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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8 仙湖茶话

人，都是热爱故乡

的。

离开故乡 20 多年

了，有关故乡的记忆，犹

如夜空的繁星。如果有

人问我最喜欢故乡的什

么，我一定毫不犹豫地

回答：故乡的树。

故乡的那些枣树

啊，杨树啊，杏树啊，柳

树啊，在不同的季节，有

着不同的色彩，也有着

不同的风格。

当春天的脚步，走

进乡间的大地，那嫩绿

的芽叶，纷纷爬上树梢，

像一群顽皮的孩子，让

小小的村落，写满快乐

和希望。

当夏日的酷热，肆

意施展威力的时候，每

一棵树，仿佛都是一把

撑开的巨伞，它们携手

并肩，筑起绿色的长城，

为乡人们驱赶炙热，遮

风挡雨。

当萧瑟的秋风，吹

遍乡野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叶片，比任何时

候都要美，红得像燃烧

的火焰，黄得像赤金一

样纯正，红黄错杂，像一

幅幅巨型油画一样，逶

迤铺展。

当皑皑白雪，在乡

间上空飘扬的时候，那

些树，一棵一棵披着洁

白的纱装，变成了银装

素裹的少女，展现说不

出的妖娆。

我喜欢故乡枝杈

带刺的槐树，每到五

月，槐花悄悄开放，小

村、河堤尽被雪白的槐

花所覆盖。槐花，白白

的、嫩嫩的，一朵朵、一

簇簇，挂在枝头，随着

温柔的清风轻轻摆动，

煞是好看。

我喜欢故乡小河堤

岸的垂柳，那纤细的枝

条，仿佛乡间少女的发

丝，风一吹，就轻柔地摇

荡起来。我喜欢故乡的

枣树，别看它们长得满

身疙疙瘩瘩、丑陋不堪，

可是年年结的红枣又多

又甜。

但我最喜欢的，是

故乡的榆树。在那个食

物匮乏的年代，它们结

出的果实成了我们童年

的美食。

榆树的果实，俗称

“榆钱”。榆钱的味道是

一种淡淡的清香，不像

槐花那样浓郁扑鼻。在

乡下，几乎每个人都喜

欢吃榆钱。

小时候，我最喜欢

吃榆钱。那时，我们这

些小孩子，吃榆钱多半

是随摘随吃的。挑一棵

树干直的榆树，四肢抱

紧树干，“噌噌噌”几下

爬到树上，选一个结实

的树杈，往上面一蹲，摘

一把往嘴里一送，咯吱

咯吱一嚼，马上有一股

清新、微甜的味道传遍

全身，一口没有嚼完，手

不由自主地又伸向新的

枝条儿。

就这样，一把一把

地撸，一口一口地嚼，直

到吃得顶了嗓子眼儿，

才肯从榆树上下来。现

在回味起来，口里还会

情不自禁地溢出满嘴清

香的味道，那清香的、淡

淡的、黏黏的香甜，在嘴

里咀嚼着是一种难得的

享受。

而最让我回味的，

是母亲用榆钱做的榆钱

玉米粥、榆钱饼，吃起来

既香甜又滑溜。母亲用

榆钱与杂合面拌一拌，

放在笼里蒸好，再把捣

碎的大蒜拌进去，吃起

来别有一番风味。榆钱

没有了，母亲还会扯些

榆树皮，捣烂，掺进面粉

里，做出的面条又顺滑

又好吃。

久居闹市，离故乡

的树木越来越远，难免

乡愁缠绵。一年一度春

来时，在小城春日里，我

思乡的心绪便越发浓

重。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

人，一方树木荫庇一方

人。故乡的树木，就像

父母亲人一般。我爱这

些养育过我生命的树，

它们永远生长在我美好

的记忆里。

三年级的时候，我每次考试

总是“赶鸭子”，加之不爱说话，跟

班上的同学也玩不好，便萌生了

退学的念头。每天还没放学，我

便和几个贪玩的小伙伴溜出教

室，在学校后面山坡上捉知了，挖

蛐蛐。远远听见学校的铃声响

了，再和放学的同学一起回去。

这样逃学的日子持续了很

久。那时没有电话，加之整个学

校就三四个老师，根本管不过

来。有一次赶集，老师把我的情

况告诉了母亲。我本以为会挨一

顿暴打，于是放学后去了同学家，

让同学偷了一些棉花塞在衣服里，

迟迟才回到家。一向严厉的母亲

没有说什么，而是让我把棉花还回

去，随后带我去地里干农活。割猪

草、养鸡、扫地、除草、挑粪、担水

……母亲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到

第七天的时候，我坚持不住了，告

诉母亲想回去上学，没想到母亲却

不同意了：“你继续干农活吧，我干

了大半辈子都坚持下来了，你才几

天。”没有办法，我只好继续随母亲

干农活。中午太阳像火烤般，我刚

坐下来，母亲却说：“做农民，是不

分寒暑的，继续干。”后来实在坚持

不下去了，在我的苦苦哀求下，母

亲才同意我回去上学。

初中的时候，我离开家到几

十公里外的镇上上学，一个星期

才能回一次家，再次萌生了退学

的念头。母亲说：“当农民你能坚

持下来吗？”我早想好了，于是回

复母亲：“我可以出去打工。”母亲

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有点着

急。那天下午下着蒙蒙细雨，平

时忙得停不下来的母亲，并没有

去地里干农活，在滴答滴答的屋

檐水声中，彼此僵持着。

我蹲在屋檐下，拿着一根棍

子，无精打采地敲打着屋檐水。母

亲一看快五点了，担心赶不上晚上

的晚自习，突然朝我大吼：“你究竟

