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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燕子
爷爷下葬那天，老家金盆村

发生一件怪事。八个彪形大汉抬

着漆黑棺木，踩着震天锣鼓声

乐，杀气腾腾地穿过长满禾穗的

田野时，被成百上千只燕子围

追。不受震扰的燕子护送爷爷至

下葬的仙人井山半腰，才悲鸣离

散。老泪纵横的奶奶喃喃自语：

亲亲的燕子啊，一路飞好咧……

奶奶成长的岁月里，离不开

爷爷和燕子。爷爷出生在金盆

村。奶奶出生的地方与金盆村隔

着座大山，叫仙人井山。奶奶六

岁时，家乡闹饥荒，奶奶的父亲

拖着家人翻过仙人井山，走过一

片田野，行至金盆村，骨瘦如柴

的奶奶饿得几近昏迷。爷爷的父

亲刚好带着八岁的爷爷下田干

活。奶奶的父亲哭求爷爷的父亲

收留奶奶。爷爷的父亲问爷爷：

喜欢这个小妹崽不？爷爷指着飞

翔的燕子说“她比燕子还轻”，背

起奶奶往家走。从此，奶奶成为

金盆村唯一的童养媳，成了与爷

爷一起长大的媳妇。爷爷有时嘲

讽奶奶瘦得轻过燕子，奶奶回

骂：你才是燕子……你全屋人都

是燕子！爷爷笑：好好好，我们都

是燕子，好不啦？

奶奶年幼时，裹脚之风尚

存。爷爷的母亲命令小媳妇也裹

脚。奶奶心里怕痛，嘴上不敢言

说。爷爷护着奶奶，说大脚女人

买瓜记
一直都是瓜外汉，对于挑瓜

这手艺，我始终菜鸟。那翻腾起

的一车瓜，每个瞅上去都水灵，

可是一提回家，破了，瓜瓤和脸

一样白，早灰了心。

一逢天热，运筹帷幄，我忙

着上网补瓜课，下网来实战。先

瞅瓜纹，横竖想起邻居小二冬天

爱戴的织帽，也是这彩儿。继而

单手托瓜，只差了一个马步，另

手拍去，倒有点化骨绵掌的样

子，仔细顿挫托瓜的手有无神助

般感应。最后端详瓜的脐处，是

凹与凸，考古发现似的，确认过

眼神，我遇上对的瓜。左拍拍，右

拍拍，像拍脑门似的，经常还是

无奈寂寞的背影。

于是，在屡次白瓤之后。我

坚定地走群众路线，深入摊前地

头，相信群众。隔日，有场雨。我

开车回家，拐弯处，有大姐喊：

“大兄弟呀，挑个瓜吧。”刚看了

昨天的晚报，说是瓜农田间地头

辛苦，号召大家多吃瓜，多买瓜。

我一捏手刹，“大姐，来个3xL特

大号的”。瓜姐很高兴，随手给我

翻个顶大的，提着都手沉的。喜

滋滋地回家了，招呼大伙都来吃

瓜。洗净了，提刀过去，空气中划

过很脆的声音，熟透了！满场惊

喜，赞叹声中，优越感顿生。瓜应

声两半。全场人都白了脸。“赶紧

去找她！”我收拾了白瓤瓜，下楼

火速绕过两条街，那个瓜姐兴许

是游击队员出身的，早没了影。

换招。欲买瓜，先瞅人。孙子

说过“兵者，诡道也！”落定车子，

在瓜摊前先转悠几圈。卖瓜者忙

着吆喝，喊大哥卖瓜！喊大叔都

不成。咱要先打量一番，这卖瓜

者脸生厚道相还是奸商味。待望

得卦相后，开始蹲下，吆喝着：

“来个大号的！”于是提着回家，

此计施展开来，起初效果还真不

错，经常受到亲们五星点评，经

常三餐过后还有个追评点赞。此

时眉飞色舞，常有成大事后成就

感。嘴里常谦虚，“瓜好，还是大

家捧场！”脸色也就顺便红润一

回，像那瓜瓤，水灵灵还甜丝丝

的。

但是不久，亲们的中评越来

越多，以至出现几个差评。感叹

遇人不淑，世风低下，自叹昏眼。

于是只有变招。还是站在瓜摊

前，琢磨着瓜主，一吆喝，带有几

分恐吓的样子，手力量着往上一

指，“记得哟，我家可是住在这楼

上，看见没，就那十二楼的，不还

你价了，不熟的话，立马来找你！

买一赔一！”其实，哪对哪，南辕

北辙，我家根本就不一方向，只

不过找个理由先。瓜主很配合，

买的瓜全五星的。

最近又失了手，无籽瓜，挺

沉的，价也不菲。见我犹豫，瓜主

拍的胸脯和锅底似的，铛铛响震

耳！不熟就来找我！我当场给砸

了！立场比我还坚定，一听有点

打动我，恨不得都要伸出大手，

紧紧握在一起，咱都是兄弟啊！

回家立马就打开了，一瞅，那个

熟啊！熟得都有点过分了，再仔

细闻闻，熟得都没瓜味了，百分

百熟成异类了！

如今好了，瓜开始生得秀气

了。浑圆长相大小都像克隆出来

的，一个个都被复制粘贴到车厢

里。瓜摊前摆了桌，切了半，一眼

就瞅到红彤彤的瓜瓤，那个水

