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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清

我的老家在赤峰市宁城县存金沟
乡，老家前后那山花烂漫的两座大山和
成片的树林，孕育了房后一涧清冽的溪
流和门前汩汩流淌的小河。更让我难
忘的是那些生机勃勃的冻青树，它们生
生不息，静静地延续着一个庞大的族
群。

据史料记载冻青即槲寄生，别名：
北寄生、桑寄生、柳寄生、黄寄生、寄生
子，为桑寄生科槲寄生属灌木植物。生
于海拔500-1400米阔叶林中，寄生于
榆、杨、柳、桦、栎、梨、李、苹果、枫杨、赤
杨、椴属植物上。

冻青树上有我童年的记忆。从我
记事起村里房前屋后的树林里就有很
多冻青树，主干粗的十几个小朋友手拉
手才能抱住，她的躯干粗糙龟裂，树冠
如幡似盖，满眼风韵。虽经岁月风霜，
枝干遒劲有力，蓬勃灿烂。特别是树上
那一串串圆圆的绿色球球像鸟窝、像风
铃、像灯笼……冻青树下是宽敞明亮的
平地，如果站在山顶往下看，大有天垂
野阔，群山如屏，层峦起伏之状。童年
是甜蜜的，冻青树下，充满着多少爷孙
情、父母爱、手足温暖，还有与小狗、小
猫、小虫子的友谊。童年是多彩的，我
们在大树下玩啊、闹啊、读书啊。一到
傍晚，就缠着大人在树下给我们讲故
事。清早，传来鸟儿清脆的鸣叫和小伙
伴朗朗的读书声。我喜欢和小伙伴们
坐在树根上望着树上的叶子，就像数天
上的星星数呀数，一会儿钻进树洞里捉
迷藏戴着自编的柳条帽吹着柳笛“表演
八路军捉鬼子”，一会儿又爬上去躺在
树干上看云卷云舒，月落乌啼。

冻青树是家乡的灵魂和标识。小
时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老家，
人们日常生活还是停留在柴米油盐。

那时候，光说冻青树之大，随便一根枝
干就是一户人家半个月的柴火。但从
我记事起，乡亲们宁愿走上几里路上山
拾掇柴火，也没人拣拾冬天凋落的树枝
烧火做饭。天地万物，长得异相就成为
神物了，积年累月，风抚雨润，经络和肌
肤中便有了莫名的仙气。乡亲们固执
地相信这些几百年老树代表看不见的
神灵，是村庄的保护神。有人还在树上
系上红丝带，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那年月生产队开会、组织活动都要在大
树下进行，如果谁家孩子考学、参军，哪
家娶媳妇、嫁闺女，以及乡亲们劳作完
一年收获丰收时，都要在这棵大树下举
办隆重的仪式放电影、唱皮影戏以示庆
贺。每逢春节，生产队就组织全队人员
在这里排练文艺节目，举办文体活动。
生产队里男女老少聚在一起，踩高跷、
扭秧歌、荡秋千、摔跤、唠家常……整个
正月锣鼓声、鞭炮声、欢笑声在山沟里
回荡，原本静寂的小山沟变得红火热闹
充盈着一股浓浓的年味……

冻青树暖不争花红，寒不改叶绿；
四季如常，青葱本色。春天，散发着淡
淡的幽香；夏天，她顶着烈日的炙烤经
受着高温的考验，历练自己的坚强意
志，为人遮风挡雨，奉献一份荫凉；秋
天，鸟雀在婉转的啾鸣里打落叶子，藏
在泥土酽香和草木深藏的乡风里；冬
天，其他花草树木还在料峭的寒风中蓄
势时，她却长出很多红黄颜色的叶子，
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明丽璀璨。
更难能可贵的是，冻青树还有许多药用
价值。带叶的茎枝具有舒筋活络，活血
化瘀，用于筋骨疼痛，肢体拘挛，腰背酸
痛，跌打损伤。补肝肾，强筋骨，祛风
湿，安胎等功效。槲寄生提取物可改善
微循环，其中生物碱还具有抗肿瘤作
用。

