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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
□王国元

转悠到坎儿上，老车头索性放下粪
篓子，坐了下来。吃过早饭，抽完一袋
烟，老车头便背上粪篓子，满大街转
悠。转悠一会儿，自觉不自觉地，习惯
成自然？老车头转悠到坎儿这儿来了。

坎儿是河水冲出来的，实际上应该
叫河岸。但河早已干涸，慢慢地，岸名
不副实，便叫了坎儿。这块坎儿上原是
老车头的镐头地。方不方圆不圆，最长
的地方约十五六步长，最宽的地方约五
六步宽。以前一直是路边的荒地，夏天
长满野草，人们常常在这儿放驴。砸上
橛子，将缰绳适当放长，任凭驴自己吃
草，人忙自己的活儿去，估计驴吃饱了，
再来牵回去。老车头看着可惜，这是块
儿好地哩，哪能让它干长草！驴哪儿放
还不行，虽说这儿草长得的确好些，又
密又嫩。

于是，几年来，一到春末，种完大
田，老车头便侍弄这块儿镐头地，砸土
疙瘩、清理草根子、打埂子……，忙得不
亦乐乎。经过一冬一春的晾晒，地力又
上来了，但也得人好好收拾才行。不
然，荒种荒收，就不如不种了。在生产
队时，虽说大家明明知道，干多干少一
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一年下来，一个
劳动日几乎就值一脚踢不倒的两毛
钱。但老车头作为老庄稼人，觉得既然
是干活儿，总得有个样儿，至于挣钱不
挣钱、挣多少钱，另外说；反正他看不惯
年轻人，干活儿老是糊弄，点籽不管稀
厚，间苗不看大小，耪地扒“阳沟”……；
现在给自己干，老车头自然更精细了。

地平了土细了，老车头开始耕种，
种葵花吧，冬天闲下来时炒着吃。这么
大块儿地方，没回牛地，使犁杖转不开；
再说，老车头根本也不想使。老车头用
锹挖坑，坐水点种。老辈子管这种方
式，耕种的地块叫“镐头地”。

时间不长，苗钻出来了。老车头利
用一早一晚，零碎的工夫，来这儿侍弄，
该薅草时薅草，该耪地时耪地，该培土
时培土。毕竟，大地那么多庄稼，都等
着他呢。别看这块地全是人工收拾，但
只要是庄稼人，走近前一看，一眼便能
看出，这绝对是老庄稼把式的活计，竖
看成垄斜看成行，株距均匀，长势齐整；
地收拾得那个干净呀，一个杂草刺儿都
不带有的。

该干的活儿都干完，等着庄稼自己
长了。这时节，老车头隔三差五地还
来，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坐在地头上抽
袋烟。老车头抽的烟，自然也是自己种
的了，蛤蟆拱子，抽起来劲儿大，烟儿
浓。一边抽烟，一边看着自己收拾的庄
稼，人舒坦哩。烟抽完了，老车头拍拍
身下的土，背着手回家。

秋收了，老车头总是收拾完大地的
庄稼，老秋了才来这儿收割，先削掉葵
花盘子，然后割葵花秸。盘子也好秸秆

也好，都自己分别背回去，不用车。庄
稼人嘛，用的就是力气，侍弄这么块儿
地，还用得着车啊辆的吗，哼！老车头
年轻时是车轴汉子，老了，身材愈加五
短，庄稼秸秆比他高多了，不过力气与
身材不成正比，甚至有“大个子松”“矬
腚炮子”等等反比的说法，老车头正是

“矬腚炮子”，尽管他这个“老庄稼人”毕
竟是老“矬腚炮子”，气力比不得当年
了。

庄稼收拾完了，老车头又用锹密密
地、深深地挖一遍。葵花秸秆棵棵像立
着的鸡蛋那么粗，盘子个个像针线笸箩
那么大，瓜子嗑一个是一个，哪怕嗑的
是最中间的芯儿，仁儿也几乎是满的，
这得消耗多少地力！不好好让老爷儿
（太阳）晒晒，吸收吸收养分，来年种啥
也长不好啊。庄稼人嘛，以土为生，不
好好待承土地可难行。好的土地得带
土腥味儿，如果抓一把土闻闻，什么味
儿都没有，香不香臭不臭，那也叫土？！
土地的好是老爷儿（太阳）给的，风霜雨
雪给的，可也绝对少不了人帮忙。

