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晓红

杨树有杨花，柳树有柳絮，榆树有榆
钱儿。但是唯有榆钱儿能吃。只待一场
春雨过后，榆钱儿便从绛紫色的胞萼里
崩裂出来，“哗”地一下爆满枝头了。

这时节，榆钱儿鲜嫩，正是采摘的
最佳时候。

采榆钱儿是细致活儿，有很多讲
究的：粗手大脚不行，小心谨慎也不
妥——长在榆树枝头的榆钱儿娇嫩细
小，像南方人采茶那样用指甲一芽一芽
地掐，那样猴年马月才能摘满竹筐；但
也不能像北方人摘桃子那样大把抓，那
样会把正嫩的榆钱儿捏碎，也会伤着柔
软的枝条。采榆钱儿正确方法是

“捋”。田畔矮小的榆树，人只需站到田
埂或石头上，一只手牵着榆树柔软的枝
头，一只手张开巴掌，握住榆钱儿肥厚
的地方，轻轻朝外捋，等到梢头，一把鲜
嫩的榆钱儿就握在手上了，几把就装满
竹筐。如果是长在水渠岸边的大树，就
要费些力气了，树冠高高地悬在天上，
人仰视才能看见。这就需要拖下鞋子，
挽起袖子，扎起裤腿，爬上树去。但站
在树杈上捋榆钱儿，很少女孩子能做
到，那只能是淘小子的事。

大人不让女孩子爬树捋榆钱儿，
不完全是女孩恐高，怕跌下来摔坏，主
要原因还是不雅观，不成体统。上树
爬墙是男孩儿的专利。村里的淘小子
为爬树摘榆钱儿，跌下树，或被枯枝刮
伤是常有的事：从树上掉下来，也不会
有什么大的伤害，土地化冻，树下又有
一层初萌的春草，柔软的就像铺了一
层地毯。只是吓一跳，爬起来，瘸着腿

走两圈就好了；刮破脸，就地摘片榆树
叶儿贴在伤口上；刮破褂子，把衣襟卷
起来掖在腰上，也能遮掩大人的眼
睛。如果不小心刮破了裤裆，那可就
惨了。春天假日的傍晚，时常有男孩
一手拎着一筐榆钱儿，另一只手捂着
屁股，夹着腿，像憋蛋的鸡，又像戏剧
里的小旦一样倒着碎步，满脸窘态地
从在街上踢毽子的女生前走过去，不
用问，那肯定是上树捋榆钱儿时刮破
了裤裆。

刮破衣服，在当时是件大事。回
家通常是躲不了会挨骂，弄不好还会
笤帚疙瘩尥蹶子，招致一顿胖揍。但
是看着地上搁着肥嘟嘟、鲜嫩可爱的
榆钱儿，当妈的气就消大半。心里被
吃的念头左右着，开始盘算怎样把榆
钱儿做成美味的晚餐。

榆钱儿吃法很多：榆钱儿粥，榆钱
儿稀饭，榆钱儿菜团子，榆钱儿馅包，
榆钱儿布洛，榆钱儿盒子，榆钱儿菜
饼……最好吃的，要数榆钱儿汤了。
榆钱儿汤既保留了榆钱儿的原色，又
保留了榆钱儿原有的清香。做法也很
简单，少许油，爆香葱花，再加几粒花
椒，添适当水。水开后加匙盐，倒入洗
好的榆钱儿，煮几分钟。还没打开锅
盖，一股诱人馋涎的榆钱儿的清香便
飘荡出来，溢满整个村街。

真想回到童年，回到乡下，痛痛快
快喝一碗榆钱儿汤，吃一顿榆钱儿菜
团子……

榆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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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元

