沙河，爷爷说，很久之前黄河曾经在这里流过，后
来改道留下了这条小河沟。那时的我当然是不信
的，因为我知道古诗词里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既然
是天上之水，那一定是汹涌澎湃且滔滔不绝的，如何
会留下这干旱的黄沙地？

然而我并不讨厌
沙地，因为这是我和
小伙伴们的乐园。这
一片方圆百里的孩子
都是在细沙土地里长
大的。小婴儿睡觉的
时候都会睡在土布袋
里，细沙土用最细密
的箩筛过，再用铁锅
炒，炒至滚烫再晾至
合适的温度，装进红
色的棉布袋里摊开一
层，让小婴儿睡在里
面 ，这 边 是 土 布 袋
了。婴儿睡在土布袋
里不怕尿床，且温度
可控，冬暖夏凉，还
能预防湿疹，是最环
保的尿垫。等到孩
子蹒跚学步的时候
也会被丢在沙地上，
任凭他们摔倒了再
爬起来，一步两边的
挪着，大人们总是不
管。孩子们就这样
在沙土里摸爬滚打
着 ，一 天 天 的 长 大
了。

记忆中我和弟弟
妹妹们总喜欢在细沙
地里玩耍，一脚踩下
去是一个深深的沙
窝，细沙扬得满天飞，
落进头发里脖子里，
拍一拍，抖一抖，就干净了。玩的累了就躺在沙地上
看着天空的云朵慢慢的游走，变化出各种有趣的形
状。忽然之间，会有一只鸟从天空轻盈地飞过，并留
下一串好听的叫声：咕咕咕咕！母亲说，这是报信
鸟，只要听到它的叫声，就知道葚子熟了。它的鸣叫
也贴合着这个节奏：咕咕咕咕！葚子熟了！

母亲说的葚子就是桑葚果，是我小时候很喜欢
吃的一种果子。因为它没有籽儿没有核儿，也没有
果皮，只需用沁凉的深井水洗过，就可以大把大把的
捂进嘴里吃个痛快。那种甘甜到无以复加的滋味，
浸润了我思乡的所有回忆。

后来离家求学，视野变得开阔了。我知道了那
种鸟儿不叫报信鸟，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四声
杜鹃”。我也知道了爷爷说的话是真的，黄河也的确
曾经在这里流过。我最爱吃的桑葚，正是最有力的

佐证。
据史料考证，两千多年前东周时期黄河曾经在

这里流过，改道后留下这片沙河地，这片土地承载着
两千多年的古老文明。诗经有云：维桑与梓，必恭敬
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那棵上千年的古桑树见证
了几多兴衰史？几多离合情？遥想春秋时期赵齐晋
会盟，不知道是怎样的盛举？在那个“维桑与梓”的
时代，那些公侯们会盟于此之时，是否也曾经在这里
种下一棵桑树的幼苗？

又到了小满时节，茂盛的桑树上缀满了小巧玲
珑的果实，黑紫、艳紫、淡紫、还有白中透紫、晶莹如

玉的便是美味的桑葚
了。微风吹过，枝叶
飒飒作响，累累果实
像是一个个可爱的精
灵对我扮鬼脸。我笑
着伸手摘下一颗放进
嘴里，甘甜的果浆抚
慰着我的味蕾，仿佛
时光穿梭，一下回到
了少年时。

桑林深处有阵阵
说笑声传来，那是乡
亲们收获的喜悦。我
站在桑树下抬头仰
望，看着那蜿蜒遒劲
的枝干，好像看到了
历史镌刻的沉重痕
迹，那碧绿如玉的叶
子迎着阳光闪烁着无
穷无尽的生命力，风
过处，枝叶摇摆出美
妙的旋律，像是儿时
奶奶哄我入睡时的歌
谣。

忽然间我觉得很
是惭愧。惭愧于我的
无知，我的渺小，我的
冷清淡漠。少年时一
切的努力都是为了从
这里走出去，去更广
阔的舞台去实现自己
伟大的梦想。然而每
当我到一个新的地
方，当我面对那些风

景名胜，当我置身于那些文人墨客曾经赞美过的山
川江月之中，惊叹之余我常常又觉得失落——再美
的风景又如何？毕竟是他乡山水，终究不属于我。

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圆，不管你转多大的圈儿，
兜兜转转一辈子，总是会回到起点。天地悠悠，众生
皆为过客，声名利益更如烟雨浮尘一吹就散。终有
一天你会明白，真正属于自己的，是故园乡土留在生
命里的烙印。

