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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 清明节回家
上坟,成了我的必修课,一年都
没有落下,哪怕刮风下雨,也没
能阻止我回家的步伐。 今年清
明还没到, 我就开始翻日历了,
看什么时间合适。 盘算好了日
子,我就给父亲打电话,告知他
我将在哪天回去。 父亲在电话
里笑着说,你这孩子,每年做清
明都那么急,还早着呢,春分都
没过,还不能上坟,等过了春分
再说,要是下雨就别回来了。故
乡把清明上坟叫“做清明”。

我一听,才想起老家确实有
这习俗,上坟烧纸必须等过了春
分,这其中有什么道理,我们都不
知道,父亲也说不出所以然,一代
一代的传下来,大家都遵从。 只
是父亲说要是下雨,就不要回去
了,我不能听从,无论如何,都要
上那几处坟头磕个头。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执着于
每年一次回家做清明。 有一篇
文章说,清明时节,只有站在先
人的墓前,才知道“我是谁,从哪
里来,将向哪里去”。 这话说得
好深奥, 我好像从没有这样想
过, 恐怕也只有哲人才会在清
明祭祖时想这么高深的问题。
也有人说, 清明节是老祖宗为
了感恩而设立的。相传,春秋时
晋国臣子介子推在晋文公重尔
落难时割股救君, 那时重尔还
不是一国之君。 后来晋文公坐
稳江山, 介子推带着母亲一起
归隐山林。 晋文公为了报答介
子推,逼他出来封官受赏,便放
火烧山, 介子推宁愿被烧死,也
没有出来, 死前还留下一首诗,
其中头两句是 “割肉奉君尽丹
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事后,为
了纪念介子推, 也是为了激励
自己, 晋文公把放火烧山的这
一天定为寒食节, 民间只可吃
冷食,不准生火做饭,把第二天
定为清明节。 这于我好像也不
合,我每年要去磕头的坟墓里,埋
葬着好多位我根本就没见过面
的祖宗们,甚至还有已经逝去近
百年的曾祖。 对他们,除了和我
有血缘的联系,就再也没有其他
直接的关系了,又谈何感恩？ 但
是,每次站在他们的坟前,我都会
虔诚地下跪,认真地磕头,没有一
点勉强, 更没有一丁点不情愿。
还有人说,清明泪洒万堆纸,不如
在世一碗粥。意思是告诫人们要
生前孝顺,死后在清明时烧纸洒
泪都没有意义了。 更有甚者,宋
代诗人高翥写过一首《清明》诗,
最后两句是 “人生有酒须当醉,
一滴何曾到九泉。 ”这意思就是
人活着时候要及时行乐,等到死
了,后人祭祀你的酒,你一滴也喝
不到。 其实,从理智的角度,我是
部分同意这种观点的,人死了也
许什么就都没有了,活着的人再
怎么祭奠, 估计逝者也不知道。
但是,我每一次清明上坟,依然
插彩标、烧纸钱、放鞭炮、磕长
头,一个步骤也不少,这种仪式
感,不为祖宗们知道,只为自己

内心的虔诚和心安。
尽管我说不清楚自己为何

要年复一年地在清明时节回
家,还要在那一天,在祖宗们坟
前烧几张纸,放一挂鞭炮,但是
我仍然乐此不疲,初心不改。三
月初和父亲通过电话后, 就把
清明回家上坟的时间定在春分
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六。 父亲在
电话里再三叮嘱: 要是下雨就
不要回来了, 路上开车不安全,
我不放心。我嘴上答应着好,其
实内心里早就决定这一天一定
要回去。

约定日子的头天晚上,我就
坐高铁回到了故乡。第二天一大
早,我开着妹妹的车,载着父母出
发上坟了。 说来也巧,头天回来
时还在下雨, 第二天却放晴了。
路上, 我们在商店里买好花、鞭
炮和标子。 以前还要买黄纸、冥
币、元宝等,现在因为防止山火
的需要,不让烧这些东西了。 标
子可能是故乡特有的祭祀物品,
它是用彩纸折叠剪成,放开来有
几尺长。 祭祀的时候,用竹竿或
树棍挑着插在坟头。