烧灶火

终于会烧灶火了！我主动向娘提出
请求，让娘只管锅上的活计，让我管烧火
就是了，娘看我能一边拉风匣，一边歪头
照看灶火塘，往里添柴火，便答应了我的
请求。但烧着烧着，眼见锅要开（老师
说，那叫“沸腾”），柴火没了，锅不开啥都
熟不了，我大声嚷着要娘再去抱柴火。
可娘哪听我的，忙完锅上后，赶忙要我离
开，自己烧起来。娘用烧火棍扒拉扒拉
灶火塘，火又着起来，然后娘一边右手拉
风匣一边左手清理灶火坑。嗨，娘硬是
从柴火底盘里，又划拉出柴火末来，虽说
只是一小把一小把的，但最后仍将锅烧
开了，盖顶上的热气圆了。我红着脸站
在旁边，等吃饭。

柴火金贵着呢。大人们一说起过日
子，少不了提到“柴米油盐”，而柴火占第
一位。我家柴火够用，不像吃粮，但柴火
能少烧尽量少烧，炕太热了，人咋睡觉！

不管咋说，我会烧灶火啦，不再手脚
不相随，拉风匣时添不了柴火，添柴火时
拉不了风匣，脑袋也会歪了，而不再像以
前，两手不能并用，得两手都拉风匣，根
本腾不出一只手来添柴火，甭说还得时
时歪着脑袋了。

不过，我得承认，点灶火我还是不
行。不是我点不着，取一小把暄柴，划着
取灯（火柴），点呗，是我每次点时，都得
点好几次，用去两三根三四根取灯。不
是划得不对，取灯没划着，就是性子急，
还没把暄柴摆弄好，已经忙三迭四划着
取灯，柴火也点着了，但着的是孤零零的
一根，马上灭了；再不划得也对，“哧”，着
了，火也点好，那就续柴火烧吧，可烧着
烧着，因为柴火选得不好，要么是湿的，
要么太硬不容易烧着，火又灭了！总得
三番五次五次三番，才能把柴火点着。
这样点灶火，大人没看见也便罢了，看见
了心疼取灯，一盒二分钱哪。“大人上一
天工，累得臭死臭活，才挣两毛钱。过日
子，啥不指望着这两毛钱，光是买取灯
吗？败家子！”娘一顿唠叨。爹一般倒不
唠叨，但那看似不经意的一瞥啊……不
怨大人骂我们，“属耗子的，撂爪就忘！”
上山坡玩儿时，回回还是不忘带上取灯，
好“烧”蚂蚱啊。大人说了，“蚂蚱也是
肉。”可真地烧来吃吃，“呸、呸！”白白糟
践那么多取灯。

还是不行。每回烧灶火，根本不顾
得用多少柴火，只管多多地抱，结果，烧
得忘乎所以，锅里开半天了，热气早已冒
圆，满屋子热气腾腾，还在那“呱嗒、呱
嗒”地拉，直到开水窜出来，浇到自己头
上时，我才觉察出来。

糟践点糟践点吧，浪费点浪费点
吧。夏天放暑假时，我习练着做起饭
来。做饭有啥难的，不就是捞小米饭
嘛。抱柴火、刷锅、添水，烧呗，水翻小花
时，淘米，然后把小米倒进锅里，再烧，直
到“咕嘟、咕嘟”，锅开了，再把盆端来、刷
好，上面坐上浅子，用水葫芦往外捞呗。
捞干净后，仍将小米倒回锅里“砌”，用稀
溜的小火烧，不能急火，那样小米饭会

“串烟”的。虽说有一回，我把黄米错当
成小米，结果，小米干饭没捞成，黄米粥
也熬夹生了，那是大人忘告诉我了，别看
颜色都是黄澄澄的，但黄米粒比小米粒
大多了。

饭做中了，也到晌午了，娘也从队上
下工回来了，背着一大捆子草，满脸淌
汗，但娘看见她的儿子，已经将饭做好，
乐了。

挑水

“娘，娘，开门，快开门！”国成喊。
“哎，哎。”国成娘一边连声应道，一边忙
不迭地开门。国成挑着一大挑子水，不
紧开门不行哪，眼瞅着挑不动不说，放不
稳把水洒了，不就白挑了？终于挑到屋
里水缸跟前，国成长长地喘一口粗气，脸
色刷白，缓上半天劲儿，脸色才恢复正
常。但娘将水倒进缸里后，国成又去挑。

