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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新冠疫肺炎疫情缓和的空当
儿，我急匆匆地回了一趟位于黄河岸
边的山西老家，去陪爸妈待几天，以弥
补过年未能回去陪老人的缺憾。

春节前，本已买了回家的车票，并
兴冲冲地告诉了老人家，老爸老妈开
心地准备了许多年货，翘首等儿回
家。疫情就是命令，传染病防控正好
由我分管，这是我的职责，我果断退
票，一猛子扎在防控一线近10个月，
带领同事们逆行而上，为抗击新冠，保
护地区人民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尽了
自己最大的努力。

然而心里一直隐隐作痛的,便是
对父母的愧疚，不仅没能守约陪老人
过年，反倒让父母天天担惊受怕，为我
操心。尽管我忙里偷闲地给老人打电
话，报平安，当然只是报喜不报忧，无
论形势多么紧张严峻，总是装作轻松
的样子。

但我清楚，父母明白我是有意瞒
着他们，所以也不多问，只是叮咛，要
干好工作，也要保护好自己。那炽烈
的爱子之情，从他们那微颤的声音中
溢出，每当这时候，我总会找借口快速
挂了电话，是怕我的情绪失控，会引得
他们更大的担心。

有过上次没能如约回家的教训，
不敢再提前透露回家计划，但我从决
定的那一刻起，就已归心似箭。乘坐
高铁虽然只有四五个小时车程，但我
觉得，似乎走了一个世纪。

一进门，我热烈拥抱瞪大了眼睛
的老爸老妈。半天才醒过神来的老
妈，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轻轻地捶打着
我说，这是真的吗？不是你又在骗我
吧？搂着两个老人家，我们喜极而泣。

这次我是悄悄回家，避免同学朋
友往外拉，为的是把时间全留在家，全

身心地陪伴爸爸妈妈。除了睡觉，老
爸老妈一直围着我，拉东扯西，喋喋不
休，总也聊不够。最多是回忆我们兄
弟俩小时候。尽管是已经讲过无数遍
的故事，老人仍津津乐道。我和弟弟
全神贯注地听着，到关键处，我们总会
抢答，每当这时，老爸老妈满脸洋溢着
幸福，满眼闪着泪花。

老妈知道我喜欢吃她擀的面条，
早餐汤面，中午捞面，晚上北瓜面或是
水疙瘩，要不就是焖面，哈哈，要是有
加餐，肯定还是面，只是老妈神仙似的
变换着花样，让我百吃不厌。走南闯
北这么多年，就好这一口，因为这是妈
妈牌的面，这里倾注着天下最无私、最
深沉的母爱。

离家多年，老家始终是我最大的
牵挂，因为那里有我的老爸老妈。因
为挂念，几乎每天一个电话。电话内
容虽几乎一样，但还总是天天打。那
头总是老妈在答话，因为老爸耳背，他
总在一旁笑着打岔。有时候实在太
忙，我忘了打电话，老妈一定会把电话
打过来：你没有事吧？我知道，这种牵
念之情浓的化不开，一点不掺假。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每次回
家，老妈总会在第一时间问，你啥时候
走？因为她怕才回家的儿马上又要离
家。短暂的陪伴后，我不得不在老人

的依依不舍中，离家返京。
奔驰的列车上，我的思绪如同滔

滔黄河，无法平息，打开的书始终没有
往后翻，盯着书的眼睛早已朦胧。一
颗心又回到了陪伴爸妈的那几天，浮
现在我眼前的，还有老弟那嘻嘻哈哈
的笑脸。无论爸妈怎么唠叨，他总是
笑嘻嘻的哄着老人家，就像哄小孩子
一样逗着爸妈开心……