我们按照顺路的原则 ,先
去了外婆的坟地。 外婆的坟在
一处高岗上, 四周没有人家,到
处都是松树,遍山野草,高可过
膝,显得寂静阴森。其间还多有
树刺, 一不小心就会扎到人,有
时还会扎进衣服里, 能把衣服
拉坏。 每年来都要仔细寻找一
番才能找到,今年同样如此。我
们在草窝树丛中逡巡了半天 ,
好不容易找到了, 母亲开始唠
叨, 说是外婆这坟地选的不好,
老人家生前最喜热闹, 可是这
偏僻野山里, 哪有人能陪她说
话？ 父亲因为有气管方面的毛
病, 走起路来上气不接下气,他
只能站在一边看, 帮不上什么
忙。 我先把标子插到外婆的坟
头上, 再把一束花放在碑前,点
燃一挂短短的鞭炮, 父亲对母
亲说磕头吧! 母亲跪下来,对着
外婆的坟头, 深深地磕起来,一
边嘴里念叨着, 求外婆要保佑
大家。对母亲来说,每年做清明
的任务再简单不过了, 就是拜
求祖先们保佑后人。 父亲和我
依次磕完头, 外婆的清明就算
做完了。 我们仨人接着到下一
个地方去。
这处坟冢离外婆的坟有好

几里地, 不过它就在一条水泥
大路的旁边,异常好找。这里葬
着谁,我以前一直不知道,父亲
也语焉不详, 他只知道有他的
爷爷,他说据老人们讲,这坟里
一共葬着四个人, 除了曾祖,其
他人是谁,他也不知道了。为了
解开这个谜团, 回来做清明前,
我开始翻阅家谱, 还真顺利地
解开了这个迷。 原来这里除了
我的曾祖, 还有我的曾祖母以
及曾祖母的妯娌, 最让我奇怪
的是,我爷爷的第一位夫人(生
了我大伯父就去世了, 后来才
有了我奶奶), 也就是我曾祖的

媳妇也葬在这里。 我曾经以为
这是一种丧葬习俗, 但是父亲
说, 哪是什么习俗, 还不是因
为过去穷, 买不起墓地, 就只
好葬在一起了。在这处坟茔我
待的时间比较长 , 磕完头 ,我
站在坟前,想象着曾祖们的样
子 ,直到父亲喊“走啦”,我才
回过神来。

下面接着要去的就是爷爷
奶奶和二伯的坟地了, 离这里
大概有十几里地, 也在一座山
头上, 不过这山曾经是我们汪
家的祖坟山, 远亲近邻的死后
都葬在这里, 所以这里的坟地
一个挨着一个,鳞次栉比。而且
这山也不荒凉, 不远处就住着
人家,山上种满了各种树,有故
乡最常见的松树, 还有一些经
济作物,如油茶、果树、竹子等。
二伯是我父亲的二哥, 不到三
十岁的时候因病去世了, 没成
过家,当然也就没有子女。爷爷
和二伯死于上个世纪文化大革
命期间,那时破四旧正浓,墓碑
是不能立的, 所以尽管每年我
都来, 但每次都找不到具体哪
个坟冢是爷爷的, 哪个是二伯
的。但是说来也怪,近十几年来,
父亲并不比我来得多, 但是每
次他都轻车熟路, 不用任何思
考,更不用左右寻找,总能一下
子就走到爷爷和二伯的坟前。
我的奶奶去世于上世纪九十年
代,墓前有碑,找起来就方便多
了。
在奶奶坟前磕完头, 父亲

