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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华

“墨水呢？ 你的墨水呢？ ”
“落在麦地里了……”
幼时上学那会，写字都用钢笔，所以天天都要

端着一瓶墨水上学。 一日放学后与同学在麦地里
撒欢，四处寻找马豌豆做口哨，墨水瓶随意地放在
了一边。 结果一路上打打闹闹、走走停停，不知啥
时就忘记拿那瓶墨水了， 直到回家做作业时才发
现没了墨水，作业也没法做了，于是被父母好一顿
数落：“两毛钱一瓶的墨水呢， 你怎么落麦地里了？
赶紧回去找啊！”双亲那失望的眼神和气愤的样子，
有种天都快要塌下来的感觉， 让我至今都觉得心
有余悸。

当时自己的身子还没麦秆儿高， 走在麦地里
简直就像是在森林中漫步。 麦子漫山遍岭，哪块麦
地的模样都差不多。 所以，父母非要让我回想那瓶
墨水究竟是落在了哪块麦地， 我是真的啥也想不
起来了。还要我回去找，我上哪找去？焦急的我只好
哇哇大哭。 祖母闻声过来，问清情况后便牵着我的
手走出屋子，笑着说：“走吧，别哭了，我们去代销店
再买瓶墨水回来。 ”

去离家一里地之外的鲤鱼塘代销店买墨水，
依然要走过一眼望不到边的麦地。 祖母牵着我的
手， 七弯八绕地来到代销店。 那儿可真热闹啊，店
旁碾米坊的柴油马达“突突突”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空气中弥漫着柴油碾米机的呛人烟味， 以及代销
店内糖果、饼干、烟酒的香气和一些不知名的、从未
闻过的气息，那种感觉可真有点妙不可言！

站在高过自己一头的柜台边的我， 隔着冷冷
的玻璃橱窗，目光并没有去看墨水，却死死地停在
了那柜台里1毛钱能买10粒的水果硬糖上。 那时的
农村家庭，1毛钱弥足珍贵， 糖果是家人从来都不
会买给我吃的贵重东西。 记得我第一次品尝到大
姑带来的水果硬糖时， 简直只能用如痴如醉来形
容，以至于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水果
硬糖就是这世上最好吃的东西！

祖母似乎知晓了我的心思，便轻声问我:“想吃
糖？ ”

想到丢了一瓶两毛钱的墨水就足以让父母对
自己歇斯底里， 我心想大人又怎会舍得买水果硬
糖给我吃呢？ 于是我很懂事地吞了吞口水，摇着头
大声说：“不要！ ”

这下把售货员都逗乐了， 连说这孩子懂事啊。
祖母也怜爱地笑了， 她掏出身上用手帕扎成的钱
包，买了瓶墨水，又买了10粒水果硬糖递给了我。 接
过糖果后，我当即高兴得几乎要跳了起来。

也许是见我身上的衣服太短了点吧， 售货员
便笑着揶揄祖母：“孙子这么乖， 给他买件衣服
啰。 ”祖母瞄了一眼正在吃糖的我，似乎觉得售货
员说得也对， 便与售货员一起在货架上好一阵挑
选， 最后选了一件红背心让我试———尽管那已是
店里最小的一件衣服了，但往我身上一披，还是直
接拖地上去了，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最终在旁
人“反正小孩子长得快”的怂恿下，祖母咬咬牙买
下了，然后领着我沿着来时的路，回家。

那件大大的红背心伴我读完了小学，直到上初
中时才恰好合身。 而那天在归途中，我高兴地吃着
水果硬糖，早已将之前的不快忘了个精光。 路上我
一遍又一遍地对祖母说：“奶奶，等我长大了，我一
定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给您，买好多好多好看的
衣服给您。”祖母似乎很高兴，笑着叮嘱我走路要小
心别摔倒，嘱咐我回去后要赶紧做作业，回来时又
顺道在后山摘了些油桐叶， 说回去做桐叶粑给我
吃。 祖孙俩说说笑笑间就很快回到了家，祖母用家
里的石磨开始磨麦子，我则开始做作业，但心思却
伴随着石磨的转动一直盼着吃桐叶粑呢。 待祖母
用石磨将麦子磨成了面粉，水和了之后再用油桐叶
对折包了放到锅中蒸熟，那就是夹杂着麦香和桐叶
香的桐叶粑了。

那天我吃得狼吞虎咽的， 祖母笑着说：“慢慢
吃，别噎着，桐叶粑还有很多，去年的麦子还没吃完
呢，今年的麦子又快要有收成了……”

那时候漫山遍岭都是南方冬小麦，从上年冬天
播种到次年盛夏收获， 从韭菜般青翠到稻谷般金
黄，我们年复一年地看着它破土、生长、拔节、抽穗，
再看着它成熟后被收获。 它与我们的生活如此息
息相关，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土麦子，祖母能够用这
种土麦子做面条、做桐叶粑、做漆醋、做麦芽糖，像
变魔术一样的利用着它。 哪怕是麦秆，也被用来造
纸。它的一生和一切，都这样无私地奉献给了我们。
而每每回看收割之后的麦地，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
位刚生了孩子的母亲一般，肃静、虚弱和疲惫！