我在想，要是我天天陪着爸妈，我
能做到像老弟那样，总是笑脸盈盈
吗？一会儿行，一天行，几天行，常年
如此，一辈子如此，我没有自信地给出
肯定的回答。想到这儿，心头一热，涌
出了对弟弟的钦佩和感激，是他让老
爸老妈真正浸在幸福之中。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轮回，
父母随着年岁的增大，身体机能下降
衰退，乃至不能自理，一如婴儿时的
我们，也需要亲人的呵护和照顾。米
奇·阿尔博姆在《相约星期二》中说
道：“衰老并不是衰败，是成熟，人生
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与人，并接
受爱。我们要学会爱我们的父母，同
时还要教会他们，坦然地接受儿女的
爱。”

虽已返京，我却把心留在了老家，
留在了父母身边。

毛守奎/文

踏着山谷间青石铺成的小路，一点儿、

一点儿，一个坑儿、一个坑儿，我在上面蹦

来蹦去，好玩极了。这路上的石头经过多

年的风霜雨雪，行走摩擦，许多已经变得

溜光圆滑，上面还保留下了长年的驴骡

驼马行走的痕迹——蹄印清晰可见的蹄

窝坑儿，这些蹄坑儿刚好容得下我的一

只小脚丫。山路沿山势蜿蜒而上，坡度也

越来越大，我的身体就使劲向前倾斜，脸

颊都快要贴着路面了，我每天上学都要走

这条崎岖绵长的山路。我心里有点埋怨

起来，上个学真是辛苦累人。但是，一听

到耳边从蓊郁的树丛中传出来的小鸟欢

快而清脆的唧唧声，看着两旁茂密的绿树

和散发着幽香的各种美丽野花，我一下

子便又开心起来，继续甩着小胳膊哼着

小调向前走。

我的小学校终于到了，眼前出现了背

靠青山脚的一座寺院。古老斑驳的庙宇敞

开着大门，一条用石板铺成的小径从寺中

穿过，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山中。这是一座

很大的寺院，高高的围墙直插天空，小径的

右边是一片紫色的小野花铺成的草地，满

眼都是那亮嫩的紫色，像是扑面而来的晚

霞。顺着小径往里走，绕过一棵苍劲高大

的皂角树，便有一节一节的台阶通到上

院。寺院内遍布古松古柏，挺拔苍翠，浓荫

蔽日，浓郁的松树香气飘得满院都是。我

好奇地数着：一棵、两棵、三棵……一共有

九棵。我在课余时间总爱绕着这些古树转

圈圈儿，我生平还没有见过这么粗的树

呐！那时，小小的我总爱在树下仰起头，让

阳光从树枝的空隙间照射到我的眼里，金

灿灿的是那么耀眼好看。小院的东房是一

座大殿，足有四间房那样大，殿内的山墙壁

和梁柁上，彩绘、文字依稀可见，透出这里

的古老。寺院的北角还有几间简陋的平

房，与大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正院

之外，寺庙还有一个后院，大部分是园子，

种着一些应季的蔬菜和庄稼。

这座庙宇坐落于永定河畔的王村南

面，马鞍山麓，戒台寺山脚下的幽谷中。它

依山而建，充分利用了山谷中这块难得的

空地，想是有它的好处。我也不知道寺庙

是什么年代修建的，就知道它真的很古老。

这里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把

大殿作为我们的教室，总共就一个三部制

的班级，最高到三年级。每天清晨，都会

从大殿的教室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稚嫩

的声音在整个幽静的寺院中荡漾。中午，

我们把一只只小手拉起来，围着大松树

转，一边转一边唱：“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

鸭子，我天天早晨赶着它们到池塘里，小

鸭子对着我嘎嘎地叫，再见了，小鸭子我

要上学了……”那歌声飘出很远，在山间

回荡。要是赶上丁香花开时，我们几个小

淘气，会利用课间休息时，跑到丁香树下