把我和母亲带到爷爷坟前,他
喘着粗气, 断断续续地告诉我,
要记住爷爷、 二伯他们坟的位
置,他是来一年少一年了,说不
定哪一年就走不动了。我一听,
怔住了,看着父亲,才觉得他真
是老了,两鬓花白的头发,被山
风吹得乱糟糟的。 父亲开始说
爷爷和二伯的往事, 这些事我
已经听了很多遍, 每年清明来,
父亲都会说,从来没有不同过。
听着父亲的叙说, 我忽然想起
母亲在外婆坟前说的话, 不也
是多少年都不变的么？ 那一刻
我明白了, 我们每一年执着地
来做清明, 无非就是把对亲人
的缅怀找到一个安放之地,哪
怕是素未谋面的亲人, 因为血
缘关系,缅怀也成为一种自然。
这种缅怀, 或放在对往事的絮
叨上, 或放在磕的一个个头里,
或放在一声声鞭炮中。 父亲和
母亲是这样, 我又何尝不是这
样呢？
在二伯坟前磕完最后一个

头,今年的清明算是做完了。坟
场旁边有一小片梨树林, 树木
遒劲,透着生命的张力,清明节
到来,那时就要开花了吧。
忽然有几句诗闯进我的脑

海:
几处邱茔今又至,

彩标冥纸祭先灵。

撩衣长跪悠悠起,

忽见枝头数点青。

又是一年清明节, 人们扫
墓春游活动起来, 我要说的是
关于清明节和黑布鞋的故事。

每当春节过后,天气渐暖,
我便迫不及待地央求母亲:快
抓紧给我做新鞋, 为春游做准
备! 我那么爱蹦爱跳,去年的那
双早已不成鞋形了, 清明节我
要穿新鞋去春游呀!

那时的母亲好像总是很
忙碌, 极少有时间坐下来做针
线, 于是我就非常主动地帮母
亲做各种家务,摘菜洗菜,烧火
做饭,喂猪放羊,淘草喂牛,好多
平时不做的我都抢着去做,目
的就是: 让她有时间坐下来给
我做新鞋!

于是母亲终于开始给我
做新鞋了,先找来鞋样,用报纸
剪好的鞋样比划着我的脚,看
看要放大多少, 至今我都记得
那鞋样在我脚边发出的窸窸
窣窣的声音, 在我听着是如此
美妙,我微闭双唇,低头看着母
亲的侧颜,难掩内心的喜悦。剪
好鞋样,开始裁布,布是黑斜纹
棉布,裁好,缝边,把毛边封好缝
上。再做鞋底,几层旧布用面糊
糊好晒干的浆布做鞋底, 然后

一针一针,密密麻麻地纳鞋底,
这个最费时费工, 要好久才能
做好,母亲本来就做事缓慢,又
不愿马虎半点, 所以就更是缓
慢。我一天天数着日子,算着时
间既盼望清明节快点到来,又
怕时间到来新鞋没有做好该
怎么办,对母亲又不敢太催促,
知道母亲很忙很辛苦, 这种焦
急又矛盾的心情把我折磨得
越发的面黄肌瘦。 每天睡前都
要到针线筐看看工程进展情
况,早上一睁眼也要去看看,然
后又大力地帮母亲做家务,为
了我的新鞋我也是拼了!

母亲也知道我的心情 ,所
以一有空闲就缝上几针,我每
天晚上计算着新鞋的进度:明
天鞋口应该能封好了,后天鞋
底应该能纳到中间了,可是母
亲的手哪能跟上我的心呢？
这经常让我感到焦急又沮
丧。

清明节一天天地近了,柳
叶由浅变深,麦苗也每天疯长,
新鞋也在我的无限企盼和惊
恐之中终于要完工了: 母亲要
上鞋了! 就是最后一道工序:把
鞋帮和鞋底缝到一起。 母亲上

鞋的时候, 我就搬个小板凳坐
在旁边看着,每缝一针,小小的
心就喜悦一下, 不时地眨巴着
眼睛,吞着唾液。 上鞋是用一种
棉线拧成的细绳子, 劲很大,很
结实, 当棉绳随着钢针纳入鞋
底被拉出时, 会发出一种清脆
的声音, 想着新鞋就要完工,想
着清明节和同伴们游玩的各种
场景, 觉得那声音就像明快的
音乐一样悦耳动听!

