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园花树春光暖，红香径里榆钱满。”春风送
暖，杨柳飞花。看着满树翠碧的榆钱，想起了在老
家，小时候母亲为我做的榆钱饭。

刚刚立春，榆树的芽孢已经开始悄然膨大，那
时我就天天盯着院子里的大榆树，盼望榆钱能够快
快长大，想尽早吃到母亲做的榆钱饭。

韶光三月，淡烟笼日。榆钱终于从绿茸茸的
小毛球，变成了碧玉般的古钱状，一串串的榆钱在
风中摇曳，既像翩翩飞舞的蝴蝶，又像绕树寻花的
蜜蜂。

每到这个时候，我便会偷偷地顺着西院墙
边 的 老 榆 木 梯 子 爬 到 房 顶 ，采 摘 一 些 榆 钱 生
吃。我在房顶上吃得香甜，直到吃得肚儿圆方
可解馋。

每一枚榆钱都薄如蝉翼，小巧玲珑的让人爱
不释手。放到嘴里不但味道沁人心脾、香甜清脆，
而且咀嚼到最后还有些黏糯，这种黏糯粘在记忆里
难以忘怀。

几天后，榆钱中间泛白，种子成熟，这是制作榆
钱饭的最佳时机。榆钱太嫩，做出来的榆钱饭偏
软，并且不香；榆钱太老，做出来的榆钱饭变柴，咀
嚼不烂。

母亲挎一只竹篮，拿一把铁钩去房顶捋榆钱。只见她右手抓住一根树
枝，然后递到左手中。腾出右手采摘榆钱，把采摘下来榆钱放入挎在左臂上
的竹篮里。高处够不到的地方，母亲便用铁钩子将树枝勾过来，继续采摘榆
钱，不久竹篮里装满了榆钱。

有时我也去帮忙，高高地举着竹篮，让母亲方便腾出双手捋榆钱。母亲
用挂满榆钱的榆树枝，编织了一个大项圈戴到我的脖子上，她笑着说：“让你
这个小馋猫吃个够！”

回到屋中，母亲首先将榆钱去梗，拣出其中的树皮短枝，再用箩筛去除榆
钱上面粘附的芽壳等杂质。芽壳虽然较小，但是又厚又硬，吃起来硌牙。去
除杂质后放入清水中漂洗，漂洗三四次，再把榆钱捞入大瓷盆中。趁榆钱湿
润，向里面加入适量的玉米面和小麦粉，用手调匀，一定要保证每一片榆钱都
要沾上面粉。

大柴锅中加水烧开，然后把沾了面粉的榆钱，放入锅中的蒸屉上，大火蒸
三五分钟即可。蒸的时间不能过长，时间长了容易黏烂；时间也不能太短，太
短榆钱饭不熟，有生涩感。把榆钱饭盛到碗里，再加上一点儿蒜泥，滴上几滴
麻油，简直就是珍馐大餐，吃起来五味俱全、芳香四溢。

母亲有时还会为我做榆钱窝窝，那黄如金、绿如玉的窝头色香味俱
全，每次都让我垂涎三尺。母亲还会烙榆钱饼，熬榆钱粥，不管是哪种饭
食，我都会吃得狼吞虎咽、津津有
味。

“欲买春风是也非，枝头乱挂
五铢微。”我纵身一跃，摘下随风摆
荡的一串榆钱放到嘴里。我又品
尝到了春天的味道，母亲的味道。
这种味道弥漫在全身，久久不肯散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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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河 浪 花

我坐在窗口的时候,城市正在一场雾
霾里喘息。父亲打来电话说村里下雨了,
能听到庄稼地里麦苗喝水的声音。

离开土地太久,我已记不起麦苗和韭菜
的区别。母亲说，我在小时候去地里揪了
一把麦苗,非要让她给包饺子吃,也许这件
事发生在我记事之前,我的记忆储存器里找
不到一点相关的信息。就像现在,我的储存
器已开始慢慢退化,分不清麦苗和韭菜有什
么不同。