国成只比我大两岁，他十二我十

岁。可，挑水这活儿，小一岁都不行，力
气不够。一挑子水多沉啊，道还那么远，
打又那么难。

国成家在我家西院，我们这趟街在
营子北边最后一趟街，而井在第三趟街
中间。从家里挑着水筲往东走，走到街
头，再往南走，到第二趟街街头，由东向
西穿，快到街中间有一条小胡同，那儿就
是水井。家家都是深宅大院，隔一家就
隔老远呢。

水井是大口井了，听大人说，一丈来
深，从井沿上往里看，水底铺着一层细
沙，清清亮亮的。水斗子是黑胶皮的，可
能是大人用车轱辘皮特制的吧，一斗子
水倒进水筲里，正好满。不过，国成我们
谁也打不上来一满斗子，如果逞能，打了
满斗子，打到半道，打不动了咋办？松
开，放“野辘轳”？不把人打进井里才
怪！往下放空斗子时，大人才敢放“野辘
轳”，但人也得把住辘轳轴，使斗子匀速
下降，只不过省下一圈一圈摇辘轳把罢
了。我们只能练习着来，先打小半斗子
试试。斗子到水面后，想法让斗子倾斜，
沉进水里，等到斗子里的水有小半下，估
计自己能打上来，马上摇辘轳。不然，斗
子里的水满后，再往外倒可就难了。练
习多次之后，觉得没事儿了，才半斗子、
大半斗子地打。总之，能打上多少算多
少，万万不敢逞能。

摇辘轳把时，得记着要让井绳往自
己这边赶，不然，水打上来后，人却够不
着斗子，还不是前功尽弃！这时候，人得
左手紧紧控制住辘轳把，右手赶紧将水
提过来，没劲儿不行，劲儿小一点都不
行。这可是井啊，不是河套，一旦够不着
斗子，水没打上来不要紧，要是人掉进
去，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井是用石头
箍的，年久岁深，井壁光溜溜，瞅一眼都
阴森森的。

水打满了，往家里挑吧。这时，人要
选择扁担中间稍微靠前的位置挑，正中
间反而不行。挑时，要注意稳当，最好两
只手一前一后把住扁担，来保持平衡。
不然，一开始不稳，会越来越晃荡。水这
玩意儿，“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累
了，当然要歇一歇，但不能觉得累了就
歇，得挺上一会儿，再不定个目标，不到
地儿不歇，要不一歇下来，很有可能再也
挑不动，挑不到家了。

我能打水了，也能挑了，但大人没让
我从井里往家挑过。家里的吃水，平时
是父亲吃完后晌饭后去挑，如果父亲病
了，则是其他的大人。家里的大缸盛三
挑子半水，挑回四挑子，正好剩下一只
水，用来饮牲口。

也是，这时家家开始安洋井了，虽说
我家安得晚，但终归也安上了。嘿，洋井
好哇，再不用担心这担心那了，倒上一葫
芦引水，压就是了。更再不用挑，从院里
往屋里提就是了。不过，冬天时，压完水
后，要记着把井里的水放掉，一旦冻了得
架火烤开，虽说后来牛性的人，想出用开
水烫的法子，将塑料软管续到冰里，然后
往里倒水，管里上下通了后，就能压水
了，但总归是麻烦。

有了洋井，父亲挑水时，再不用到别
人家借水筲了。父亲和老叔分家，“一根
烧火棍撅两截”，一副水筲，自然是一家
一只了。这么多年来，家里就一只水筲，
挑水时，必须得再去邻居家借一只。而
父亲最不愿向人抓抓借借，可挑水时，不
向人张口行吗？家里一直没有富余钱买
水筲呀。