清明节我总算如愿穿上
新鞋去春游了,很多年过去了,
清明节游玩的过程以及很多
场景已经慢慢淡忘, 唯独当时
为了踏青而盼望的那双黑布
鞋,以及当时的种种心情,每每
想起,久久难忘!

现在我的鞋柜里摆满了
各种鞋子,每天可以换着穿。可
是看着那么多鞋子, 我没有什
么喜悦激动的感觉, 却是时常
想起小时的那每年一双的黑
布鞋,那不仅仅是一双鞋子,它
承载着我童年太多的回忆和
快乐,我怀念儿时的清明节,怀
念我的黑布鞋, 也感谢母亲那
纳入鞋底里对我的满满的母
爱！

梨花白时正清明
汪团结

清明节，黑布鞋
李徽

确切地说,我认识田边的青草,比认识地里的庄稼还
要早。

儿时,田边地头是戏耍的天堂,脚下踩的,眼里看的、
手中玩的,几乎全是草儿。 累了,趴在青草上休息,青草如
同母亲精心缝洗的柔软被褥;困了,躺在青草之上,伴着
草儿的清香不知不觉就进入梦乡;馋了,拔一根青草,在
嘴里砸吧咀嚼,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 田边地头的青草,
织就了我童年温柔的襁褓。

庄稼地就在眼前,那是父母的作业本。 一年四季,他
们以锄当笔,在上面涂抹着不同的色彩,收获养家糊口的
希望。 或许是担心不谙世事孩童糟蹋,父母是轻易不让
我们几个孩子下地的。 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我分不清
麦苗与秧苗的区别, 看不出籼稻与粳稻叶脉的微妙变
化。我们只能与青草为伍,与青草为伴。冬去春来,青草青
了又黄,黄了又青,草色嬗变,见证了我们一天天成长。

田边长大的孩子,过了撒娇偷懒的年龄,就要帮衬家
里干活,最适宜的事便是放牛割草。 因此,识别青草成了
我们儿时必过头一关。 慢慢地,我识别了绿叶的铁杆青,
粗叶的猪儿菜、细长苇叶草,当然,更多的是一些叫不出
名字的青草。 它们默默在田边地头生长,也许它们压根
就没有名字。

与草为伍,渐渐知晓了它们的习性。 看似柔弱的青
草,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无论在田边、地头,还是
在沟沟坎坎,总是割不尽,铲不完,烧不绝。

田地里土壤肥沃,墒情好,自然招惹青草的觊觎,伺
机溜进地里,与庄稼的争抢地盘。 如果说,庄稼苗是父母
眼中呵护有加的乖宝宝,草就是无人管教的野孩子。 只
要它们在地里一露头,便被整天在地里逡巡的父母毫不
留情锄去。 也许是有太强大的生命力,它们总是在父母
眼皮底下捉迷藏,这边铲除掉,那边又长起来。 还有那些
田边被割得寸茬不留的青草,一场春雨之后,又会争先恐
后冒出细嫩的枝芽,一丛丛、一簇簇,三两天就会葳蕤一
片。 只要有泥土的地方,就会有青草纤细倔强的身影,只
要有阳光的地方,它们就会生机勃勃。

草, 通常被庄稼人另眼相看, 生活中却是不可或缺
的。 那年冬天,家中的老水牛瘦得皮包骨头,原来虎虎生
风的四只蹄子走起路来居然摇摇晃晃。牛是农家人的劳
力,是耕地、播种、收割不可缺少的帮手。 春天一到,父亲
就吩咐我,赶紧牵着它去田边吃草。 一场春雨过后,田边
地头各种各样的青草齐刷刷从泥土中钻出来,牛来到这
里,如同赴一场盛宴,吃得连头都不愿抬,每次都把肚子
撑得像倒扣一口锅。 我们叫不出那些杂草的名字,但我
们闭上眼睛都能说出它们叶片的形状,熟悉它们开出的
每一支花朵的色彩和芳香。 我不担心杂草会被牛吃完,
因为尽管头一天被牛吃得跟剃头似的,第二天,它们又会
生长出来。 一个春天,老水牛的身体渐渐变得膘肥体壮,
等到耕地时,如同出征的健将,劲头十足奔向田野。