我决定回村庄一趟,但我的灵魂和肉
体不停地在撕扯着。还房贷的日期慢慢
逼近,妻子因同学聚会找不到一件体面的
衣服还在梦里轻叹,孩子辅导班又发来交费
的信息。用力拉开窗户,一阵寒意袭来,混
沌的头脑顿时清醒了不少。街道上的路灯
和流动的车灯在迷雾里闪烁着昏暗的光亮,
道边花池里的青草像极了村庄的麦苗。是
啊!正是初春季节,大田里的麦苗在春雨的
滋润下正拔节生长。而我呢?早已被熟悉
的村庄遗忘,灵魂又无法融入这城市的繁华
喧嚣。这一刻,无根的感觉又在心里荒草般
疯狂蔓延。

起风的时候,母亲说明天会下雨,让父
亲赶紧把黄豆种下。结果第二天天空真
的飘起了雨丝,我说母亲也是哲人。母亲

笑笑说,我哪是什么哲人,是你外婆告诉我
的。我问外婆在哪里,母亲没有说话,指了
指自己的脑袋。我深信外婆是一个伟大
的哲人,她不但影响了母亲,也影响了我。
后来，当我说起外婆是哲人这件事的时候,
女儿在一旁投来了不屑的眼神。我知道,
在城里出生长大的她,没有淋过村庄的雨,
是分不清麦苗和韭菜区别的。当然,我不
会迫使她去相信太姥姥是哲人这件事情,
她的许多认识来自网络和书本,她有她自
己对事物的认知和对待事物的态度,就像
许多的人已经习惯了城市的雾霾,却又在
想尽一切方法去遏制雾霾的形成,是一样
道理的。也许很多年以后,她也会像我一
样,认为太姥姥确实是一个哲人。也许,她
会坐在我的坟前泪流满面。

那年春分时节 ,村庄下了一场不大不
小 的 雨 ,父 亲 难 得哼起了《朝阳沟》的唱
段。弟弟站在高高的树杈上,一手扶着树
枝,一手把像钱吊子一样的榆树枝折断扔
下来,胆小的我只有仰脸看他在树枝间翻
飞的份。在村里就属母亲捋榆钱最快,不
一会儿工夫,一大筐榆钱就冒了尖,远远地
闻到父亲挖回的野小蒜,香味在村庄的胡
同里飘荡。母亲刚把炒得喷香的榆钱蒸
菜端上了桌,我和弟弟就迫不及待把手伸

进了盆里。眼瞅着谷雨来到,地里还有一
犁好墒,父亲在犁耙平整的地里种上大豆、
玉米和花生,我在父亲身后把脚印在土地
上延伸得很长,一直到眼睛望不到的地方。

直到有一天,村庄再也装不下被世俗
冲击的灵魂,我在那个小雨淅沥的早晨离
开了村庄。父亲的希冀,母亲的牵挂,还有
村庄的眷恋,都被塞进沉重的行囊。从此,
这副行囊伴着我的足迹在不同的城市漂
泊,然而城市的柏油路和水泥路太硬,始终
没能踩出一个明显的脚印,而我那颗被村庄
雨水淋过的心,也难以融入城市的灯红酒
绿。回村庄的次数在年轮的增加中逐年递
减,父母在村庄的风雨中慢慢老去,那条崎
岖的回村路也被疯长的野草覆盖,只有村口
那棵老态龙钟的古槐,还在把手臂搭在额头

上日夜守望。而我,也成了村庄和城市的过
客,无数次在梦里醒来,那暗黑的夜总是向
我袭来,令我窒息,令我恐慌。

点燃一支烟,再次把目光探向窗外,朦
胧的夜色在霓虹灯的映衬下奇幻莫测,一个
个晚归的身影在夜色中匆匆穿行,我那颗漂
浮的心也在这夜色中晃荡,如一只离开屋檐
的孤燕,在无际的沙漠中寻找着一片绿洲。
不知什么时候,妻已站在我的身后,她把外
衣披在我肩上,像是对我,又像是对她自己
说:早点休息,明天我陪你回村。

窗外的迷雾开始慢慢消散,万家灯火
点缀着明亮的城市,一曲《快乐老家》不知
道从谁家的窗口飘了出来。远处,村庄在
雨中绿意越来越浓,父母在睡梦里露出了
甜美的微笑……

