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本版编辑/贺京梅 ■ 美编/潘洁

2019年6月7日 星期五永定河

初心
陈永

欢迎投稿
详情请联系

电 话：

69849082 或 69847961

E-mail：

mtgxwzx@vip.sina.com

连连连
小小小
说说说

载载载

 









































粪王赵五
申秀琴

时间是一条河
柴华林

艾草香悠悠
杨丽丽

媲 美

艾草在我们老家被喊作艾蒿、香艾，它
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有浓烈的香
气，可以驱避蚊虫，可以入药，是乡村里最
常见的野生植物，它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
性的符号，浓烈而清凉的味道绵韵悠长，让
人难以忘怀。

在我们老家，艾草的存在就像屋顶的
炊烟一样普遍，它们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
野生植物，根系发达、抗旱耐涝，只要没有
人为的破坏，它们就能绵延不断，不管是田
间地头、还是房前屋后，甚至是悬崖峭壁
上，只要有一点儿生存的环境，它们就能绵
延蓬勃出一大片葱绿。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小时候到了端
午节，奶奶就会吩咐我们去采艾草。田间
地头的艾草葱郁而又繁茂，一片连着一片，
置身其中，那淡淡的清香环绕着我们，好像
整个人都变得神清气爽起来。我们拿着小
镰刀，玩玩闹闹中很快就割满了篮子。割
回的艾草，奶奶会把它编成小辫子，用红绳
系好了挂在窗户上、门框上，那葱绿的艾草
像一位忠诚的门神，不仅能驱除蚊蝇、毒
虫，还给每家每户都带来了浓郁而芬芳的
节日氛围。奶奶还会用艾草叶给我们做香
包，一把叶子一块花布，细心地用针线把艾
草的清香锁进香包里，她心灵手巧，做的香

包有葫芦形的，有心形的、还有扇形的，一
人一个挂在脖子上，不仅蚊虫不敢靠近，还
能安眠助睡，玩儿累了，就把香包拿到鼻子
上闻一闻，那清凉的味道就会赶走你的疲
劳。

《孟子》里有对艾草这样的描述：“七年
之病，求三年之艾。”李时珍也曾在《本草纲
目》中写道：“艾以叶入药，味苦，无毒。理
气血，逐寒湿，止血安胎。”可见艾草的药用
价值是极高的。那时候的农村生活比较拮
据，医疗条件也有限，很多小病儿小灾儿都
是用土方法去治疗，艾草因为容易采集，功
效多样，成为被人们使用最广的药方。

记得小时候身上起了红疙瘩，或者起
了小疹子，奶奶就会用艾草给我们煮一
锅水，给我们洗澡用，那艾草的药香味儿
经过开水的烫煮更加浓郁起来，我喜欢那
种味道，就会迫不及待的躺进澡盆里，那
艾草的清香不仅抚平了红疙瘩的痒痛，也
让整个人都变得神采奕奕。如果患了风
寒感冒，母亲就会用干艾叶给我们熬水
喝，喝不了清苦味儿的，就会给加一块冰
糖调和着喝，连续喝上几日，感冒就会不
治自愈。母亲还经常用艾草水泡脚，不仅
能治脚气、脚癣，还能治疗痛风、风湿等
痛症。

夏日里蚊子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母
亲会在庭院的四角都点燃一把干艾草，把
蚊子熏跑，伴随着父亲的神话故事，还有那
清爽的艾草香味儿，没有蚊虫骚扰的我们
就会慢慢的进入梦乡。

艾草是乡村里最不起眼却与人们最亲
近的野生植物，它们默默地生长，慢慢的从
大地上汲取着营养，它们没有其它花儿鲜
艳的颜色，也没有像大树那样遮天蔽日的
本领，它们不张扬也不渴求，就用那淡淡的
幽香，青青的葱郁等待着阳光雨露，等待着
生根发芽，等待着人们在需要它们的时候
吐露芬芳。

