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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玉米
在夏季，地里的玉米还正在拔节，市场上，嫩玉米

已经陆续上市了，到初秋，那些被绿衣裹着的玉米，粒
粒饱满，颗颗晶莹，那香甜的气息，在剥开皮的瞬间，
已扑鼻而来。价钱也很便宜，买一兜回家，或蒸或煮，
香甜的味道中顿时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在生产队时，地里的嫩玉米是不能随便掰的，要
等到剥皮脱粒后过秤再分。因此，那时吃不到嫩玉米。
那时候，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几口人，却只有母亲一
个劳动力，到年底，只能分到生产队很少的粮食，还要
往生产队交欠款，那个时候，好多劳动力多的人家，都
盼着我父亲过年回来，等着父亲交钱后分红。

我们家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母亲节衣缩食，才
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到我3岁生日时，才照了第
一张照片，是一家人的合影，那时候，正是玉米生长的
初秋，父亲特意从外地赶回来，带领一家人到县城照
相。我不知道照相是什么意思，我的背心上缀满了补
丁，直到母亲带我到集市上买了一件新背心，然后到
照相馆换下来，开始照相，我仿佛明白了一点照相的
意思。

母亲心眼实在，干活不惜力气，那时的母亲体重
只有90斤，却在农田里干着男劳动力的活。还要照顾
我们吃饭，农闲时节还要做棉衣、纳鞋底。

家里顿顿粗粮，不见荤腥，有一次母亲在田地干
活，饿得实在难受了，就偷偷地掰了一只嫩玉米吃，又
怕被队长发现，她吃得很快，感觉非常甜。以至于多年
后，母亲还常常会提起她偷吃嫩玉米那件事，每一次
我听了都会流泪。

农田承包到户以后，母亲的干劲儿更足了，她借
来舅舅家的牲口，给牲口煮玉米粒、煮黑豆、泡小米，
我曾经偷吃过那黑豆，味道特别好，家里的餐桌上都
没有。第一年分到责任田后，人们拿地当宝贝，为了养
墒情，舅舅竟然将芝麻沤掉，然后施到田里。

那一年的玉米获得了丰收，母亲舍不得掰下一个
嫩玉米，她说，这一个玉米能熬一锅粥，够一家人喝一
顿的。

玉米成熟后，玉米穗掰下来，会有不少个头小的，
粒还很嫩，这样的玉米我们煮着吃或在灶膛里烧着
吃，感觉特别美味。

后来，家里做生意，退掉了责任田，母亲难过了好
长时间，每到秋天，看着即将成熟的庄稼，母亲就非常
羡慕，她每天早晨到附近的地边小路上走走，那条小
路通向姥姥家的责任田。

现在的我，每天固定的路线上班下班，除了车流
就是楼房，为了看一眼庄稼，我只能在空闲的周末开
车到城外，向着老家的方向，去看一看路旁的玉米、谷
子。感受着庄稼的气息，那熟悉的味道，让我的心里很
踏实。 文/刘兰根

年岁渐长，身体就
有些慵懒起来，每当此
时，内心深处总有些不
甘衰退的壮志在涌动。
这涌动，在每每忆起当
年在卓资县忽力进图
大队读书时，就更为强
烈。

上初中时，学校离
家很远，每天走在石头
疙瘩的土坡路上，心里
总有些委屈，但为了求
学，再难的路我也得
走。我踏着这条路，风
雨兼程，走过了3年求
学生活，现在回想起
来，我有点佩服当年十
几岁的我，我更要感谢
在我身后默默付出的
母亲。

一提起母亲，一股
酸涩就涌上心头。在求
学路上，母亲说我小，她
总是在我上学离家的时
候，把家里最好的吃食
早早打进我的行囊，把
千言万语装在我的心
上。常常是一路的相送
相伴，一路的嘱咐叮咛，
一双小脚挪动着送出我
老远。冬天，母亲对我更
加呵护，似乎要用尽她
一身的体温来温暖儿子
的行程。直到我再三劝
止，母亲才会停下来。可
当我走出老远，再回头
时，母亲仍然站在那里
望着我，寒风掠起她花
白的鬓发，黄土卷过她
苍老的面颊。每及此时，

我幼小的心灵深处就会
涌起一股无穷的力量和
无畏的雄壮。

当时的伙食是自己
带粮，学校负责做饭。当
时人们还穷，我们带的
粮食几乎都是玉米面，
所以每顿饭不是棒子面
窝窝，就是玉米面拿糕，
鲜菜是很少见的。学生
们在每个星期日回家，
用玻璃瓶装上咸菜，带
到学校吃，带一次吃一
个星期。

当时用电很紧张，
加上学校有规定的作息
时间，所以晚上到了时
间，教室的灯就关了。可
我们还总嫌学习时间不
够，于是就省吃俭用买

来蜡烛点着继续学习。
冬天教室冷，火炉又早
已熄灭，我们就躺在被
窝里学习。为了省蜡烛，
我们常常几个人围坐在
一起，共用一根蜡烛，这
样大家买来的蜡烛能用
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想来，那时候
学习的劲头真是足。抚
今追昔，总会对今天美
好生活中滋生的惰性产
生自嘲和自责，纵然岁
月沧桑，人生易老，但心
志岂能衰退。思绪至此，
又不由得在心灵深处激
起无比豪迈的上进情
怀。那个时候不论苦乐，
不管荣辱．都是一段充
实的人生。 文/柳 林