鲜嫩的青草不仅是牛的最爱, 也是猪羊的饲料来
源。 那时,家中饲养了两头肥猪,喂的一半是糠糙,一半是
青草。 与牛不同,猪吃的青草比较挑剔,专捡有浆汁的嫩
草吃。有一种叫猪娃菜的青草是它们的最爱。每到春天,
猪娃菜沿着油菜地的沟垄,一个劲地与油菜苗争夺地盘,
它们便是我和村中一群小伙伴打猪草首选的对象。从学
校放学之后,我们便拿着镰刀,挎起竹篮,一头扎进地里,
如同完成一道特殊的家庭作业。 我们常常一边打猪草,
一边嬉笑打闹,比谁打得多,谁打的嫩,谁打的草质好。 打
完一篮猪草,男孩子开始打斗游戏,女孩子围在一旁起哄
看热闹,高兴的时候,也有人唱起刚学的歌,一曲《打猪
草》飘荡在田野里,演绎着童年无尽的欢乐。

有一年闹春荒,家中不仅缺粮,平时烧火做饭的稻草
也紧缺。 为了解决烧火做饭难题,只能打青草的主意,把
它们割回来晒干充当燃料。我和弟弟每天天不亮便挑着
箩筐去割草,由于家家户户都缺烧的,一时间,田边地头、
沟沟坎坎旁的青草几乎都被割尽了,如果遇到一片没有
被割的青草,如同发现宝物一样兴奋。 有时割不到,挑着
空空的箩筐回家,沮丧的心情比晒干的青草还要蔫。 看
着空空荡荡的田边地头,真想那些平时铺天盖地的青草
一下子冒出来,长满乡村和田边地头每一个角落。 后来
找不到高一些的青草,就去挖一种叫巴根草的杂草。 这
种草特别矮小,紧贴着地面生长,割起来特别费力。 割回
来的草,还没有晒枯,就被填到锅堂里。 好多年过去了,我
还在痴痴地想,那一年,如果没有那些青草,真不知道怎
样度过纷乱苦涩的日子。

如今,青草依然年复一年在家乡田边地头田头无声
无息地生长, 只是人们再也不需要靠它们去喂牛喂猪,
更不需要靠它生火做饭做燃料。只是,每当看到它们,我
的心中还是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这些天地间生生不息
的精灵,靠着一粒籽、一根茎、甚至一片叶子,任凭风吹
雨打,生生不息,以一种不屈的精神,诠释一种生命的赞
歌。

一大早就被夫人“逼着”，开车送
她去杨柳机杂粮面。 所谓杂粮，也就
是玉米、大豆、绿豆、红芋干子等。 孙
疃集不算小， 就是没有机杂粮的，听
说杨柳街上有。

杨柳离孙疃也就 15里路， 开车
一小会儿就到了。到杨柳却找不到机
面坊， 问几个街上的人都说不知道，
其中一个竟然说： 现在哪有机面的！
夫人执着地说有，一定得找到它。 车
在街道上开几个来回， 多方打听，才
找到。 也难怪，这个机面坊既没有标
志，也没有招牌，一大一小两个机子：
大的打料，小的机面。
机面的人不多， 机料的人较多。