故园的水，即使咸涩也是甘甜。
故园的土，即使贫瘠也深深眷恋。
母亲的饭，即使粗糙也是人间美味。
至于那黄沙地上的脚窝和桑树林里的笑声，都

是印在我记忆里血红的印章。历久弥新，永不退色。
作者系知名网络作家，市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会

员，现居济阳。

童 谣 十 首
整理：闫传宝

门路
◎田邦利

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入冬以后，农事渐少，余闲时光增
多，古人称这段时间为“冬闲”。让我们走进历史，看看古人冬闲时
都怎么度过？

据资料记载，古人的冬闲其实并不是闲着不去做事，在没有农
事的冬日里，女性会学做女功，男性则习射练武，孩子们就选择冬
学。

西汉班昭《女诫》曰：“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
容，四曰妇功。”“妇功”即女功，指女性要掌握做针钱活儿的本事。
唐宋尚宫《女论语·学作章》亦称：“凡为女子，须学女工。”做针线活
儿称“妇功”、“女功”，还有“女工”、“女事”、“女红”等多种叫法，皆是
指针线、纺织、刺绣、缝纫等女性做的手工活儿。女功是持家过日子
所必须的，如果针线活做不好，将来会影响家人生活，还会被邻居看
不起，因此《女论语》中还说：“针线粗率，为人所攻。嫁为人妇，耻辱
门风。”会做针线活儿是古代女性的一门必备手艺，也是做女人的基
本功，到了冬闲时节，不再忙于农事，正是学做女功的最佳时光，古
时女孩子可以坐下来，跟着母亲、姐姐们一起做针线活儿。

冬闲时古代女性
习女功，男性则“习射
练武”。 古代凡学生必
须掌握六种基本才能，
即“礼”、“乐”、“射”、

“御”、“书”、“数”，其中
“射”通称“射礼”，是一种射箭技术，包括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
仪等五种射法。《礼记·射义》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
乐也。”在中国古代，“射”是一种男人应掌握的技能，系一种“武
德”。先秦时，各诸侯国对民间善射者都会给予奖励。《墨子·尚贤》
中记载：“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
就是说，要使国家善于射御之人增多，就必须让善射的人富裕，使他
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在这种政策背景下，民间更热衷于利
用冬闲时间习射。到了西汉，由于“兵农合一”，朝廷更加鼓励民间
冬闲时习射，以“教民以应敌”。唐朝开考“武举”科，武功好也能中
举当官，更刺激了民间的冬闲习射热。《旧唐书·职官制二》曰：“居常
则皆习射。”两宋时期，民间则出现了“弓箭社”、“忠义巡社”等结社
组织，其特点是农忙时忙农事，冬闲时便于“庄井附近便处”、“教习
武艺”。明清时兴盛的武术，就是在宋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明
朝起，习武便成为冬闲一景，还出现了一批指导习武的专业书籍，如

明程宗猷便著有《耕余剩技》。
冬闲时，古代孩子们则要上“冬学”。《新元史》载：“农隙使子弟

入学。”“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
不著面看人。”南宋陆游《秋日郊居》诗，也提到孩子冬学之事。但冬
学与正规的学校教育不同，它是利用冬闲时间组织起来的短期学习

班，目的是启蒙教化。在古代，能进入正规学校读书者少之又少，短
期的冬学解决了古代孩子们渴望上学的受教育问题。如元朝的社
学，还会刻孔子画像，令学员祀之，然后进行学习，这种“社学”就是
孩子的冬学。由于教师多系粗识文字之人，元朝廷要求州县学官处
对各地教师进行培训，规范其文字读音和知识，以“音义归一，不致
讹舛，庶免传习差误”。

经过元末长期战争，各地社学早已停办，明朝朱元璋始命复设
社学，但仍有不少地方的社学未能恢复，明英宗时，社学教育被纳入
提学官的管理职责内。但古人是否选择参加冬学，也要看自愿，并
不强求。成化元年，朝廷曾“令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其贫乏不愿
者勿强”。

冬又至，到历史的河流里搜寻古人的冬闲文化，赏阅一下冬闲
的有关历史和知识，顿觉我国几千年的博远和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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