一棵树，皮上有多少纹路，就有多
少故事；枝上有多少叶片，就有多少诗

篇。要读懂一棵古树，就得俯下身去吻
它的根，那根里浸泡着先人的血泪；要
读懂一棵古树，就得仰起头去看她的
冠，那冠中容纳了无言的悲欢。曾几何
时，在这片抗日烽火燃烧的地方，在烈
士鲜血染红的冻青树下，记载着宁城县
第一个女八路王桂兰、威震敌胆的抗日
英雄高桥、英雄少年丙丁火，抗战烈士
陈子实、赵洪武等一批批可歌可泣的民
族英雄和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岁月荏苒，我17岁离开家乡，至
今已经30多年，这期间有多少与我一
样的游子离开家乡在祖国天南地北拼
搏奋斗！但无论如何，那份淡淡的乡
愁早已融化进我们的血脉里，成为梦
中温暖的记忆，变成了一曲曲思乡的
歌……

今年清明回乡祭祖，青绿大地湿
漉漉的，远山、近水、田野、小桥古朴与
清宁，如画的家园还建起了党群活动
中心、文化广场、图书室、卫生室，修通
了柏油路、自来水，父老乡亲们更是诗
意地栖居。住进了新房，办起了农家
乐，搞起了超市、电商，玩起了抖音、快
手……而那些经历风霜雨雪的冻青
树，沧桑有力的根脉仍在这片土地上
延伸着、生长着，繁茂的枝叶嵌在蓝蓝
天空的一角。

一些情怀，只能无言，放逐岁月，才
会愈加清晰。时光把不堪赠予人的同
时，也把经历的硕果随手相赠。叶落归
根，趁着思念还能感知疼痛，趁着脚步
还能记住回家的路，赶紧出发吧！去静
静地守着青瓦老宅，看着千年古树，“昔
日惊飞堂前燕，重新飞到咱的家。”也
许，此时此刻，那些身外之物离我们越
来越远，而我们离自己越来越近。

家乡那些冻青树

□马彩红

那天小升初考语文，发下卷子，作
文题目是《端午节的早晨》。我一边构
思，一边答其它小题，忽然一个纸团落
到桌角，看着走来走去的监考老师，我
心提到了嗓子眼，趁老师不注意，我迅
速捡起纸团来：端午节是啥节？

我还真懵了，在那个知识匮乏，讯
息闭塞的年代，我也说不清端午节的由
来，更不知道与大诗人屈原有啥瓜葛，
只知道那天要早起去野外采艾蒿，悬挂
五彩葫芦，吃鸡蛋更是重头戏。怎么能
言简意赅地表达清楚端午之意呢？我
把头往前探了探，几乎挨到他的后脑
勺，轻声说：吃鸡蛋。

多年以后该同学举杯谢我：多谢你
没告诉我吃月饼。引来一桌同学哈哈
大笑。

其实这事不怪他，北方都管端午节
叫“五月节”，也没有南方的赛龙舟、雄
黄酒、放纸鸢、祭祀那些传统习俗。端
午节那天，再懒惰的大人，即便天黑黑
的也要从炕上爬起来，男主人出去采艾
蒿，女主人则在家煮鸡蛋，等男主人回
来就泡艾蒿水，让全家用这水洗脸，说
能可免蚊虫叮咬，更能驱灾辟邪。然后
和家家户户一样，把叠好的葫芦绑在艾
蒿上，挂在屋檐下，五彩葫芦迎风摇摆，
挺新鲜的，节日气氛就此浓了起来。

贪睡的孩子们学着大人，老早用艾
蒿水洗漱，带着一脸清香，揣着妈妈刚
煮熟还烫手的鸡蛋，就跑到副食二商店
门口的大树下，那是我们小孩子的聚
点，凑一起磕鸡蛋，看谁的鸡蛋硬。

这一天，大人都出奇地慷慨，煮了
好多鸡蛋，我家有个大焖锅，平时是煮
苞米碴子大豆饭的，这天会煮半锅的鸡
蛋，一人分10个。我挑几个皮看似挺
硬的拿去和伙伴们磕，磕瓣了就剥皮
吃，一连磕碎几个就吃不动了，有的孩
子不爱吃蛋黄，得知我爱吃就给我，等
我也咽不下了，就都把蛋黄偷偷往胖丫
家猪食缸里扔，蛋黄不听话，沉不下去，
黄黄的浮了一层，气的胖丫妈大骂“败
家”。

我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式家庭，不
光平时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对年节更是
倍加重视，在有爱的家里成长，特别幸
福。每个有鸡蛋吃的节日是相同的，然
而那个差点没吃到鸡蛋的端午节，却深
深地印在脑海里。那年我上小学三年
级，1983年植树节那天，爸因公受伤去
天津治疗，妈妈去陪护，家里只剩下上