润。小哥哥小姐姐嘴又甜，情不

自禁路过都掏出手机哔叽一声，

提了回家。也不像以前那些大号

的瓜，提着刀几何成一块块，吃

完腮帮都是汁。现在开始端坐，

桌前摆放半个西瓜，左手握手机

环抱状，右手持勺，一小勺一小

勺，优雅地送到嘴里，非常西餐

的样子，不喧哗。

通常，轮到我轻捏勺梗，气

定神闲一份小资食瓜样时。按照

居家榜单顺序，已然到了红里透

白最升华的阶段。 文/杨 钧

老杏树
我与杏树的亲密接触是打

我有了记忆就开始了，那个时候

我家住在党校大院，大院里栽有

好多的杏树和毛桃树。春天花开

的时候引来不少蜜蜂和南方飞

来的候鸟。我们的心情也如同花

开一样爽朗极了，这一时期也是

我们最快乐的时候。那个时候没

有爱鸟护鸟意识，更没有保护生

态环境一词。我们院里的小伙伴

结伴上树采摘花枝，拿回家插在

瓶子里欣赏。每人手里一把弹弓

子，用来打鸟。

那个时候尽管杏树和桃树

很多，可在记忆中从来就没有收

获过它的果实。杏儿刚刚结出绿

圪蛋果实的时候，早就被院里的

小伙伴们扫荡完了。现在想一

想，追其原因还是一个:穷。偶然

在一苗树上发现一颗杏儿，就好

像发现新大陆了，那个心情别提

有多激动了，杏儿摘下舍不得

吃，要在家里藏起来好几天才依

依不舍地兄弟姊妹几个人分一

颗杏儿吃。你看吧！那几天短不

了天天还是去那颗杏树底下碰

碰运气，当然，几乎都是从渴望、

希望、失望，到绝望。

那个时候有时也去附近的

农村里有偷摘杏儿的邪恶想法，

可是往往是亲亲们把四眼狗拴

在杏树下，狗一吼叫，亲亲们拿

着锄头镰刀一出来，怕的我们一

奔子就跑了。

现在的新品种杏树和我以

前见到的不大一样，一颗颗长得

不大，身体也太苗条，没有沧桑

感，但是杏果很大。不过我还是

喜欢那种带有沧桑年轮的老杏

树，概念当中只有长得圪溜把歪

的杏树，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杏

树。

我们这次去准格尔参加杏

花节，出发的时候就有了去沟沟

壑壑，峁峁梁梁，脑畔圪旦和正

对圪旦寻找原生态老杏树的打

算。从沙圪堵出来，一路向南奔

去，沿途看到好多生长在沟里坡

上和农家房前屋后的老杏树。据

当地的亲亲们说：“这些树龄都

有几十年了。”一个70多岁的老

人指着已经垮塌了的自家老房

子跟前的一颗杏树说：“乃颗杏

树比我年龄还大，我爷爷手上栽

的，你说它有多大兰？”杏树一般

寿命为40年到100年，有“长寿

树”之称。

准格尔一带的杏树漫山遍

野，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这里的

亲亲们很聪明地适应了这种地

域和气象环境，找到最适合的在

本地区生长的树种，因此，种杏

树、海红树和其他水果就成了一

种传统。亲亲种杏树、海红树已

经不再是一种简单地解决吃喝

和刨闹光景的补贴了，而是一种

改善生态环境的自然本能。

我们从薛家湾去包子塔的

路上，一路采风照相，走走停停。

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亲亲主动拦

住我们说：“你们要是照相去我

家脑畔圪旦上照哇，满满的一山

坡杏树。”我们随后由他带路走

进了他家的杏树林。他和我们

说：“就这点儿杏树，去年给他带

来了1万元的收入。”他同时告诉

我们：“如果要是杏皮也能收购，

收入就更多了。”他说的杏皮其

实就是杏肉。他说的1万元的收

入只是卖杏核的收入。他还告诉

我们：“反正是荒坡地，庄禾也种

不成。种点儿杏树不怎么务义，

也能捡擦几个钱了。”这位亲亲

和我们的对话，实质上在我看来

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地耕作本

身。他已经把他的杏树和旅游紧

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现代

准格尔亲亲的经营意识。

我喜欢准格尔不仅仅是因

为它有我喜欢的黄毛杏儿、海红

果、红腌菜和酸饭，其实我更喜

欢的还是这一方水土养育下的

准格尔人的憨厚、实在、劝饭和

泼辣。当你去准格尔的时候，你

会发现大部分男人长得一个个