把小鼻子凑到花蕊前闻一闻，深深地吸一

口气，那丁香花的香味儿会瞬间通畅全

身，别提多舒服了。等到放学，趁着老师

不注意时撅两枝丁香花揣在兜里，把香气

留住带回家。如果遇到下雨天，我们就趴

在教室的窗台上，用心静听雨滴打在房檐

上，顺着瓦片流下来的声音，那雨帘给我

们的童年带来无限的遐想，我们会想起美

猴王孙悟空从水帘洞的瀑布穿过的情

景。雨后，那些小动物们更加活跃了，胆

大一点儿的小松鼠，顺着寺院院墙，捧着

刚熟透的杏儿，摇摇大尾巴像是在向我们

示威。我们几个小伙伴会一起跑过去围

追堵截，不料这个小家伙竟从别的墙洞里

溜走了。于是，我们与它们就成了捉迷藏

的好朋友。我们经常拿一些核桃放在墙

洞口，看它们大模大样地走出来，捧起来

惬意地吃着，不时还用那狡猾的眼睛看我

们一眼，生怕我们和它们抢似的，那样子

可爱极了。

听大人们讲，这座院落原来是一座尼

姑庵，庵里住着几个尼姑，她们每天念经打

坐，劳动度日。我想这里一定曾经发生过

许许多多的故事。许许多多的人曾在这里

生活过、盛开过、美丽过，但最后都随着时

间的荏苒而凋谢了，他（她）们消失得一点

痕迹都没有。后来，这里成了王村举行节

日祭祀活动的地方。每到此时，全村男女

老少都来了，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新中国

成立以后这里就闲置了，后来村里的小学

校就安在了这里。我在那里读了三年书，

现在已经破败荒芜了。

每次回娘家的时候，我会经常抽出些

时间到那里走一走。只为去梳理一下自己

纷乱的心情，回忆一下遥远的童年记忆深

处那些美好的时光，也体会一下岁月历史

的印痕和古老沧桑的巨变。

啊！月寺庙，我童年的摇篮。

月寺庙月寺庙，，我童年的摇篮我童年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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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太阳初升的方向面朝太阳初升的方向
史迎凤

当东方露出晨曦
当你我超越繁冗与年岁的门楣

在校园会集
定期以大雁的姿势往返

从各方飞回 栖息
一段 关乎课堂的日子

注定凝结在 这个不一样的冬季

沿着冬日的栈道出发
借助季节的寥廓

一席山水 一席真谛
是途中的专属诗句
一程足迹 一程记忆
是一路的主旨修辞

走过 被满满六十个昼夜 垒就的阶
梯

领会 抵达的意义

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滴

像一枚枚珠圆玉润的词语
于字里行间游走 滑动 停留

会拢的力量 融和这片如镜的水域
悉数收集 智慧的涟漪

破冰 那一瞬间 时光定格
教室窗前的玉兰和月季
寒冬中绽放 温润而美丽

读懂这一个冬季
承载了太多涵义
寄予崭新的春天
注入无限生机

坐拥蓝色的湖面与天空
想象澄澈的水波漫延

有如涌动的潮汐
此刻 我再度拾级而上 凭栏远望

怀着 感恩的情意
蓦然 我真的好想

面朝太阳初升的方向 敬个军礼

回回 家家

爱惜粮食 王进聪/作

我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女，生
在大山脚下，长在黄土盆地，对
农田的热情始终如一，对家乡的
谷子情有独钟。

记得小时候，父亲的一把小
锄头将我带进了田间地头。绿
油油的谷苗一眼望不到头，我陪
父亲一起锄草，日日守护。谷苗
一天天长高，风吹过齐刷刷的谷
子地，犹如碧浪翻卷。

金秋时节，我穿梭在谷田
里，大大的谷穗敲打我的脑袋，
缠绕我的羊角辫，这竟然成了我
童年的快乐。谷穗一天天变黄，
父亲阻止了我的穿梭，原来是谷
粒成熟了，触碰容易脱落。等到
秋风起，谷子也完全成熟了，父
亲把金黄的谷子收割，把金灿灿
的谷穗运到大场院。