假如

你是一滴水

请含着纯真长出谷穗

纵使岁月无情 青春老去

也无法将你俘虏

你依旧步履铿锵

滋润黄昏黎明

捎来春天的消息

抚平母亲心头的创伤

假如

你是一枚丹石

请蘸着地心之火锻造忠诚

纵使千锤百炼 风雨兼程

也无法改变你赤红的本色

你依旧一次次探望

一次次丈量

在四季的交替里

点亮乡亲们生活的希望

假如

你是一棵翠竹

请长成托举人民安康的脊梁

纵使风餐露宿 尝尽孤独

也无法让你折腰

你依旧跋山涉水

把身影丢给月亮

用实干交出合格答卷

编织京西父老幸福的时光

假如

你是一棵青松

请膜拜红船起航的方向

纵使前途漫漫 风雪张狂

也无法让你屈服

你依旧默默耕耘

日夜奔波守望

把每一个愁眉的脸庞

全都开成春天的模样

啊

一盆火 一腔血

一桶金 一片绿

走出一路芬芳

初心似火 生长荣光

从种子出发拥抱大地

从森林出发搏击天宇

许多人唱起 它更响亮

许多人扛起 它更刚强

于是 我们在召唤声中

撸起袖子

向着碧水蓝天深处

纵情歌唱

一
虽说是初春，但也没有挡住冬日的寒

风，一群麻雀在地坎子边上的草丛里蜷缩
着，小眼睛愣愣地瞪着光秃秃的杏树。在京
西古道的丑儿岭上，摇摇晃晃地走来了一个
20出头的年轻人，他拄着脱落残皮的枯木
棍，衣衫褴褛，仿佛多年没有缝洗过。他就
这么沿着满是深浅蹄窝儿的古道，顺着山坡
向着山下的村子走去。

在山坡上有几户村民已经开始在自家
一亩三分地里开始忙活了，其中就有大车店
郭老汉带着老伴和独生女，正忙着把地翻整
一遍。女儿抬眼正看见地头山路上的小伙
子步履蹒跚，身子在冷风中瑟瑟发抖，好像
一阵风就能被吹倒。正当她看得出神，只听

“扑通”一声，小伙子重重地栽倒在蹄窝儿
上。她赶紧放下手里的锄头，回头叫喊着：

“爹、娘，你们看有人晕倒了。”爹娘赶紧跑过
去，扶坐起小伙子，女儿从地头端来一碗水，
给小伙子灌了下去。小伙子慢慢地睁开双
眼，有气无力地说：“谢谢大叔、大婶！”郭老

汉拨开小伙子乱蓬蓬的头发，看到了一张蜡
黄的脸，心想：又是一个逃荒的，这年月连年
打仗，老百姓为了躲避战火，背井离乡，这个
后生肯定是饿晕了。想到这儿，郭老汉忙叫
道：“香儿，把饼子拿过来。”香儿心领神会地
把饼子递到小伙子跟前，小伙子眼睛一亮，
夺过来低头吃了起来。

待小伙子缓过神儿来，郭老汉一盘问，
才知道小伙子姓赵，在家排行老五，人们都
叫他赵五，是从口外逃荒来的，一家人在飞
机轰炸时都遇害了，只有他自己活了下来。
郭老汉思量了一下，想到自己的大车店正需
要人手，于是就和他商量愿意不愿意留下来
帮忙。小伙子连声应道：“愿意、愿意，谢谢
大叔收留我。”就这样郭老汉把赵五带回了
自己的马车店。他叫来了店里的另两个伙
计铁柱和大勇，把西屋放柴火的一间小房腾
出来给赵五住。铁柱上下打量赵五，一看是
个叫花子，气就不打一处来，对着郭老汉嘀
咕着：“老板，你看他那样儿，能干活吗？”“赵
五身板不错，就是给饿的，养两天看看。”郭

老汉说着，让铁柱和大勇带着他到后院，给
他收拾收拾，找件干净衣服穿上。铁柱不情
愿地答应着照办了。

3天过去了，赵五经过调养休息，身子硬
朗了起来，脸上也有了血色。他从大勇的口
中得知，郭老汉家的马车店，头些年经营的
不错，有十来辆马车，伙计也多，这几年兵荒
马乱的年景不好，为了维持生计，只留下了
他们两个伙计和两辆马车，勉强度日。第二
天天刚蒙蒙亮，赵五悄悄地拿上店里的粪筐
和粪叉走出了院门。赵五虽然岁数不大，可
深通“粪经”之道。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
上跑的，不管是家里养的牲畜，还是山间行
走的野兽，但凡这地方有的动物，他都能准
确地说出其粪便的形状、颜色和气味儿，而
且他还能知道每种动物的粪便会随四季气
候有何变化。何种动物爱将粪便排之于阳
坡，何种动物爱将粪便排之于阴丛、洞穴。
高粱、玉米、小麦、红薯等不同的庄稼，以施
什么粪肥为最佳；打猎时如何根据动物的粪
便判断出它的种类、大小、行走的方向、过去