今年种葵花，来年种山药（土豆）,
转年种棒子（玉米），换着茬子种上几
年，地的名儿也有了，老车头叫这块地

“小地”。也是，和承包田的“大”地相
比，它也的确该叫“小”地，尽管营子里
没有一块地叫“大地”。左邻右居见老
车头出去，问“上哪儿去？”老车头答：

“上小地。”见他回来，问：“上哪儿来？”
老车头答：“上小地来。”常了，大家知道
了，也便一传俩俩传仨，“小地”“小地”
地叫起来。人有名儿，地也该有的。

唉，说的这些，都是以前的事儿
了。那，小地呢？老车头送给了表外甥
闺女。

以前闲下来时，别看老车头是“睁
眼瞎”，大字不识一个，但他拉一手好
二胡，无师自通的，平时拉拉，就是为
了解闷子，自娱自乐，现在不收拾小
地，老车头工夫宽裕起来，但反而听不
见他拉了，一任二胡丢在那里，落满灰
尘。

表外甥闺女也老了，爷俩在一起说
话，你叫我“大舅”我叫你“老王”。遗传
吧？比起“大舅”这个“老庄稼人”来，

“老王”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更离
不开土疙瘩，人一到地里，精气神随即
上来。老了，自己的承包地分给儿子
们，再无整块的地可种后，老王婆儿便
旮旮旯旯地找地儿种，渠沿上种几棵棒
子，桥旁边勾两行豆角，坡地上点上些
萝卜籽儿……这不，在老车头开垦“小
地”之初，老王婆儿也在隔着一片小杨
树的旁边，开垦了自己的一块“小地”。
那是块斜尖儿，大小连回牛地都算不
上，如今两块地合二为一，尽管仍隔着
小杨树，但看起来有模有样了。老王婆
儿喜欢种也擅长种倭瓜，她侍弄的倭
瓜，个头儿大，吃着面、甜，倭瓜喜油，过
年时包饺子吃，香哩。上成的倭瓜可以
一直存放到年后。秋天，倭瓜成熟了，

爬满瓜架，有的木头杆被压得趔趔趄
趄，支撑不住倒下来，老王婆儿便用碎
布条，将木头杆的梢捆绑在一起，使其
勉力支撑。怪了，瓜那么沉，瓜茎明明
细了、干了，像一截截的糟绳头，却还吊
得住瓜。瓜叶子枯萎起来，颜色由酽绿
转向灰白，叶片由厚转薄，最后萎缩、卷
曲到一起，则大大的、黄黄的倭瓜愈加
凸显，瓷瓷实实悬挂在那里，秋阳下，人
离多老远，望见这块地便能望见倭瓜。

庄稼人嘛，土命，小时候在土里洗
澡，长大了在土里流汗。可不是咋的，
连老高婆儿，一辈子没上过山的人，尽
在家拉巴孩子、做家务了，也在坎下开
一块镐头地。这地方是丘陵地区，乡亲
们管丘陵也叫“山”，因了此，下地耕作，
人们叫“上山”。别看大地的活儿，老高
婆连看也几乎没看过几回，更甭说亲自
干了，但家里的小园，她一直侍弄着，种
菜的活计自然拿得起放得下。坎下原
来有生产队机井，后来废弃不用，留下
一个大坑。老高婆便将机井四壁侍弄
成梯田的模样，然后打上畦子，种上各
式蔬菜。一到夏天，原来长满荒草的废
墟，变得红的红绿的绿黄的黄，白天蝴
蝶在这里飞舞，晚上虫子在这里鸣叫。