初二的大姐领着我们姐弟四个在家。
妈留下的生活费有限，大姐又特别会过
日子，每日都记账，精打细算，别花冒包
了。那时我们经常吃的就是豆腐汤，一
是省事，二是省钱，以至于多少年弟弟
一看豆腐，胃就反酸。看日历端午节要
到了，瞅别人家忙忙碌碌，我家却冷冷
清清，想起爸妈在家过节时的热闹，泪
就忍不住流下来。

“大红，在家呢吗？”我们正愁眉不
展之时，听见邻居李婶在喊大姐，我们
都出去看，大姐打开大门，李婶端一盆
鸡蛋就往屋进，把盆放在炕上，让大姐
找个家什把鸡蛋装起来，大姐比我们年
长几岁，又懂事，一边道谢，一边去取平
时装鸡蛋的小篓。李婶一边帮着装鸡
蛋，一边说，你妈没在家，也不知你们有
没有鸡蛋，先拿这么多吧，吃没了再跟
李婶说。大姐忙说，够了够了，真是太
谢谢您了。夜里我们躺在炕上，议论这
鸡蛋该咋吃，大姐说，咱们明早煮8个，
一人2个，可不能像往年那样，太浪费，
咱们要细水长流。

第二天也就是端午节的清晨，我和
弟弟去老地方和邻居家的孩子们磕鸡
蛋，好几个往我俩手里塞鸡蛋，都是他
们妈妈让给的。我俩满载而归，回到
家，看到写字台上还有好多鸡蛋。大姐
说，都是别人送来的，她都逐一记了下
来，等妈回来告诉妈。

端午节后的两天，姥爷骑车从 40
里开外的乡下，驮来满满一水桶鸡蛋，
怕磕碎了，一层是小米，一层是鸡蛋。
姥爷一边捡鸡蛋一边说：你姥急坏了，
惦记你们过节没鸡蛋吃，前几天下了场
透雨，正是种地当口，家里忙的，实在没
空进城。等忙过这几天，你姥就来跟你
们作伴……想起节前没鸡蛋的担忧，现
在又有了这么多鸡蛋，不知是委屈还是
感恩，我们围在姥爷身边，把对爸妈的
思念，一股脑地倾泻出来。

有些事经过时间冲刷，犹如沙滩般
平整，不留任何痕迹；而还有些事，却像
贝壳里的珍珠，总在熠熠发光，时间愈
久愈显珍贵。如今由于胆囊作祟，我已
很少吃鸡蛋，加之生活好了，也讲究起
了科学饮食。如今的孩子没见到当年
我们吃鸡蛋的阵势，磕鸡蛋的游戏也不
会有人相信，而每每想起那些鸡蛋当家
的端午节，就会心生温暖，感恩相伴。