去不去？”我也大声回应母亲：“不

去。”母亲听后，转过身去，揉了揉

眼睛，良久，母亲转过身，红红眼圈

下，一脸平静，开始温柔地问我不

想上学的原因。我哭着告诉母亲，

我坚持不下去了，学习也不好，更

舍不得家里。母亲指着被屋檐水

冲出的一个个小水窝，苦口婆心地

劝导我：“你看，原来这儿是一块平

地，你爸把院子用土填平，压实了，

但被屋檐水一冲，日子久了，便冲

出这么深的水窝来。”接着，母亲找

了一个全是石头的地方，指着对我

说：“这房子修了十来年了，你看，

石头上都被冲出了一个小小的

孔。干啥都一个道理，你学习不

好，那是你没有认真地去学，只要

努力，哪有学不好的。”母亲用她那

一双红红的眼睛看着我，带着哀求

的语气说：“再试一试，再坚持一

次，就一次，好吗？”

那天下午，母亲陪着我，送我

到几十公里外的镇上。然后一个

人，默默地消失在黑夜里。一向

怕黑的母亲，不知那晚是怎样回

去的。随后的日子，母亲总会将

家里舍不得吃的东西，做好了装

在书包里，让我带回学校改善伙

食。每逢周五，母亲拿着铁皮手

电筒，站在山顶上呼唤我的名字，

每当听到母亲的声音，我便心安

了。正是母亲用它的一言一行感

动了我，我才顺利考上大学。

母亲何尝不是一滴小小的屋

檐水。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这么多

年以来，母亲承包了一个家的活

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却没有听到

她的半句怨言。在如此艰难的情

况下，她让四个孩子都圆了大学

梦。每当遇见困难的时候，我总

会想起母亲，母亲那种坚忍不拔

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前行。

常年在外求学，没时间回家，

渐渐开始怀念起童年割草的岁

月，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年纪。

割草的岁月真让人难忘。那

时候，故乡雨水充沛，经常一下就

是一个星期，这样植被就长得好，

青草也拼了命向四处蔓延。生活

在这样的季节，不用上学，不用写

作业，每天去山上逛一次，闻着青

草味，听着鸟儿低鸣，看着青蛙蹦

跳，吃着新鲜的水果，惬意极了。

这样的时候，其实最适合的

还是割草，这是我最喜欢的体力

劳动。七月间的草特别嫩，好割，

营养还丰富，且遍地都是。山坡

上，小溪边、田坎上都有青草摇摆

的痕迹。牛最喜欢吃青草，一口

一口品，闻起来有芳香，牛吃起来

带劲。

小的时候，每年七月，我特别

喜欢去山上割草。割草自由呀，

累了可以唱山歌；饿了可以吃野

果；困了，睡一觉再割，无忧无虑，

真是太惬意了。

除了给自家割草，我也帮过

别人家割草。当时我家是郭家寨

最穷的，房子摇摇欲坠，吃的少得

可怜，一年到头，贫瘠的地里，粮

食收成低，家里常常揭不开锅，柴

米油盐短缺是常有的事。可我并

没有被饿倒过，这得益于我喜欢

割草，邻居们常常给我一些小零

食，这让我感动很久，割草更卖力

了。

当时三爷爷家日子过得比较

滋润，在寨子里算富有的人家，常

常关着门吃大鱼大肉，一年还杀

一头猪，粮食常常出虫，喂牛都不

吃，可就舍不得借给我家。刚好

他家有一头老牛，不喜欢吃粮食，

喜欢吃嫩草，只要我们帮三爷爷

家割草，三奶奶就会允许我们在

他家吃一顿便饭。便饭嘛？就是

比较简单，有时是酸菜豆米，有时

是麻辣洋芋，有时候就是一锅有

油丝的汤。

每个暑假，做完地里的农活，

苞谷蒿完，花豆扯回，我都会帮三

爷爷家割草。七月的田野，田间

不仅长出了水稻，田坎上还长有

牛最喜欢的草儿，可让人高兴

了。背着花萝，拿着镰刀，一个小

时，九、十斤新鲜的嫩草就割好

了。割好的野草，用花萝背回家，

放在三爷爷家的牛圈门口，我就

可以去玩了。

有时候，割草累了，稻田不远

处就是小溪，还可以洗个澡。虽

然奶奶不准我独自去小溪游泳，

有时候我还是偷着去。故乡郭家

寨的小溪水特别少，因此有的小

孩常常会在一个溪水窄一点的地

方，用泥巴和石头将溪水堵起来，

形成一个水塘，这样就可以游泳

了。

可有时候割草的地方被其他

人割过，我得去最远的地方。这

样花费的时间就多了。时间一

久，到溪边，小伙伴已经堵好水

塘。如果自己要在别人堵好的水

塘里游泳，必须给别人割一花萝

草，这样才可以自由地游泳。没

事，这是我擅长的事，拿着镰刀，

背着花萝，一会儿割一箩草，就可

以脱光衣服跳进水塘游泳了。我

们在水塘中嬉戏，大闹，累了就在

石头上睡一会儿，饿了就去奶奶

的菜地摘几个西红柿，直到天黑

才回家。回到家里，将割好的青

草倒入自家猪圈，奶奶已经做好

饭菜，苞谷饭、老酸汤，一碗折耳

根蘸水，普普通通，简简单单，吃

着很舒服，我能吃三碗。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久，直

到小学毕业，真是让人难忘。我

怀念童年的故乡，怀念割草的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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