厚嘴唇，而女女们却是白里透红

的和杏花一样的袭人。

大美准格尔，无论什么时候

我依然记得你！因为，你是我故

事里的故事！ 文/杜洪涛

我喜欢。爷爷的母亲威胁：大脚

女人可是要下田干活的！爷爷

说，“下田就下田呗”，拉着奶奶

去到田里。却不让奶奶干重活，

只叫她数天上的燕子。那时的稻

田没有化肥污染，奶奶就在稻田

里抓青蛙，准备做给爷爷吃。爷

爷阻止奶奶：天上飞的燕子地上

跳的青蛙是农民的好朋友，它们

抓害虫，我们吃它们，不是害自

己吗？被爷爷放掉的青蛙咕噜咕

噜逃走了。奶奶眨巴着眼睛，觉

得爷爷特别伟大。

在爷爷的呵护照顾下，比燕

子还瘦弱的奶奶长成丰腴的大

姑娘。爷爷也学会了木匠手艺。

农民的世界，农活是主业，手艺

是副业。每年秋收后，爷爷挑着

沉甸甸的木匠担子，与依依不舍

的燕子们一道离开家乡，游走外

乡做艺挣钱。来年春暖花开，又

与迁徙归来的燕子们一起踏进

家门。每年的燕子去来，成了奶

奶的不舍与期盼。一看见燕子飞

翔的身影，奶奶必定飞奔去村口

守望爷爷。

恩恩爱爱的爷爷奶奶如同

天地般和谐，生了两男两女：伯

父、大姑、二姑、我父亲。在奶奶辅

助下，辛勤的爷爷建起三进砖瓦

房。左右两进住人，中间一进做厅

堂。不久，一对燕子入屋盘旋。爷

爷说，猪来穷狗来富燕子来有福，

记得早开门晚关门啊！燕子在厅

堂中墙衔泥筑巢，生蛋孵卵，增添

四个小生命。奶奶看见小燕子伸

长黄嘴喳喳抢食，想起自己的四

个孩子，心疼又幸福。有只小燕子

出巢坠地摔死，奶奶伤心好久。爷

爷安慰完奶奶，架梯在燕窝下面

装订木板，既防小燕子坠地，又接

从天而降的鸟屎。燕子夫妇也感

知它们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喂

食完毕，就站在木板边缘梳理羽

毛俯看厅堂。那情景，人与燕子

和谐融洽。

秋天来临，燕窝空巢，爷爷

也要去外乡做手艺。奶奶伤感地

问：燕子明年还回来吗?爷爷反问：

我明年还回来吗?奶奶抱着爷爷

哭：你一定要回来！爷爷扑哧笑：有

亲亲的燕子在屋里等，我能不回

来吗？悲哀的是，来年春，爷爷却在

乘船抵达家乡时落水身亡。爷爷

没有兑现回家的诺言。

奶奶的世界只剩下燕子，觉

得居住厅堂的燕子就是爷爷化

身。奶奶在厅堂摆了张床，想爷爷

厉害时就在厅堂睡觉。燕子入窝

一般不叫。奶奶觉得那是燕子在

听她说话。等到夜深人静，奶奶仰

望燕窝将满腹心事细细诉说。寒

来暑往，斗转星移，厅堂的燕子换

了一窝又一窝。奶奶努力撑持家

里家外，也将四个孩子拉扯成人。

伯父去了参军，转业到省外。大

姑、二姑嫁去县城。父亲大学毕

业，安家在省城。孤独住在老家的

奶奶，对秋去春回的燕子又多了

精神寄托：四个子女也是心头的

燕子。奶奶盼啊盼，可惜子女各有

家庭，忙工作，忙生计，成了飞翔

◎◎生活拼盘

◎◎昨日重现

◎◎往事情怀

在天上、不知何时返的燕子。孙子

孙女陆续长大后，四个子女开始

无法每年返乡，就动员奶奶去城

里住。那时节，老家金盆村有了开

发迹象。那年秋，奶奶来到省城我

家。在高楼大厦里生活到来年开

春，奶奶突然失魂落魄，说老家厅

堂没人开门，燕子回来怎么办？奶

奶不顾父母劝阻，执意要回老家。

我只好相送。

奶奶回到老家，马上打开厅

堂迎接燕子。可惜村里难觅燕子

踪影。奶奶心有疑虑地走向田

野，稻田已经流转备种经济作

物，拖拉机正在滚滚作业。边上

的土地听说也已规划，挖土机正

在铲平土地。仙人井山脚也在轰

轰烈烈，那里不知何时开了采石

场。奶奶觉得换了世界，颤巍巍

地对我说，孙崽啊，你们带我看

过的观音山森林公园多好，你去

告诉村干部，别把这里弄得乌七

八糟，乡亲们想要山清水秀咧！

本来我也留恋老家金盆村前依

良田、背靠青山，清幽秀丽的自

然景象多好，可惜我已成为城里

人。失望的奶奶步履蹒跚地回到

家里，终于见到一对燕子在屋前

盘旋。老眼昏花的奶奶向天招

手：亲亲的燕子啊……飞回来

咧！这当口，一辆装满碎石的卡

车从屋前呼啸而过。尘土卷扬

后，燕子无影踪。

老态龙钟的奶奶进去厅堂，

仰头看着毫无声息的燕窝，老泪

纵横。 文/张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