一个坎儿就这样，全营子呢？每到
夏季，如果你不理会也便罢了，一旦理
会起来，呀，营子附近，房前屋后、地头
地垴儿、道路两旁……，只要是块空地，
准能看见老头儿、老婆儿们匍匐的身
影。嗐，扒拉一辈子土疙瘩，落下一身
病，老胳膊老腿，整天不是这儿酸就是
那儿疼的，却愣是没扒拉够！地里没庄
稼时好些，地里长着庄稼时，几天不见
就没着没落。可也罢，多少干点活儿，
疼啦酸的就轻多喽，活计是解药哩。是
啊，干活儿累人，活计没偏向，谁干累
谁，可，不干活儿，那还叫庄稼人吗？

……
坐着坐着，老车头又索性找处窝

里圈儿（凹地），半坐半躺下来。经过
这些年的侍弄，生土早已变成熟土。
风吹日晒下，熟土越来越酥软，人挨上
去，舒服着呢。加之老爷儿（太阳）暖
暖的，照得人浑身舒坦，痒痒得很！掏
出烟荷包，揉搓揉搓烟叶，老车头装上
一锅烟，背着风将烟点着。烟袅袅上
升，随后飘散开来，为寂寥的空中平添
了些许生机。一袋烟抽完，老车头眯
缝起眼睛，半睡半醒，安详得像一尊卧
式的土雕，朴朴实实地矗立在那儿。
冬日的老爷儿下，尽管阳光稀薄，但雕
塑渍满尘土的皱纹间，居然还是给镀
上一层渺渺茫茫的光辉，那光辉是圣
洁的。恍恍惚惚中，隐隐地，空中响起
二胡声，声音低回婉转，既似乎如怨如
泣，又似乎如歌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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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崖

北风一吹，飒飒飘雪时，腊味早
已经在人家的窗台上出现了。灌一
两根腊肠，腌制两块腊肉，在铁架子
上，挂满了各色腊味，这是另一重意
义上的硕果累累。旧时，谁家窗台
上、屋檐下的腊味越多，就证明谁家
日子过得越殷实。

把“饮食”和“殷实”拉郎配，这一
直以来都是人们乐此不疲的事情。

有了腊味，没有美酒怎么可以
呢？在宋朝，每每进入腊月，人们就开
始从轱辘井里汲水，用粮囤里的高粱、
米、麦，再配上一些窖藏的葡萄一起，酿
制腊酒。腊酒必须在腊月酿制，否则，
没有雪的清冽，也没有腊月里富足日子
的酣畅感。腊酒浑浊，甘醇，和别的酒
不同。在宋朝，腊酒是农家的最高酒品
了，陆游在自己的诗作《游山西村》里有
这样的句子：“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
客足鸡豚。”何必要讥笑农家的腊酒浑
浊呢？这就是农家最好的美酒了，何况
还有专门为了招待你，而拿出来的鸡鱼
肉蛋。紧接着“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
花明又一村”，多好的乡村图景！淳朴
的乡民，拄着拐杖，翘首在村口凝望的
老者，鸡犬相闻的腊月乡村，一杯腊酒
飘香，简直堪称桃源。

古人喜饮酒，在诗作中也多洋溢
着酣畅的酒气。宋朝的王谠在《唐语
林·补遗二》里这样感慨：“奔走权门，
所不忍视，腊酒一壶，能共醉否？”在权
门之间奔走，看多了不该看的，不忍直
视，这时候，还是借着一杯腊酒遮掩颜

面，寻找那个可以共醉的人。一杯腊
酒，成了诗人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最好

“障眼法”和可以自下的“台阶”了。
腊酒何其香，更不能让人忘怀的

是腊八粥的醇厚与酣畅。
腊八粥是古人蜡祭的供品。蜡

祭由来已久，在《礼记》中都有记载，
那时候，古人在腊月里总算闲了下
来，到山野打猎之后，用以祭奠自己
的祖先，除了牺牲贡品，还要有一碗
融汇了五谷的腊八粥。

腊八粥用什么做的呢？恐怕南北
又各有不同。在《燕京岁时记·腊八粥》
中记载：“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
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江豆、去皮枣
泥等，开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
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
琐葡萄，以作点染。”古人更懂得色香味
俱全，当然，这是清代富察敦崇收录的
做法，这在我看来是外乡人的做法，在
家乡，腊八粥多半是咸的，被放入了炒
制的豆丁、牛肉粒，被称之为“马虎熊”，
被放入了胡椒，喝来，不仅美味，而且周
身热气运行，最能御寒。