鸡蛋当家的节日

□犁夫

把自己的长相和性格
脾气秉性
一次次分离出来
去比对父亲
一脉相承的纹理
是一枚老茧上
被磨亮的基因

老去的往事
风化的细节上
依旧能找到父亲
黄胶鞋在追溯
后果与前因
瓜与藤的关联
牵扯着看不见的根

父亲
不用画像
那慈善的目光
都是未来儿孙的眼神
一顶草帽
遮挡不住千年的风雨
掌心里的思路
是生命延续的内在
诱因

走两步
才知道这是家族的姿势
父亲在脚步里
承受风雨
扛起飘摇的命运
蘸着生命
填写家谱封面上闪光的
家训

镰刀
别在腰上
锄头
扛在肩上
犁杖
握在手上
汗水装满口袋
流进大囤小囤

第一声咳嗽是父亲
第二声咳嗽是我
第三声咳嗽是子孙
声音和腔调
一点不差
都来自荒冢里静寞的
祖坟

父亲

□清明

蒙古马肠子短，性子烈，以倔强的
脾性和动作，吸引驯马手的争强好胜。

拧耳朵，抽鞭子，压重负，挺起勇士
筋骨，让铁嚼子把长嘴勒到耳叉子，裂
开惨然之笑。风绢丝一样，擦去裹着疯
狂的泪水，净化一种精神。

角力的喘息，踢碎虐疫。被鞭梢甩
出炸响，背负着，北方高原重量，以心脏
捶打大地的肋骨。

云里，有青铜。经过雷击电打，一
群雕塑，以历史的身姿站在暮色。

葫芦斯太的玉，被疼痛打磨，一座
山受到创伤。

嘶鸣，弯弓射出的箭，画出弧度，如
虹。

被掐出马群的不安分，不羁，却固
守血统。

云低。白马是乌珠穆沁，甩展的哈

达。西北风，在蒙古马骨子里，把灵魂
守在丹田。

策马驰进黑夜，星象，竖在蒙古马
的耳尖，蹄大如锤。草原狼的下颚贴在
草皮上，布鲁尔穿透寂寞，碎屑星辰。
哭声跌落，茁壮成群神驹，粗犷的乌珠
穆沁，穿隙而过。

那种狂野，是可以挥霍的，就看你
的手劲，荣光与伤痕，在上午辉煌，也在
黄昏愈合。

牧马人没有远方，鞭头一点，就有
炊烟升起。

逝者，宁以毛毡素简的仪式，也不
要马革裹尸归还故里。

黄金秘史，徐徐在风尘中展开，晚
霞把鼻烟壶递给朝阳。

乌珠穆沁蒙古马

豪横的舞步 苗青 摄

□王玉玲

一匹来自义合沙拉的马
低头吃着草地上的，青草

和萨日朗
还任性地，吃进了牧歌
和草原上的清风
它低头或转身
不经意就消失在我面前
消失在时光的碎影里

西拉木伦河畔
可有它的长调悠扬
芦苇荡，可有它的奔跑的

足印
奔跑的足印，可曾踏碎草

原迷离的梦

一匹奔跑的马
用一根牧歌，编织的细绳
拽着它的灵魂在飞奔
从春天的草原，到绿意氤

氲的盛夏

一匹马，它走或者来
和谁都无关
那些羊群和它都透露一些

信息
都是长生天的烙印
在它体内，奔涌成河
草原的自由和浪漫
变成绿色的血液，流满了

山坡

它还任性的把自由
融进草原，喂给骨头
壮大成一匹天马

天马行空
辽远空灵的
回望它的科尔沁家乡

只是难以自拔的目光
望着它的草原
望着鸿雁飞成行

无法揣摩草原上，一匹马
的心事

无法去占领它的草原，去
放牧它的牛羊

只能挥舞着长长的牧羊
鞭，抽打进泥土里

变成牧歌，飘扬

一匹马

散
文

诗

□张亚宁

青格楚楚的杏有葡萄般大了，暖融
融的春天就幸福圆寂。

这时，故乡的大地绿意盎然，芳香
馥郁，可真正馋嘴的果子少得可怜。碎
小的毛桃太苦，枣儿花正艳，青苹果涩
得难以入口，在青黄不接的日子，一串
串青色的杏儿捷足先登，惹人直馋嘴，
绝对算得上物以稀为贵的物种。喜欢
吃青杏的人有三种，一种人是把青杏作
为春末的新鲜物来品尝，吃个稀罕；一
种人是怀孕的女人，吃着青色的杏儿，
满脸笑容灿灿；还有一种人完全把青杏
当成最好的充饥食品，鼓了劲地往饱里
吃。

满阶芳草绿，一片杏花香。起伏绵
绵的群山中，满山满洼的杏花盛开，这
种美是气势磅礴的，但也不乏娇艳，可
以说是大气与妩媚的完美结合。村里
爱美的姑娘在杏花丛中采花、唱信天
游、拍照，笑靥与杏花一同柔艳。有时
折几支插在盛水的瓶里，当成鲜花能养
好长时间。花儿离开后就是毛杏到来
的时候，爱吃杏的人对可以饱肚子的青
杏有了迫不及待的期望。

出不了一个月，青杏如玛瑙挂了一
树，好馋人，惹人醉。

青杏可以吃了，有人跑去品尝，他
绝对不会独享美食，立马见人就说“酸
杏可以吃了，酸杏可以吃了。”于是，大
伙都跑去吃。有时，一棵树上竟然不
约而同地爬上七八个人。小孩、年轻
人吃得牙瘾了，吃饭都感觉咬起来不
顺畅，还想再尝几口。年长者，啃不
了毛杏，摘回去水煮或蒸了吃，别有
一番美味。酸毛杏备受孕妇的青睐，
她们摘杏不方便，总是央求别人给她
们多带几颗，有时让家人专程去摘。
村里赤脚中医讲，孕妇适量吃酸杏，
可以养颜，酸毛杏也是一味中药，吃
了有去火作用。你看看，多么有营
养。在陕北，不算大棚内的蔬果，春
天里没有果子敢与酸毛杏相媲美！酸
杏，多好的春果子，人人都爱。