雨 落 村 庄雨 落 村 庄雨 落 村 庄
□ 陈保峰

曹曹曹

风风风

谷雨过后，是石头寨一年中景色最美的时候，满村、满山
坡的梧桐树花开了，那株株梧桐树，如撑开了一把白色的大
伞，一嘟噜一嘟噜的梧桐花，像一串串用丝线串起的铃铛，像
一只只白色的小喇叭，白色中有几许紫色，在迎春花尚未绽放
的时候，在杜鹃花刚刚挂蕾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盛开了，好
像是用一串串铃铛敲响春天的序曲，又像是用一只只小喇叭
吹响春日的欢乐。在这个季节里，天气不热不冷，身心感到极
度的舒适，也是石头寨一年中最漂亮的季节，核桃园镇成为花
的海洋，而石头寨则是花的海洋中最美的花蕊！

站在高高的凤凰山上，向西南方向眺望，到处都是梧
桐花的海洋，所有的村庄被梧桐花包围，偶尔有几棵洋槐花
树的点缀，更显得诗情画意。和风吹来，梧桐花香的味道扑
面而来，令人陶醉，让人感受到置身花海的飘逸，一种幸福
感油然而生，感受大自然的恩赐以及古村落石头寨的魅力。

在百花家族中，梧桐花是很不起眼儿的，她没有牡丹的
贵族气，没有君子兰的优雅风，没有郁金香的姹紫嫣红，更没
有茉莉花的暗香涌动。梧桐花属于百花中的平民女子，不搔
首弄姿，不羽扇纶巾，不摇曳多姿，不环佩叮当，她只是如伫
立池塘边一块普通的石头，她只是像绽开在山野间一丛朴素
的芦苇，白色的花瓣带有一些土灰色，喇叭样花瓣中有几许
紫色，普普通通，朴朴实实，踏青赏春者不会拜会她，花前月
下者不会依恋她。

梧桐属于繁殖易生长快的落叶乔木，由于其栽种易、生
长快、分布广、材质好、用途多而各地多有栽种，“三年成林，
五年成材”，梧桐成为许多地方扩大绿化的首选植物。当年，
焦裕禄带头在兰考栽种了一千多平方公里的泡桐树，改变了
兰考的地貌和生态，也成为兰考经济作物的重要来源。就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村都在种植梧桐树，石头寨也不例外，
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植了梧桐树，老百姓不光追求梧桐
树的经济效益，而且还有一句话，那就是“种下梧桐树，引得
凤凰来”。群众的心里一直期盼着凤凰的到来，更何况石头

寨的东面就是凤凰山。
封山禁采以后，核桃园镇由过去的山石开采加工运输型向全域旅游转型，周围的环

境也由过去空气到处都是粉尘变成了现在的天蓝了，树绿了，水清了，花艳了，核桃园镇真
正成为旅游的天堂。

漫步在石头寨的大街小巷上，你会看到大街小巷里有梧桐树，石头小院里
有梧桐树，抬头观看，那一嘟噜一嘟噜粉紫的梧桐花挂满天空，好像与星星竞
相美丽。

走进民宿小院，好想居住一个晚上，然后泡一杯新茶，捧一本闲书，懒懒地坐在沙
发上，独自品一口新茶，翻几页书……现在这种清净与闲适境界都已实现了，却又向往
着另一种繁杂而忙碌的人生。

石头寨因石头建设而成，因有五六百年而古老，因有传统文化走进人们的心
里，更因有优雅的环境让人们喜欢。如果你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情，不妨来石头
寨走走转转，小住几日，你会真切感受到不一样的心情，特别是在这个梧桐花开
的日子里！

小城有一条老街，现在叫步行街。几十
年来，这条老街是这个小城的政治文化中心：
县委、县政府，县医院、县红十字会，县第一中
学、县西关小学，县影剧院等机关单位都设在
这条街附近。

这条街上有一个卖旧书旧报刊的书摊。
旧书摊的位置不十分固定：有时候在影

剧院门口，有时候在学校门口附近。书摊是
用几个破木板、几条长凳子支撑起来的。木
板上是一些纸箱子：高的、矮的、长的、方的，
有二十几个。书摊上的书籍类别很多：武侠
言情、爱情传奇、悬疑推理、军事战争、名人
传记等。书摊也有一些杂志和报纸，这些报
刊大都是从废品收购站淘过来的：有的泛黄
了，有的折角磨损了，有的封皮没有了。