民谚有云：“吃了腊八饭，就把年
来办。”过了腊八，年的列车就轰轰烈
烈地开过来了，空气中开始洋溢着团
圆的味道，这时候，腊味上桌，腊酒在
杯，许久不见的亲朋相聚，推杯换盏，
共叙家常，共话情谊，这才是一年中
最休养生息的韶华。

腊味腊酒腊八粥

□梁衡

没有在沙漠里生活过的人，不知道
绿色就是生命的火种。

世界排行第九的库布其大沙漠浩
瀚无垠。沙漠中的达拉特旗（县）如海
中一叶，官井村就是这叶上的一痕。但
只这一痕，就有一百六十一平方公里。
四十年前这里曾是飞沙走石一片混
沌。村民住房一律门朝里开，如果向
外，早晨起来沙拥半门高，你根本推不
开门，人将被堵在屋子里。村里所有院
子都没有院墙，如有墙，一夜狂风满院
沙，墙有多高沙有多深。苏东坡形容月
光下的院子，竹柏交影，如积水空明。
而风沙过后的院子，沙与墙平，月照明
沙静无声。我曾有在沙漠边生活的经
历，风起时帽檐朝后戴，走路要倒行。
就是进了村也分不清房子、行人。过去
像达旗这样的地方，不用说庄稼难有收
成，风沙起时，人们赶车出门，就如船在
海里遇到台风，车仰马翻，淹没沙海。
平时小孩子出门玩耍，也有被风卷沙埋
而失踪的。人在这样的地方怎么生
存？乡民渐渐逃亡殆尽。

村里有个汉子名高林树，一个名字
中有三个木，也该他命中有树。全家人
实在过不下去了，就逃到三十里开外一
处低沙壕处。一次赶车外出他向人家
要了棵柳树苗，就势插在沙窝子里。借
着低处一点水汽，这树竟奇迹般地成活
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柳树长到
一房高。外来的人站在沙丘上，手搭凉
棚四处一望，直到天边也就只能看到这
么一点绿，别看只这么一点绿，它点燃
了不知多少远行人生的希望。能在这
树荫下、沙壕里，喝口水，喘喘气，比空

中加油还宝贵。这是茫茫沙海中的唯
一坐标，这里就称为“一苗树壕”。时间
一长这个地名就传开了。民间口语真
是传神，不说“一棵”而说“一苗”，那风
中弱柳就如一苗小草，在无边沙海中无
助地挣扎。但这苗绿色的生命启发了
高老汉，他想有一就有十，就有百，栽树
成瘾，几近发狂。凡外出碰到合适的树
苗，不管是买、是要，总要弄一点回来。
平时低头走路捡树籽，雨后到低洼处寻
树苗。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这条老沙
壕染上一层新绿。有树就有草，草下的
土也有了点潮气。1990年，当地人永
远记住了这个年份。高林树在树荫下
试种了一片籽麻，当年卖油料竟得了一
万两千元。那年头，国家兴起改革，允
许有人先富，一个万元户在城里也是让
人眼热心跳，更不用说在寸草不生的沙
窝子里淘出这么大一个宝。远近的村
民纷纷效仿，进壕栽树，种树种草种庄
稼。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过去快
三十年。三十年后是什么样子呢？