家乡的杏分为甜杏和苦杏。甜杏
好啊！有拇指般大小，一群孩子拽下来
一枝，摘一把毛杏，不淘不擦，直接塞入
口中，咝溜咝溜咀嚼，酸酸的，嫩嫩的，
可口美味。苦杏太小就不好吃了，能分
开皮与瓤了方可去摘着吃，但也得吃白
瓤之外的一圈青皮肉，啃进去白瓤把人
苦得眼泪都能下来。有时，孩子们拿洁
白的嫩杏核玩，青皮吃掉，完好无损的
白瓤含在口，用不了多少时间，白瓤变
得透明雪亮，好似颗颗珍珠，家乡人称
之为“抱娃娃”游戏。有时候几个孩子
约在一起比赛，将剥好的酸毛杏嫩核，
放在一起，然后有人喊预备开始，参与
比赛的孩子将杏核含在嘴里，在同等的
时间内，谁含出的杏核透明，并且是完
好无损的最多，谁就是这次比赛的胜利
者。或者每一个比赛的只含一颗杏核，
在长时间内谁的破了，谁就是输者。一
个有趣而简单的游戏，成为很多人的童
年回忆。

村里成片的杏树不多，大多是四五
棵树一组，一棵或者两棵独存的具多。

阿婶家先前院畔有一棵杏树，树梢超过
了屋顶，干粗枝茂，年代久远，每年都挂
满杏儿。在阿婶的精心呵护下，结下的
杏肉肥味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杏没有
虫子，要是小孩子吃到虫子，阿婶笑着
安慰：“咱们光景不好，就当吃肉哩！”阿
婶一家人与村里人，从碎小的青杏开始
吃，断断续续要吃到熟透了的黄杏自然
落完为止。有一年，阿婶家要扩建院
落，忍痛将院畔近六十年的杏树移植，
可惜没有成活下来。阿婶家的孩子爱
吃杏的嗜好仍有，有一次，阿婶的次子
爬别人家杏树摘青杏从树上摔下来，去
市里的医院看了，还是落了残疾。阿婶
一辈子都因这事不安心，难过时常常叹
息：早知道会出那样的事情，还不如不
扩建地方哩！

阿婶家的杏树刨了，经常到她家吃
杏的孩子只好到别人家树上摘着吃。
也好，小孩子摘着吃一部分杏坏不了
事，等于给稠密的枝条疏了果，留下来
的杏营养充足，个头就长得大。有些长
辈倒和蔼可亲，看见爬上杏树的孩子，
少不了嘱咐几句：吃着杏子可别从树上
掉下来，得小心啊！他们的孩子看见却
阻挡，甚至辱骂，有时追爬在自家树上
吃杏人到处跑。长辈毕竟是长辈，都很
会说话，即使心里一万个不满意，也从
来不说过激的话，反倒安慰自家的孩
子：“只要他们不怕酸就让他们吃，吃得
牙瘾了连饭都吃不成。”他们的孩子信
以为真，一群毛孩子就可以吃个美吃个
过瘾。

青杏长大，变黄变软的事儿就交给
立夏后的日子，风啊阳光啊知道怎么
做。麦收季节，满枝的杏儿黄了，一棵
树变了色，一捧金黄夹着绿叶，喜气盈
盈。杏黄了甜了耐吃了，果肉细腻，杏
树不多的主人便派人看管起杏来，家里
没杏树的孩子就没有那福分了。不过，
杏树多的人家就完全不同了，只要不去
破坏性采摘、糟蹋，吃是可以吃好吃饱
的。主人打杏摘杏吉日，村里所有孩子
跑去给主人干活，管饱吃杏，但杏核还
得留下来。