草上飞
内蒙古金戈铁马、烽火边城的往事夯进草原的金界

壕，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你

念念不忘的往事呢？推开记忆的大门，时光的船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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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满载羊草的牛车
从外边驶进院子里来，正
在院子里玩耍的3岁男孩
突然被卷入牛车轮子底
下。“孩子！”母亲惊呼一声
跑过去。男孩翻身站了起
来，毫发未损。原来，车轮
是从男孩肚皮上压过去
的，且拉草的车轻，有惊无
险。

这是母亲常给我们讲
的惊险一幕，故事主人翁
那个3岁男孩就是我二哥。

我们弟兄4个，我是老
三，上边有两个哥哥。二哥
长我3岁，我俩上学时间相
差3年。小时候，在一起玩
耍，在一起干活，甚至打
架。我还“恶人先告状”，让
他吃过母亲的“棍棒之
苦”。记得有一次，我俩去
村外自留地里掰新鲜的玉
米棒子，装了满满一小口
袋往回背，路上不知谁先
出的主意，两个人轮流背，
一人背100步，另一个人数
数，1、2、3……一直走到99
步，然后另一人接着背，周
而复始，一直走到家里，这
些都是我们童年抹不去的
记忆。

二哥一直是我的榜
样，也许是家境贫寒，我们
从小就有个信念，通过好
好读书来改变我们的命
运。1965年，二哥考入内蒙
古大学，我考上内蒙古蒙
专，双双来到呼和浩特读
书。那个年代，一个贫困家
庭供两个孩子读书何其
难。二哥特别爱学习，成绩

很优秀，甚至是嗜书如命。
我后来听到的一个故事说
明了这一点。1969年，母亲
领我去科左后旗旗所在地
甘旗卡我大舅家。大舅给
母亲讲了一件事情。1962
年，二哥考入甘旗卡高中，
那时候大舅在旗公安中队
工作。因为大舅孩子多，舅
妈又没有工作，生活很拮
据。二哥很懂事，一般不去
大舅家，特别是吃饭的时
候。二哥高二的时候，有一
个星期天破例去了大舅
家，他走路打晃，脸色很不
好，一问才得知他两天没
有吃饭。原来是前几天书
店来了一部 《江格尔》，
售价1元多，二哥爱不释
手，用仅有的1元多钱，
买了这本书，这可是他好
几天的伙食费呀！接下来
二哥只能饿肚子了。就这
样挺了两天，第三天实在
挺不住了，万般无奈下去
了大舅家。大舅自豪地
说：“就凭这个，我就看
出我这外甥会有出息，果
不其然，他考上了内蒙古
大学！”

二哥是个很直率的
人，说话直来直去，甚至不
计后果。我在《内蒙古日
报》当记者的时候，有一次
邂逅二哥一个大学同班同
学。我对他很客气，可他却
说：“你哥很傲！”看来，他
俩有点故事。后来，我就和
二哥提起这个事儿，二哥
说那还是1965年刚上大学
那年。一次，班里讨论订阅

报刊的时候，二哥提出应
该订一份《人民日报》。那
位同学说，“不订，看不
懂。”哥哥随即说了一句：

“当了大学生竟然看不懂
《人民日报》，那回家算
啦！”这句话伤了人家自
尊心，多年以后一直耿耿
于怀。类似故事还有，前
几年，二哥来呼和浩特参
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期
间，几个同学在一起吃
饭。饭桌上，二哥的学兄
兼战友全福老师又讲了
一个故事：在新疆当兵
的时候，有一天晚饭后，
年轻战士们打篮球，场
外有很多人观战。这时
候，有个一起当兵的同
学走过来，告诉大家晚
上俱乐部演电影。有人问
什么电影？那人回答：《沙
家浜（bing）》。二哥又是当
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亏
你 还 是 个 大 学 毕 业 生
呢！那个字念（bang），不
念兵（bing）！”说得人家下
不了台，直接跑到全福
（他当时是队长）那儿告了
一状。事后，我说，“二哥
你这样做不好。”二哥不
但不接受，反而说我学会
耍滑头了。话不投机，我可
爱的二哥呀！他就是这么
个人，秉性难改。

1978年，恢复了研究
生制度，二哥考入内蒙古
师范大学学习了3年。完成
学业，二哥又回到新疆部
队，还没等转业，新疆师范
大学三番五次地派人聘请

他到该校任教。就这样，用
二哥的话说“3个没想到”
却成了现实：“一没想到当
兵却当了兵；二没想到去
新疆工作却去了新疆；三
没想到当老师却当了老
师”。而且在教师岗位上一
干就是30多年，直到65周
岁所带的最后一批研究生
毕业之后才退休，桃李满
天下。他除了教书育人，编
写教材，还出版过个人文
学评论集、诗歌集以及译
著等。除担任新疆师范大
学蒙古文系主任之外，他
还兼任过新疆作协副主
席、新疆诗词学会副会长
等。

2009年10月，二哥的
大女儿结婚，我与四弟巴
拉吉，二嫂子弟弟额尔敦
朝鲁结伴前去贺喜。婚礼
很隆重，二哥的同事、朋
友、学生以及社会名流应
邀来参加，甚至有的不请
自到。在州、县工作的学
生甚至杀了羊，扛上整只
羊送到乌鲁木齐二哥家
里来。有些没接到邀请的
学生事后得到消息，纷纷
来电话表示“抗议”。二哥
在新疆工作生活了近50
年，自称是“半个新疆
人”，熟悉他的人都说他

“为新疆卫拉特文化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以
新闻记者的身份给他总
结了一条：“金杯银杯不
如群众的口碑，有这条就
够了。”他点头表示赞同。

文/岱 钦

难忘忽力进图读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