了多长时间等，诸如此类能听得人目瞪口
呆。赵五家的祖上几辈皆为农民，他打5岁
的时候起就背着小篓子同祖父一起到村子
附近去捡粪，后来大点了，又扛着猎枪和父
亲一起上山去打猎，时间久了，他就积累了
一套自己的“粪经”。家乡连年的兵荒马乱，
家里实在生活不下去才出来逃荒，寻个活路。

赵五凭着自己的记忆,一边走一边低着
头查看路上散落的牲口粪，马粪、驴粪、骆驼
粪、牛粪……他拿着粪叉对准这些大粪叉
去，接着向上一挑，手腕一抖，向后一扬，再
一闪身，速度飞快，这一摊粪便稳稳落入背
着的粪筐中，就像一位神枪手那样准确无
误。沿着茶棚向上走就是西山古道了，许多
牲口经过那里，留下不少粪便，经过了一夜
的冷冻，已经硬邦邦的，很快赵五就拾满了
一筐粪。然后他背着粪，走到了郭老汉家的
田地里，把筐里的粪平撒到地里，然后才回
到了马车店。

早晨太阳升起，郭老汉拿出一尺长的旱
烟杆，坐在门前的石阶上，左腿跷起压住右
腿，左手举起托着烟杆，目光慈祥地注视着
三个伙计，他狠狠地抽了一口，“噗”地喷了
出来说：“今天赵五帮助你们两个到村东头
的杨家粮铺去，装上两车谷子送到妙峰山下
的岭角村的王家。”接着把货单给了大勇，他
握着烟锅子在门坎上“咚咚”地磕了磕，倒出

一窝子烟灰，然后把烟杆往背后一插，转身
回屋去了。

三个人赶着两辆马车来到了村东头杨
家粮铺，大勇去交了提货单，铁柱带着赵五
去仓库扛谷子。仓库里堆放着麻袋，铁柱不
怀好意地指着一袋谷子说：“赵五，你扛得动
吗？”赵五上前，弯腰用两手提了提麻袋。铁
柱用手按住麻袋撇着嘴说：“看你小子这身
子板就不成，看我的。”说着要扛起麻袋，赵
五说：“我来，你在旁边看着。”赵五用力抄起
麻袋的两个角，向后一扬，头一低，麻袋稳稳
地落在了他的肩上，转身往马车上走去。铁
柱一愣，随后也背起一袋走出了库房。两车
粮食很快装好了，店主清点完货物后，三个
人赶着马车沿着京西古道，翻过丑儿岭，涉
过永定河，颠簸着向西而去。一路上，骆驼、
马、毛驴组成的商队络绎不绝，他们仨人连
推车，再拽马，小半天的时间才到了岭角村，
终于把粮食交给了王家。

（未完待续）

小鸟每天都准时地飞到窗前
吵闹，时间像一条河，流逝的就永
远也不再回来。春寒伴着暖阳把
春天送到眼前，惊蛰过后，燕子都
飞回了家乡，又一年的春天就这
样脚不停歇地来了。

闲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坐
在书屋的窗前，伴竹窗鸟影，捧起
那部厚厚的诗集反复品嚼，随心
情波动，所读的感受也不尽相
同。是从那远古的诗意中找到心
灵慰藉吗？还是在寂静中找到呼
唤生命的共鸣？好像都不是吧。
也许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只
是一种随性。穿越那古老的诗
行，我好像能触摸到那一颗颗脆
弱又滚烫的诗心，或春风得意在
仕途做官，或失意被贬浪迹天涯，
或怀才不遇做个隐士，或远离尘
纷独钓寒江雪……总之，不管是
如意或失意人生，有一种不离不
弃、百结愁肠的东西一直伴随他
们左右，或诗酒狂歌，或浅斟低
唱，或采菊归隐，或思乡怀旧等，
有一颗浪漫诗心的种子深藏在心
底，人生就自信，内心就如此强
大，一切境遇都可以克服和战胜。

我放下这部古典诗集。眼睛
有一些疲倦，抬眼望望窗外，思绪
好像随飞鸟来到遥远的家乡。那
里的小河也解冻了吗？燕子又飞
到那里了吗？乡音未改，异乡远
眺，只不过是一种浅浅的思念而
已。我微微闭上眼睛，眼前浮现
出家乡的小河、小桥及远山的薄