机料的各种车辆排成长队，每个车上
都有好多袋子粮食，他们都是搞养殖
的，主要是养猪的、养鸡的。机杂粮面
的先后来了三个。 我们前面的是位
60岁左右的妇女，她机绿豆，说是老
头子想吃绿豆丸子。 绿豆不多，大概
有 10斤吧。我们后面来的是个 30多
岁的男子，戴着金戒指，穿着新皮夹
克，抽着软中华，像个混事的。他机红
芋干子，200多斤。 我问他哪弄这么
多红芋干子，机那么多红芋干子面啥
时候能吃完？他说：专门买的红芋干，
机成面，给人送礼。 我们机玉米和黄
豆，除了自己吃，也准备送点给亲戚
朋友。这年头，拿粗粮、杂粮面送礼是
时尚。

农民自己家里、 地里生产的，用
最原始的工具制造出来的，号称“本
地的”都受欢迎。什么本地鸡，本地鸡
蛋，各种本地粗粮、杂粮面，家养的
猪、羊、鸡、鸭等等，都可以当贵重的
礼物送人。

想当年那个以杂粮、杂面为主食
的年代， 淮北农村以栽种红芋为主，
红芋有许多优点，产量高、易种植、好
管理、抗拒自然灾害能力强、耐储藏
等，民谣曰：“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
芋不能活”。锅里烀着红芋，篦子上蒸
着窝窝头。窝窝头的原料是红芋干子
面、玉米面。 母亲做的窝窝头又薄又
深，菜肴是秦椒。 拿一个热腾腾的窝
窝头，灌满辣椒沫子，食欲大增。 乖
乖，别提多好吃啦！一边大快朵颐，一
边吟诵“窝窝头，蘸秦椒，越吃越添
膘”。 现在回忆起来， 口水快要流出
来。

不过，大家都知道红芋主要成分
是淀粉，不易消化，长期食用胃酸过
多，容易患胃病。 现在有的所谓专家
说，红芋是最好的抗癌食物，信与不
信不重要，总觉得此说法很搞笑。 在
那个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年代，红
芋只是用来充饥而已，哪里会考虑它
具有抗癌的作用。那时候，饥肠辘辘，
营养不良，患癌症者的确不多，患“三
高”者也鲜见。感冒发烧，患疟疾的时
候，为了发汗祛病，才能吃上一碗鸡
蛋面。

小麦面叫 “好面”， 只有逢年过
节，或亲朋好友来了，才能吃上好面，
如包饺子，擀面条，蒸馒头等。孩子们
盼过年，能吃上白面馒头恐怕也是重
要的诱因吧。小时候，我到姥姥家，从
年初二过到正月十五， 都不想回家，
主要是恋着姥姥家的好面馍 ， 一旦
回了家就得天天吃杂面团子或窝头。
而如今却翻了个，杂粮比白面金

贵，成了新宠，竟然可以当礼物送人！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推磨、机面

是一部中国农村的现当代史。原来叫
推磨（先有推磨，后有“有钱能使鬼推
磨”），农村里大户人家才有磨房。 首
先得有闲房子， 买得起那套工具：大
石磨、粗筛、细筛、罗布篮、簸箕、粗
箩、细箩。 动力是驴子。 把驴子眼蒙
上，驴子胆小，蒙上眼就什么都不怕，
可以拉着磨转圈子了； 戴上笼嘴子，
防止驴子偷吃面。 小时候，大人得去
挣工分，儿童、少年往往就得推磨。这
活儿，我可没有少干。有几年，粮食歉
收，牲口没有饲料，驴子骨瘦如柴，走
不动路，累倒在磨道里，自己起不来，

必须几个人把它抬起来，驴子被抬起
来后，继续推磨。“真是小车不倒往前
推”。随着驴子出现死亡现象，生产队
出台不准用驴子推磨的规定，让驴子
休养生息。 人们只好自己推磨，那时
候，我经常和父亲一起当驴子推磨。

改革开放后， 先用上电的郑家
庄， 一位转业军人买了一个电磨，当
时人们叫面机子。 不要忽视它，它可
是我们这十里八村中第一台电磨。他
的生意好得很，门前的架子车排起长
队，要机面得赶早。如今的他，该是大
面粉厂的老板吧。