2018年 8月底，塞上暑气初消，秋
风乍起，我有缘来造访这个远近闻名的
一苗树壕官井村。高老汉已八十多岁，
不再见客。村主任和老人的二儿子领
我登上全村最高处，天高云淡，浩浩乎
绿盖四野。一物降一物，原来这沙子也
有能制服它的宝贝。杨、榆、柳等高大
乔木如巨人托天，而柠条、沙柳、花棒、
苜蓿等灌草则铺开一张硕大的地毯。
正是羊柴、柠条的开花季节，那红白相
间的小花朵，就如小姑娘身上的碎花衣
裳。羊最爱吃的沙打旺草，挺着一条圆
滚滚的绛紫色花棒，如孩子的小手举着
一大块巧克力。黄沙早已被逼到遥远
的天边，成了绿洲上一条金色项链。这
时一丝风也没有，天地静得出奇。黑黝

黝的玉米地密不透风，十里、八里地绵
延开去，浓得化不开。眼前这一百六十
平方公里的土地早已不是一苗树、一点
绿了。村主任自豪地说，这一带壕里产
的沙柳苗抗旱、抗虫，成活率高，全国凡
有沙漠的地方都用我们的苗。我们现
在是拿“万”字来说话——现有沙柳苗
基地七点六万亩，林地十六点六万亩，
还有一万亩甘草、一万亩土豆、一万亩
苜蓿、一万头奶牛……全村已人均收入
两万元。我听着他不停地“万”着，笑
道：“你现在已算不清，有多少万个‘一
苗树’了。”

他又指着远处的沙丘说，生态平
衡，这沙漠也不敢全治完，留一点在那
里可以储存水分，发展旅游，也好让下
一代知道过去这里曾是什么样子。

我问高老汉的儿子，你爹当年栽的
那“一苗树”呢？他说，早已长到两抱
粗，那年我哥结婚，砍倒做了家具。我
说那是个标志，砍了多可惜。他说，要
是知道现在有这么多人来参观，肯定不
会砍。不过事后又补栽了一棵。我就
急切地跟他去看，这是一棵榆树，也快
有两抱粗，枝叶如盖，浓荫覆地。榆树
是个好树种，木硬枝柔，抗风耐旱，特别
是到春天时榆钱满树，风吹四方，落地
生根，子子孙孙繁衍不息。我说，这树
上一定要挂个牌子：一苗树。让人们不
要忘记当年那百里沙海中一点绿。

世界第九大沙漠的变绿，原来是从
这一苗树开始的。

（转自《人民日报》2019年1月14
日20版）

沙海一苗树

□王忠范

家乡人好吃，可又有谁不喜欢吃
呢？不过我的家乡金长城以北二龙
眼河畔那地方，家家户户都重视腊月
的吃，吃出了场面、花样和讲究，整个
腊月犹如多滋多味的乡间美食节，到
处都是热热闹闹的笑声。

腊月农闪，吃好穿暖，欢喜过年。
这是家乡的百年习俗，延续至今。

刚进腊月，各家就陆陆续续杀年
猪了，不少人家杀了两三头。杀猪这
天，请来亲属朋友和左邻右舍的大人
小孩吃年猪肉，这叫“相互帮忙都吃热
血肠”。肥肉片、瘦肉枣、热血肠、烩酸
菜，寻常百姓实惠的农家大菜，原汁原
味，顺口可口，吃出阵阵欢笑与乡亲真
情。这天晚间，有的人家还请来民间
剧团唱乡戏，就是图个乐呵。

腊月初十左右，家家都忙着蒸过
年的黄米面黏豆包。黏豆包黄黄的
颜色表示富美，圆圆的形状象征团
圆，黏黏的口味喻为亲和，所以乡亲
们都喜欢吃过年的黏豆包，尽管现在
美的面食多不胜举。蒸黏豆包时全
家人一起忙活，有的擀皮，有的包馅，
有的装锅，有的烧柴看火候，欢快心
齐。出锅的黏豆包小巧玲珑，个个金
灿灿光亮亮圆鼓鼓，入口黏稠稠筋道
道柔滑滑，满嘴甜香，胃热情爽。