书摊的主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不
知道他姓甚名谁。中等身材，瘦瘦的，黑黑

的，小小的眼睛，戴着一副近视镜，镜片有几
道圈，高高的颧骨。男人的话语不多，经常坐
在书摊的里侧，有时翻看着一本杂志，有时摆
弄着一个物件。来了顾客，他也只是瞟上一
眼，任凭顾客随意翻看书摊上的书本。直到
顾客挑中了一本书，需要交钱了，他才站起来
和顾客交流价钱的多少。然后，又坐在书摊
的里侧做他自己的事情去了。

男人的穿戴十分朴素。春秋之季，上身
常常穿着藏青色中山装，有一些驳色。中山
装左侧上衣兜插着一支钢笔。夏天穿着白色
短袖衬衫，是“的确良”布料的，已经变成了淡
淡的乳黄色了。冬天常穿着一件深蓝色羽绒
服，而下身常年穿着深颜色的裤子。

据说，男人的老家在城南十五里。家里有
妻儿老小好几口人。男人是初中文化，复读了
好几年，没有考上中专，就放弃了学业。因为

他喜爱读书，就摆个旧书摊来谋生活。也许
是他和书的情缘未了，甘愿坚守这个旧书
摊。这既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心灵
上的慰藉。他经常去城区的废品站回收报纸
杂志，其中包括品相较好的书画字帖。有时
还真吸引了一些行家来书摊捡漏。书摊的生
意大都是中午比较好，附近的学生以及上下
班的人们会来书摊逛一逛，这是男人最忙碌
的时候。

男人的妻子不常来，偶尔见她傍晚时分
来帮助男人收拾摊子。女人的身材高高的，
略胖一点点，穿着宽松而得体的衣服。她每
次来，就是把书报按类别整理好放在箱子
里，然后，再把一个个箱子搬到旧地排车子
上，用一个很大的防雨布把地排车盖上。

女人的性格比男人开朗些。她和顾客交
流时都是很热情地说话，脸上带着笑容。而
男人和顾客说话时却没有笑过。不过，有时
候他和女人在收拾书摊时，却见他扭头看着
妻子，黑黑的脸庞上有了笑容，很灿烂的笑，
很知足的笑。

我认识这个摆书摊的男人，前后有二十
几年了。每当我从小城的老街经过，就会见
到那个男人的身影。男人从二十多岁到四十
多岁，他的身形日渐瘦削，令人不禁想起岁月
的沧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
加快，旧书摊的顾客也越来越少了。我有七
八年没有光顾那个旧书摊，也没有见过那个

男人了。
如今，想起他来，心里涌起许多的感慨。

在过去的时光里，由于他的初心不忘，对书摊
的执着坚守，无论春夏与秋冬，老街的旧书摊
给小城读书人提供了许多的便利。

昔日的老街旧书摊，不也是小城故事里
一道质朴的风景吗？

当下，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城市功能日
趋完善。可是，如果没有书摊文化，总觉得这
个城市好像缺失一种文化底蕴，缺失了岁月
积淀的韵味。因此，渴望旧书摊的回归，呼唤
有更多的便民书摊出现在城市的角落，让书
摊文化走进百姓生活，继续承担起传承中华
优秀文化的作用，发挥它薪火相传、向善向美
的作用。

昔日的旧书摊，见证着岁月的沧桑，人性
的美好，勾起我们曾经的温馨记忆。怀念旧
书摊，更是怀念那段被书香浸润的岁月。掸
去风尘，温暖的文字从指间滑过，那个熟悉的
陌生人，我在小城等你，你可安好？

悠悠大野，麒麟降生。
千年麒麟文化的传承，
孕育了麒麟镇南曹村，
鲁西南的希望之星！

回望过去，曾几何时？
这里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
十年九不收，下雨常被淹，
出门两脚泥，回家看泪眼!