大口井吞上了，没谁记得大口井，和
吃水得挑了。国成不用挑水了，我家也
再不用去借水筲了。

耪地

“看着，就这么耪。”哥哥一边说着，
一边给我做起示范来。迈出左腿的同
时，哥哥弓下身子，左胳膊在前右胳膊在
后，自然握住的锄头已经甩出去，将锄板
搭在垄的外手地里，然后手压住锄杠向
后拉，拉到左脚底下后，收回锄头；接下
来，人直直腰后往前迈步，将锄头甩在里
手边，再弓下身子，这回，自然是反过来，
右胳膊在前左胳膊在后，甩出锄头，将锄
板搭在垄的里手地里，仍然手压住锄杠

向后拉，拉到右脚底下后，收回锄头。接
下来，再直腰、迈步、甩锄头……

示范完了，哥哥在前面拉头锄。按
照哥哥的示范，我跟在后面耪起来。我
耪得很认真，但哥哥还是不时回头瞅瞅，
告诉我要小心，要拉直锄，不要伤着苗，
挨着苗近的杂草要用锄尖轻轻耪掉，注
意要“斩草除根”，不能只耪掉上面的叶
子；要把手腕子下压，耪均匀了，不能深
的深浅的浅；要拉到头，不要留“门槛”，
不耪脚底下这块儿；要……哥哥只比我
大四岁，自然还是少年，但初中毕业后就
回家务农，在生产队里当社员，早已是庄
稼把式了。

早上吃得饱吃得也好，这天是五月
节；又是早晨头儿，天还没热起来：我们
哥俩耪得又快又好。当然，我得让哥哥
时不时地接应一下了。尽管哥哥拉头
锄，要揭开垄两边的地皮，本来就比跟在
后面的我累得多——在队上，拉头锄的
多挣一分工呢，而跟在后面耪的，由于土
壤已经松动，自然轻省多了。

这是西河滩的一块棒子（玉米）地，
河滩地是盐碱地不说，土层又薄，还尽石
砬子，但种总比不种强吧。何况，这是生
产队分给各家各户社员的自留地！虽说
几乎年年挨冲，但家家年年都种，“庄稼
不收年年种。”大人说。这不，棒子苗早
已离开地面，一筷子高了。

嘿，棒子苗刚刚耪过，马上精神抖擞
起来，一阵风儿刮过，“刷拉、刷拉”唱起歌
来，虽说只有两个音儿，但他们那高兴劲
儿，我能听出来。受了棒子苗的感染，我
不由想起一段唱词，便禁不住哼唱起来，

“前腿弓后腿蹬，抓住锄把不放松……”而
哥哥却只管在前面，闷不声地耪。

耪了一气活，累了，哥哥我俩歇息。
我拄着锄四下瞭望，天空上倒也有云，却
是白的，没一块有雨的黑云彩；天热起来
了，白花花的阳光泼洒在河滩上。耪过
的棒子苗好些，没耪到的看着就发蔫，即
使风儿刮过来，他们仍无动于衷。唉，天
旱啊。

“接着耪吧。”哥哥说道，我俩又耪起
来。歇上一会儿，好像体力恢复了，但我
毕竟劲不长，尽管我开始不断地往锄杠
上吐唾沫，仍明显感到身子发僵起来，特
别是迈步时，腿越来越不想打弯，可不打
弯又咋迈步呢？这时，我耪地的动作熟
练起来，人能够自然跟着锄走了，但走得
机械，不再像先前那么有生气了。哥哥
越来越多地接应我了。

终于到了晌午，该回家吃饭了。这
时，我两腿像灌了啥，僵直得要命，在地
头拄着锄头站了半天，才迈开脚步跟哥
哥回家，不，哪是迈步，是往前杵。

……
一个多月之后，雨还是来了，一堆儿

来的，大暴雨。地处河滩，棒子又被洪水
冲毁，一开始，远远地望去，好像全军覆
没了，但洪水过后，走近一看，高大粗壮
的有着呢，他们探出身子，在淤泥中挺立
着，坚贞不屈。全家人忙起来，缺苗的补
栽，斜歪的扶直，埋在泥里的清理出来。