过了腊月十五，开始走油了。走
油就是用油煎炸多种多样的面食品，
有表示团团圆圆的丸子，有象征吉祥
如意的条果，有体现一家人心心相连

的套环……或柔柔软软金黄透光，或
绵绵滑滑微红露白，或脆脆生生稍现
焦煳色，油汪汪的色味全佳，具有乡土
特色。品尝这些食品，体会以前的年
味，也渴盼未来的日子富得冒油。走
油的这天晚间，都把大红灯笼挂出去，
意为“走油好，红灯闹，明年春来早”。

腊月里的每一天，总有人到二龙
眼河凿冰捞鱼，欢声笑语冲破了风雪
严寒。二龙眼河里尽是柳根小白鱼，
最大的二两重，刺少肉多。捞回家
后，用盐、葱、姜、料酒等简单腌制，放
进油锅煎炸，待鱼两面焦黄时出锅。
这鱼既嫩又鲜，有一种大自然之香，
天天吃，年年有“余”。

从腊月二十三开始，每家每天都
精心置办吃的，说道很多，挺有趣的。
二十三，过小年，全家吃顿羊肉宴，暖暖
和和过大年。二十四，宰小鸡，鸡肉蘑
菇炖一起，家人团结更亲密。二十五，
做豆腐，同欢喜，共“逗福”。二十六，烀
猪肉，吃个够，更顺溜。二十七，啃羊
蹄，撒欢迎春到，吉祥又如意。二十八，
嚼肘花，人人筋骨硬，干活力量大。二
十九蒸馒头，今年争争气，明年更富
有。年三十儿，吃饺子，家家乐，大欢
喜。正像迟子建描写的那样，当我们被
悄悄包到年夜饺子里的硬币给硌了牙，
那“当啷”一声将硬币吐到桌子上时，大
家都长了一岁，不管你是谁。

腊月食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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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三同

描述一场雪

天气预报称：这场下在北方
一整天的大雪，顺便
也丢给了南方一个零头——

我远在长江边的战友
就突然发来微信
晒他那里昨夜降下的雪
百年不遇

此刻。多像小时候，我和弟弟
争扯一床棉被，我只让出一个被角
弟弟就满足得乐不可支

雪野上的一棵树

当一场大雪，严丝合缝
悄然覆盖了草原。万物
只能顶一层雪的天空，在雪下各安其命

但雪野上一棵独自兀立的树
是大雪，覆盖不住的
像是怕冷清下来的世界太孤寂，它

留下陪着

听雪

当暮秋的小院，
像散场后的剧场
喧嚣离席，哑寂一片

风会领着一群雪花
一路说笑着
在屋檐，石凳，瓦片上相挨着落座

尽管冬天
是一出无声的哑剧，它的听众
仍把世界，挤得满满的

某运动鞋店一瞥

那么多，各色的鞋子
并排挤在架上

而一双脚，能够隔开的
不过是，一个梦和远方之间的距离

我看见，那个试鞋的纤纤女子
一弯腰，仿佛就探到了，春天柔软的边沿

大野虽残雪未消，但叫醒它的
当是，这两只醒目的自由

雪人

院落的雪，从节令的某一天
下到母亲一声叹息里，就有一尺多厚了

我用了一整天时间，堆起三个雪人
父亲、母亲、我。雪，刚好用完

仿佛，走了二十多年的父亲
在这个黄昏，拐进院门，悄然出现在

我眼前

仿佛低微而又幸福的时光
就是这三人在一起，相互抱团取暖

的样子

大雪辞（组诗）

□齐三英

这个城
色调是磨旧的灰
光线慢慢的慢慢的
从东面扯到西面
慢得太过悠长 没头没尾

也喧闹 调子却是冷寂的

额尔顿路是城的灵魂
从北一眼就望到南
每一寸土地
以及土地上的赘生物
都像喘息的皮肤
絮絮叨叨 反反复复地
讲着故事 念着经文
恍恍惚惚二百多年
就像一天

一路错落着味道浓郁的茶馆
什么都在熬
熬奶茶 熬肉 熬查干伊德
把日子熬得
一天就像二百多年

慢城

浩瀚沙漠 邢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