那个年代的日子普遍清贫，经济
来源渠道不多。有些庄户人家，杏可
以带到集市上卖钱，也可拿杏换没杏
人家的豌豆、黑豆、玉米等。卖杏之
前，需要做充分的准备。提前找来竹
编的框，框底铺一层绿色的杏叶，然
后将黄红相结的杏挨个放进去。摆放
也很有窍门，先在底部放一些比较硬
的杏，最上面放一些熟透的杏，依次
类推。这样装杏，在驴拉车或熟透了
的杏受到摇摆，不会出现破损，能卖
个好价钱。一些无法出售和来客人吃
了的杏，主人将杏核全部积攒起来晾
晒，随后将其捣破，里面的杏仁可以
当中药材卖了填补家用。家底好一点
的人家在石碾子上碾成小颗粒，然后
用来煮稀饭，或做其他馅料。

早先，村里有过很多杏树，几乎每
家七八棵，近百户人家。村上的老人
讲，村里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先生，去过
很多地方，带回来了杏核，分给村里人
种植，几年以后，村子里杏树的棵数排
在杨树和柳树后面。再后来，人口增
多，维护好杏树的同时，移栽来了苹果

树、枣树、梨树等挂果树种，村人的夏秋
两季，都能吃到果子，正式说要带到集
市上去卖的果子很少，只有杏和红枣。

村里的杏树中，没有一棵属于我
家。吃青毛杏倒没有什么，好像爱怎么
吃就怎么吃，吃黄杏却碰过鼻。有一
次，嘴馋的实在不能自控，再说年幼，人
情世故怎能彻底懂得，偷吃了别人家又
大又黄的甜杏，被主人的孩子当场羞辱
一顿不算，还背着我给学校的伙伴说我
的不好。那时，挺恨自己的，何必为嘴
伤心，但又不知所措。

我到镇子上读五年级了，上学放学
需步行十五华里，长长的上学路，突然
想到了栽杏树。于是，我到处找杏树
苗。春天来了，满山的杏花开了，我却
在杏树林里寻找一扎高的杏树苗，小心
地刨，必须刨出带一整块湿土的杏苗，
移植在自家地里。小树苗带回来，在松
熟的土地刨挖一个五厘米左右的坑，倒
入少量的水，等候片刻，把树苗轻轻地
放进去，然后用干黄土将根部淹埋，一
棵杏树苗就栽好了。刚栽植的树苗怕
晒太阳，找来瓷盆或者透风的纸箱当作
最美的“防晒伞”，烈日当头之时，把小
树苗保护起来，一早一晚拿过“防晒
伞”。一周时间，杏树苗在新的土地扎
了根，渐渐地坚强了，彻底可以取掉“防
晒伞”。间隔几天我就会去浇水一次，
时常保持杏苗周围湿润。

那时候，有人说我一个小孩子栽那
么多杏树有何用？家里人倒没有直接
反对，随我怎么任性。几年下来，我栽
植的几十棵杏树苗长大了。桃三杏四
梨五，枣圪蹴起就结。意思就是桃树从
幼树到结果需要三年，杏树需要四年，
梨树需要五年，枣树当年栽植好便开花
挂果。第一年三棵树上结了很少杏，第
二年满树黄杏，让我激动不已。那时，
栽杏树只有一个理由——杏树长大了，
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吃自家的青杏黄
杏，还能送别人吃。

吃了杏没几年，就离开了农村，到
城里去读书。后来读高中，读大学，再
漂泊在外务工，很少回老家。父母为了
照顾孙子也离开村子，在县城租赁地方
住下。离开村多年，老家人见到我不管
说我栽的杏树长高了，还是说我栽的杏
树结了很多果子，我都会高兴。也有人
感叹早知道离开村子，当年还不如不费
苦力去栽。我心底完全不赞同，怎么能
说栽起来的只是普普通通的几株杏树
呢？现在我只要有空，就带着家人或独
自一人回去，看到满山洼的杏树，心里
按捺不住兴奋，默默约定，每年春天回
去一次，秋天回去一次，忙里偷闲，不为
别的，只为看看我的杏树，品尝一下自
己的劳动果实。

青杏到黄杏需要一个过程，黄杏到
青杏同样需要一个过程。整个过程就
是一种追求美好理想的幸福时光，天天
有盼头，时时有惊喜。虽然在外漂泊多
年，我没有想到，一些树木将我与故乡
紧紧地连在一起。去摘吃青杏，或摘熟
透了的黄杏，我必须抽空回一趟老家，
这样，是青杏与黄杏恋着我，也是我回
老家的一个充足理由，每年都因杏而必
须到似乎永远也回不去的老家走一走，
看一看。

青杏黄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