待地稍微干松，重新耪地，这回是全
家人了，锄不够，借别人家几张。大人告
诉我：锄头带水也带火，旱天耪锄头带
水，涝天耪锄头带火。并向我解释，旱天
耪土疏松了，吸收水分；涝天耪土疏松
了，散发水分。可这地也太涝了啊！本
来，旱天时耪人就够累的了，涝天时耪，
一耪一张泥片，更累人！可看大人在那
儿忙，都不说啥，我只好忍着；大人也不
管我，能耪多少算多少。

家里的锄熬到悠闲地挂在房檐下的
时候了，但秋收时，望着高矮不一、成秕都
有的棒子，想起受过的累，我叹气了，而娘
告诉我：“种就比不种强，收点就比不收
强。”娘说的对哩。我家的圆仓被雨下坍
了，粮食全被砸在泥土里，虽然家里人收
拾出了大部分，但有一些实在清理不出
来，这样，年吃年用的吃粮就少些了。家
里人将成棒子剥了轧面，烙干粮、打粥，将
秕棒子搁锅糊了，坚持到新粮下来。

圆仓里清理不出来的，连土带粮食
给了小鸡。真是的，抢了人的口粮！气
得我大骂在那儿“咕咕咕”乱叫、得意洋
洋的小鸡。好在小鸡抢了人圆仓的，但
地里的他们抢不去。

生在农家

□张锦贻

小嘎想骑马
小嘎想骑马
心跳得一下一下
亮一串鞭花
鞭花说
不怕不怕
摸一摸尾巴
马儿说
快上快上

小嘎骑车
草地翠翠
小路窄窄
小嘎乖乖
骑车快快
车把歪歪
左右拐拐
眼光开开
轮子摆摆
说声喂喂
人已来来

我是蒙古族小嘎
手拿羊鞭是牧童
跨上骏马是骑手
摔跤对垒是勇士
课堂读书是学子

不怕风雪
不畏狼狮
不惧较量
不差考试

风儿与小嘎
风儿赶着来
叶哨响响吹
风儿开怀笑
百灵啭啭叫
风儿做游戏
林涛声声起
风儿齐声唱
山泉潺潺响
风儿上树梢

“安代”美美跳
哟
哟
微风、大树、小嘎一道
很要好
多热闹

家在牧马场
家在牧马场
马住大正房
门前拴马桩
院后停车场
放牧草场鞭儿响
进城上学车儿忙

各族小同胞
青山耸云霄
湖泊平川绕
草地小学校
铃声随风飘
各族小同胞
蒙、汉、回、满、朝
不同花书包
别样衣裙帽
民族语很奥
普通话说好
心有大目标
学得本领高

草地小嘎（童谣）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为深
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讲话精神，特别是总书记在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和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精神，充分展示我区改革开放
4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和
沧桑巨变，引导、激励干部群众积极投身

“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
伟大实践，内蒙古日报社举办“纪念改革
开放40周年”征文活动。

一.征文内容
此次征文活动以“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为主题，全面展示改革开放40周
年以来，自治区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民

生保障、民主法治、文化建设、生态环境
等各项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艺术地
展现新时期、新常态背景下，全区各族群
众一往无前、吃苦耐劳、奋发有为、开拓
进取的精神风貌。通过一批优秀的文艺
作品，为扩大自治区知名度和美誉度，打
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注入新动力。

二.征文要求
本次征文活动集体和个人均可参

与，每位创作者提交的作品数量不限。
征文体裁以微型小说、诗歌、散文、报告
文学、随笔、歌词以及其他民间文学等形
式为主。征文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要
求紧扣主题，言之有物，务必做到客观真

实，真情实感。
三.投稿方式
请将征文稿件电子版邮寄至内蒙古

日报社《北国风光》邮箱：nmbgfg@163.
com。邮件注明“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
年”征文，文尾写明作者真实姓名、所在
单位、联系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等。

四.发表方式
应征作品将及时筛选并在《内蒙古

日报》（汉文报）“北国风光”版发表。征
文活动从2018年6月开始，持续到2018
年底。

内蒙古日报社
2018年5月25日

关于征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文学作品的启事

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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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