也就在那时候，我考上大学离开
家乡。记得，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让
办转户口和粮油关系。办粮油关系还
得卖几百斤小麦，换粮票。 到学校报
到也得缴粮票， 结果我的粮票不够，
是同学李丹为我垫了 10斤 （具体多
少忘了）。不久粮票就成了文物，以致
我现在都没有还李丹粮票。现在我的
邮票集子里还保存着 50斤粮票，有
全国通用的，也有安徽省地方的。 小
面坊什么时候悄然消失的，实在是想
不起来了。
前年， 我到北京找一位学生办

事，为了表示感谢之情，拿一千元钱
给他，他死活不要，最后说如果有机
会就给我弄一袋子自己地里生产的
小麦面粉吧。 我始终记着这件事，去
年得知他回来探亲，我嘱咐夫人抓紧
淘粮食，机面。石磨早成了文物古董。
找遍任集、孙疃，竟然没有机面的，只
有面粉厂。 后来听说郜桥子有机面
的，就去那里机了几袋子面。 遗憾的
是他去得匆忙，还没有带走。 下次去
北京一定给他带去。
几年后的今天到杨柳机面，和几

位机面的老乡谈及此事，无不感慨万
千。 是啊，世事变迁，沧海桑田。
机几十斤玉米， 两分钟的事儿。

我跟机红芋干子面的小伙子聊得很
投机，期待要点红芋面，就说拿玉米
面跟他换几斤， 他非常慷慨送我几
斤。他说，自己机得多，送你几斤没关
系。
回来的路上，夫人大概与我的心

情一样，说了许多陈年往事，最难忘
的一次， 她初中毕业那年的冬天，她
自己，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拉一袋
子小麦去机面。 先到 5里远的郭集，
结果郭集停电。怎么办？一时还来不
了电，家里人都等着吃饭呢，只好拉
着驾车子前往 20里开外的孙疃。 等
在孙疃机完面， 已经是深更半夜了。
寒冷的冬天，朔风凛冽，半夜三更，一
个女孩子拉着架子车，行程 20多里，
现在想来仍让人毛骨悚然。
从杨柳回来，夫人把玉米面分装

了四个小塑料，每袋大约 5斤吧。 分
别是蚌埠的大哥家、 淮北的小妹家、
蒙城的表姐家、北京的明勇家。
做午饭， 夫人决定蒸一锅窝头。

用小伙子送的红芋面掺少许的玉米
面、豆面，和面，捏窝窝头。 看着妈妈
做窝头，女儿好奇，她大概是第一次
见做窝头吧， 非要自己亲手做个窝
头。当然，真正的窝头，女儿也是第一
次吃。 平时在各种酒宴上吃的窝窝
头，都不是真正的窝窝头。我呢，刷蒜
窝子，砸秦椒。
开饭啦，女儿吃她自己做的那个

最大的窝头，从来没有见过她吃饭如
此香。 我以前写过 《孔融为什么让
梨》， 她历来吃东西都是拣少的、小
的，都是“让梨的”。可是今天没有让，
一下子吃俩。 不过她没就秦椒，而是
就麻酱。
我和夫人吃窝窝头蘸秦椒，可是

没有回忆中的那么香。
如今富裕了，随便吃啥，基本上都

是三高。 所以吃什么， 都喜欢听专家
的。生活质量，健康保健，绿色环保，膳
食结构，营养搭配等等，不一而足。
开着轿车，来回跑 40多里路，机

几十斤杂粮面，够油钱吗？划算吗？这
在以前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吧。

所有的花朵都竞相开放

有的在地面

有的在空中

有的在眼前

所有的鸟儿都放声歌唱

有的在山间

有的在树林

有的在屋檐

所有的植物都散发青春

风在给柳儿梳妆

雨在给蓓蕾打扮

麦苗自豪地招手春天

所有的奋斗者向幸福出发

给星球号脉测绘路线

让山河牵手彩虹相恋

让思念与理想一一实现

与草为伍
姚中华

杂粮面
任 瑾

致春天
李世剑

一树梨花 谢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