接下来就是骡子拉石碾上
场了，几百斤的石碾在谷穗上翻
滚，场上人欢马叫，屁颠儿屁颠
儿的我在骡子后边追赶着，和大
人一样兴奋着。不一会儿，大木
叉挑起碾压过的谷秸，饱满的谷
粒早已全部脱落，满地全是金黄
的谷子，像海边金色的大沙滩，
我在“沙滩”上打滚儿，蹦啊跳啊
……

大人们撮啊、捧啊，掩饰不
住内心的喜悦，欢声笑语洒满打
谷场，瞬间堆成了一座金山。只
听父亲一声喊：“躲远点，风车来
啦！”人们闪开，一辆风车推过
来，一簸箕一簸箕的谷粒倒进风
车上口，随着风车的转动，哗哗
哗的谷粒流下，杂质飞到了远
处，留下的都是饱满干净的颗
粒，好神奇呀！夜幕降临，父亲
推着装满一袋袋谷子的小车回

家，车上载着他的责任，我的向
往。这就是我童年最深的印记，
忘不掉、抹不去。

农耕文化在父亲的传承下
保留至今，我也慢慢成熟长大，
依然崇拜米农的勤劳耕作，依然
迷恋淳淳的米香……

那天，父亲对我说：有一天
你会不再那么需要我，每一次与
你挥手作别，离你的距离就会远
一点，更远一点，所以，在你还是
那么依恋我的时候，我会尽可能
的陪伴你，享受这只属于我们的
短暂而又幸福的时光。你总要
长大，我总要老去，不过我依然
守候在这片养你长大的米田里，
等你回来！

我对父亲说：实现您的期
望，就是我应尽的孝，您养我小，
我伴您老，什么时候青青也离不
开您呵护的翅膀，走不出您温暖
的视线，更忘不了您喂我的一勺
勺米汤……

外嫁的我割舍不断故乡情，
深深迷恋沃土热，每年秋收时节
回老家成了必修课，收割着自家
米田地，打探着乡亲们的苦与
乐。田间地头就是我和父亲的
交流所，伴随着镰刀的响声，我
与父亲的真情流露源源不断。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
大场里的谷垛一排排，彰显着乡
亲们丰收的喜悦，而在父亲眼里
流露的却有一丝忧伤，这使我疑
惑不解，父亲道：乡亲们每年丰
收的是产量而不是富裕，收回家
的谷子卖不出去，销路成了问
题，由于商贩的压价，我们的血
汗钱没了保证。我陷入了沉思，
看着父亲脸上那一道道岁月的

痕迹，还有经不起风雨消磨的身
躯，为乡亲们的担忧成了他的心
头事。我的心说不出的酸楚，也
恍然明白父亲不肯和我走的原
因，不是舍不得他那一亩三分
地，而是不舍与乡亲们那份真
情。

解除父亲的忧虑成了我的
心事，农民的辛苦见不到收益，
传统的农耕文化竟然得不到信
赖。我不能置之不理，国家给予
我的知识财富不能埋没，发挥新
兴职业农民的作用，做出农村实
用人才的榜样，我要创销路、找
市场。

2017年我把家乡的米带到
了我的朋友圈，高品质的小米得
到认可，口碑给我的不仅仅是动
力，更多的是希望。滞销问题解
决了，我要做农民与市场的桥
梁。农产品精品再现由我完
成。统一收购，打造品牌，“青青
农园米恋你”走上市场。种田
苦，卖米难的常规被我打破。

3 年来，增多了回乡的次
数，加深了和乡亲们的感情。春
种、秋收层层把关，为的就是能
给消费者带来放心粮，回头客广
宣传，认可的是青青小米的质
量，信赖的是我们古老久远的农
耕文化，我不能辜负。

父亲竖起了大拇指，开心地
笑了。农民不存粮，劳动见成
效，故土体现了价值，乡亲们手
头儿宽裕，这就是期盼，也是我
那一抹乡愁。父亲的指引激发
着我的思路，更多小而散的农产
品将汇聚我青青农园，撸起袖子
加油干！

刘晓青/文

米米 之之 恋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