前些时候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告
诉我家中的麦收已经结束，那麦秸秆
呢？我问。“还要它干啥！全部卖给收
草的小贩了。”听父亲这一说，我的心
里充满了惋惜之情。殊不知，麦秸草
在我们农村，曾是千家万户用于炊事
的主要柴薪，草和粮同样宝贵，是我们
生存活命的根本。

我的家乡没有山峰丘陵，缺少枯
柴野枝，烧锅煮饭大都用庄稼的秸
杆。“麦既登仓，禾秸杂沓，翁命收积为
垛”。记得每年麦收之后，我的父母就
非常珍惜地将从脱粒机里吐出的麦秸
草储存起来，以备日常燃用。乱秸比
较好堆，父亲用那长柄铁叉一次能叉
一个小丘似的草垛，几个草垛堆上去
后，用铁叉拍拍，用脚踩踩实，然后再
用铁叉叉草，两三亩田的麦秸草个把
小时就能堆好。扎成把的齐秸则难堆
一些，要一个把一个把地拎到草堆上，
还要排整齐压结实，到顶时又要做成
屋脊似的上盖，以便雨水外泻。堆好
的麦秸垛犹如一个倒扣着的大元宝，
高大牢固，饱满陡峭。狂风吹不散，暴
雨滴不进，终年保持草质如新。

麦秸草垛是家乡的一大景观。它
们散落在房前屋后，河沿树旁，是那样
的潇洒、典雅。春季，和煦的春风从麦
草垛上掠过，那清新的麦草香混合着
花儿的芳香弥散在村庄上空，令人陶
醉。夏日，草垛上爬满了豆秧瓜秧，把
草垛染得浓绿一片。到了秋天，草垛
上又是另一番情趣。缤纷多姿的丝瓜
花、扁豆花、牵牛花把草垛装扮得一片
灿烂，楚楚动人，随便掀开哪一片绿
叶，都能看到一个个果实笑藏在里

边。月朗风轻的夜晚，寄居在藤蔓上
的纺织娘、织布郎，放声歌唱；隐蔽在
草空隙间的俏蟋蟀、钱驼子，轻声吟
和，闹哄哄，不停歇，草垛简直成了“音
乐演奏厅”。冬天，乡下人衣着单薄，
瑟缩着身子依偎在草垛上晒太阳，人
们得到的抚爱、温暖，只有母亲的怀抱
可与之相比。

炊烟，在乡间曾经是一道美丽的
风景线。麦秸草的炊烟，更有它独特
的俊美。麦秸草不耐烧，在锅膛里火
力一会儿旺，一会儿微，因此，烟囱口
冒出来的炊烟，也一会儿浓，一会儿
淡。浓时如乌云翻滚，缭绕着升向空
中；淡时丝丝缕缕，袅袅娜娜，似有谁
在描绘着一幅画，漫不经心。

麦秸垛还是我们儿时最大的乐
园。每年暑假，小伙伴们就三五成群
以麦秸草垛为碉堡、据点，或捉迷藏或
打游击战。我们在这个没有任何装饰
的舞台上轮番上演从课本中学来的小
英雄雨来、王二小放牛、黄继光堵枪
眼。队里偶尔放一场电影，我们会早
早地赶到麦秸垛，占据有利地形，谁也
别想侵占。等到电影放完的时候，我
们早已倚在麦秸草垛上甜甜地进入了
梦乡，脖子上还挂着涎水呐。

而今，电饭煲、液化气灶等炊具已
取代大锅灶进入农家，麦秸垛失去了
它的用武之地，只能卖掉了。由此，我
是该为麦秸草垛的消失高兴还是伤
感？但我知道，不管怎么样，麦秸垛将
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在那甜蜜
的追忆中，它带着时代变迁的缩影。

金灿灿的麦秸垛

乡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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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太阳是颗甜甜的糖” 哈丹宝力格 摄

□李宝昌

挥杆策马逐残阳，
血色黄昏信游缰。
欲学后羿射落日，
擒得金乌威风扬。

策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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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