云、天空和花草，还有那小鸟飞翔
的影子。小桥边还站着一位红裙
少女吧？那是我写的第一篇小说
《红裙子，红裙子》，处女作30年
前发表在家乡的纯文学杂志《青
年文学家》上，这便是我文学的第
一次学步。

记得责任编辑董国军老师和
一位年轻同事坐了两个多小时长
途客车，从齐齐哈尔市来到我们
的小县城，下榻在我们县城文化
局招待所。那时我在一家工厂当
工人，我急匆匆地赶到招待所，见
到两位陌生的文学老师。董老师
首先高度称赞了我写的这篇小
说，然后对小说结尾提出了修改
意见，并嘱咐我修改后马上给她
寄回。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开
始修改小说，对小说发表也充满
憧憬和期待。

这篇小说写一个农村女孩，
有一个梦想，想在夏天的时候买
一条属于自己的红裙子，像城里
人一样夏天穿上它在大街上行
走。这是一个追梦的女孩，同时
对自己将来的生活及爱情有十分
渴望的向往和追求。小说结尾我
原稿写她用自己采蘑菇、卖蘑菇
的钱进城买了一件自己喜爱的红
裙子，但在城里返回乡村的路上，
红裙子被风刮跑了，她下车去追
自己心爱的红裙子时，被汽车撞
死了。编辑老师认为结尾太悲惨
了，建议修改朦胧梦幻一些。那
时我刚刚学习写作，受西方现代

派文学影响，喜欢意识流小说，所
以小说手法采用意识流动般的自
由联想，小说语言也很灵动，这也
许是编辑老师看重这篇小说的原
因吧。

我猛地把眼睛从窗外移到屋
内，打开柜子，找到那本我珍藏许
久并已发黄的文学杂志，翻到那
篇修改后的结尾，重新读了起
来：“七月的风在天空中回旋着，
马路旁茂盛树枝上绿闪闪、肥大
的叶片被吹得都伸张开来，好像
在向四周散发热乎乎的空气。
她一边跑，一边追着她那心爱的
红裙子。她仿佛看见在一片燃
烧的火焰中，有一座隐隐约约的
小城，这座小城，她好像非常熟
悉又非常陌生，既像她家的三湾
村，也像刚刚离开的这座小城，
又像她梦见过天上的一座琼楼
玉阁。穿着五光十色衣服的人
正在彩色大街上行走，在行人
中，唯有那穿着红艳艳时髦裙子
的姑娘身影，像无数道耀眼的红
光，在人群中流动着，闪烁着，构
成了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
这是七月，这也是她之所爱，她爱
生活，爱这个小城，爱小城七月的
这个时候。”

前几天，我在当当网购买了
一本作家回忆录，书的“自序”中
作者写了这样的话：“迄今为止，
我已出版一百种以上的各类文学
著作，总计发表约七百万字。经
年累月，看似硕果累累，真正能够

留下来的作品，却少而又少。三
十岁以前的文字，如今几乎不忍
卒读。”读到这段话后，我内心一
惊，一个作家的一生，应该写多少
文字？能留下的有多少？作家自
己满意的又有多少呢？读到自己
当年的处女作，不但没有产生一
种“悔其少作”之感和厌弃，反而
觉得有一种亲切感，应该也算不
易。那毕竟是三十多年前的学步
之作，可能与遇见一位好的编辑
老师有关吧。前几年听说董国军
老师已经离世了，我悲情好几
天。当年小说发表后，我去齐齐
哈尔市出差，去编辑部看望过她，
但不巧她外出组稿，再没有见到
她。后来也只是相互通了几封
信，当面进行文学创作交流也仅
仅是那一次，永久的那唯一的一
次。

窗外，春鸟在忙碌穿梭，留下
一条条弧线一样的倩影。梅花流
着泪告别春天，留下不屈的风骨
和高洁。燕子在衔泥筑巢，爱情
和新的生命将在那个窝巢诞生和
成长。春天一切都充满生机，是
什么把这春天唤醒的呢？是远古
的诗情，还是对文字的真诚，或是
对梦想的执着追求？我一时难以
找到满意的答案。贺知章二月春
风的剪刀，能否剪出孟浩然春眠
不醒的春晓？李太白的独行远
舟，能否眺望到杜子美家国情怀
的春望？春城的溅泪，家书的烽
火，谁能把这个春天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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