苍天不负我，敢教日月换新天！
那是一九九六年，
迎来了曹传增——这位军营锻造

的男子汉，
立志要使家乡大改变！

把“苦”字隐藏，把“累”字甩远，
全力打赢脱贫持久战。
宵衣旰食不言败，坚韧不拔勇向前。

把困难踩在脚下，兑换成成功的笑
脸！

摸爬滚打，谁引路？
智勇双全抓党建。
支部领航是首选，
党员个个做模范！

土地大流转，
千亩光伏园，
养鸭合作社，
生态、旅游、养老、教育、产业——农

村生态圈！

经济能人显身手，
创业之星做示范，
家家挣工资，户户人未闲。
努力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

乡村振兴号角起，
紧跟中央、省市县，
一个“五年”又“五年”，
昂扬斗志奔明天！

母
亲
的
榆
钱
饭

母
亲
的
榆
钱
饭

□
崔
忠
华

梧
桐
花
香
拂
石
寨

梧
桐
花
香
拂
石
寨

□
满
常
学

请本版图片作者与编辑联系请本版图片作者与编辑联系，，以便奉寄稿酬以便奉寄稿酬。。

颂 南 曹
□ 王永东

小 城 旧 书 摊小 城 旧 书 摊
□ 张贵堂

闻花香闻花香

刘永霞刘永霞 摄摄

母亲过世后的 16年间，每逢清明我都
要回去为她扫墓，今年也不例外。不同的
是，今年母亲的坟丘变成了一座新冢，里面
多了父亲的陪伴。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思绪伴着飘扬
的柳絮，凌乱纷飞，不由想起人们常说的一
句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
只剩归途！是啊，父母在，家就在；有家的
地方就是温情的港湾，有父母的地方就有
亲情的纽带。从 18 岁离开家乡，近 40 年
间，我曾无数次踏上回家的路。想那时，对
我来说，回家是种期待、是种温暖。念如
今，没有了爹娘，我漂泊的灵魂何处得以安
放？家乡从此变故乡！此刻，我脑海里的
画面，如车窗外的景象，一帧帧倏然闪过，
时而模糊迷离，时而清晰异常。

我是父母的第 5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
个。其实我的到来是个“意外”，当时父母
本没要我的打算。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在我看来，从小父亲就不怎么喜欢我，甚至
有些冷酷和严苛。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
爱近乎于一张白纸。那时父亲在外地教
书，周末才能回家。即使这样，他也从来没
带我玩过。别人家孩子有父亲给做的木
枪、陀螺和铁环，而我什么玩具都没有。不
仅如此，我还不及背筐高，父亲就要我到地
里去割草、钻进兔子窝掏粪、下到地窑往上
拿山药，稍有顽皮就会受到一顿呵斥。因
此，我恨不得躲他远远的。

虽然排行最小，但我没有得到过一丝
偏爱。那时候家里穷，多数时候是吃粗粮，

偶尔吃回白面饽饽，还要搭配着粗粮吃。
一次，我闻着有点发馊，把搭配的剩窝头
扔给了鸡，被父亲发现，他不光逼着我捡
回来吃掉，还喝令我放下手里的馒头。有
时候炒菜里有一丁点肉，馋得我直流口水
也不敢挑着吃，父亲给我规定吃菜只能夹
跟前的。不知多少次，我是含着泪花把饭
吃完。

考高中那年，我差 0.5分没考上重点。
父亲当了 20多年校长，如果他找找人，我完
全能够进去。可父亲说，自己不努力，在哪
上都没用，硬是不管。为了督促我的学习，

父亲让我住在他所在中学的宿舍里，周末
也不带我回家。我要自己挑水、做饭。更
要命的是，宿舍后就是一大片坟地，到了晚
上，北风吹得窗户纸呼嗒呼嗒直响，远处不
时传来猫头鹰的哀鸣，吓得我头皮一阵阵
发紧，我多么渴望父亲的陪伴！

高考落榜后，我选择了参军。所有的
过程父亲一点也没管，甚至我离开家时，他
只送出了家门口。到部队以后，父亲半个
月就会有封来信，这时，才少了些严厉，多
了些关心和鼓励。后来我考上了军校，一
步步成长为团级干部。每次回家，他依然
极少与我交流，只是问我工作忙不忙，说不
用惦记着他，然后便是无言。

清明的雨，打湿了脚下的泥土，打湿了
我的衣衫，也打湿了我的记忆。如今，我矗
立在父亲的坟前，忽然明白：原来，这么多
年，父亲那浓浓的爱，只是无言，却从未缺
失……

回 望 父 爱
□ 刘明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