因为产量低、因为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如今已
极少有人种植南方冬小麦了，桐叶粑的身影早已难
得一见，尤其是手工石磨做出来的就更为稀罕。 昨
日在菜市场， 忽然看到有个摊位正在叫卖桐叶粑，
那股夹杂着桐叶香的麦香直冲肺腑，不知怎么的我
就忽然想起当年在麦地里对祖母说过的话：“奶奶，
等我长大了， 我一定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给您，
买好多好多好看的衣服给您。”但这句当年的承诺，
我却至今都未能兑现， 因为祖母早在17年前就已
经离开我们了！

祖母辞世时刚过70岁生日不久， 她一生拉扯
养大了8个孩子，操心劳累，身子在去世之前已经
佝偻得不成人形。 尽管如此，她的突然离世还是让
我们猝不及防，感觉她就像麦子一样奉献了自己的
一切，而我们却谁都无以为报。 那时自己才参加工
作不久，收入微薄，并未对她有任何回报———我总
是以为她还会在这个世界上陪我们很久，总以为今
后还有很多的时间来兑现自己当年的诺言， 可最
终，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已经再也没有机会了……

闻着似曾相识的麦香，我匆匆走过那个卖桐叶
粑的摊位。 那刻我的眼泪突
然稀里哗啦就流了下来，就

像当年在麦地里丢
失了那瓶墨水一样！

有一种信赖
叫靠谱

肖凌之
`

� � � �正常的人都希望自己活得受人信赖， 然而要得到
别人的认可和信赖， 却不是想有就有的， 取决于你的
表现是否在别人脑海中拥有靠谱的印象。

靠谱， 原本是北方方言， 是 “离谱” 衍生出的反
义词， 说的是演奏者演奏乐器依谱而行， 而不是随心
所欲、 胡乱弹奏。 这些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 其意思
有了新的含义 ， 既指思想 、 言论 、 意见 、 方案 、 计
划、 措施等切合实情， 值得相信， 也指为人做事的稳
重和靠得住， 值得信赖。

靠谱， 于人而言是一种优秀的品质， 于事而言是
一种稳妥的价值取向。 某人或是某事一旦被认定为靠
谱， 某人就会受到欢迎和尊重， 某事就会得到认同和
推崇。 反之， 被认定为不靠谱的人就会受到谴责和唾
弃， 被判定为不靠谱的事就会受到否定和拒绝。 人们
选择事业上的合作伙伴 ， 或者是选择人生的终身伴
侣， 或者是对事物作出分析和判断， 常常是以靠不靠
谱作为判断和考量的重要因素的。

现实中， 我们却总能遇到一些不怎么靠谱的人 ，
这些人一旦与你相处你就觉得不踏实。 有些领导总喜
欢拍脑袋决策、 拍胸脯保证、 拍屁股走人， 乍看起来
豪气十足 、 魄力十足 ； 有些同事总喜欢将重活赖给
你、 将责任推给你， 但有了成绩和功劳却据为己有 ，
甚至还喜欢打小报告、 搞过河拆桥； 有些熟人总喜欢
卖关子、 吹牛皮、 要面子、 扯闲谈。 实际上， 这种领
导是华而不实的不负责任的领导， 最终只会给事业带
来灾难； 这种同事是拈轻怕重和邀功诿过的同事， 根
本无法很好共事； 这种熟人是图慕虚荣、 搬弄是非之
人， 决不可深交。 他们的表现实际上是披着豪气的不
负责， 是自私自利的小聪明， 是为人做事的不靠谱。

靠谱， 是对人最通俗的最好褒奖， 或是对事的最
直白的最佳肯定。 为人做事只有靠谱才可行稳致远 。
把自己打理得靠谱， 把自己的事确立得靠谱， 也是获
取他人信任和信赖的根本方法。

我们要做靠谱的人 。 要将诚信看作安身立命之
本 ， 做到言必信 、 行必果 ， 凡事有交代 ， 件件有着
落， 事事有回音。 要讲原则、 守规矩， 心有所畏、 言
有所戒、 行有所止， 不过 “防线”、 不踩 “红线”、 不
越 “底线”。 要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实事求是，
有多大的腿就穿多大的裤， 有多大的能力就办多大的
事， 不好高骛远， 不贪大求全， 不沽名钓誉。 对事物
的评价实事求是，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始终保持做
人的本色， 并做到心口如一， 表里如一， 诚恳待人。

我们要交靠谱的友。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近优
者优、 近劣者劣。 人活在世， 交友需要十分谨慎。 信
誓旦旦却不兑现的人， 虚情假意背后捅刀的人， 危难
时刻躲猫猫的人， 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人， 只愿添花
不愿送炭的人， 只想揽功不想担责的人， 多半是些不
靠谱的角色， 能远离则远离， 不能远离也只能做泛泛
之交。 而那些一诺千金的人， 那些有权不奉承、 有钱
不巴结、 无权无位不小瞧但却始终真心待你的人， 要
好好地珍惜， 那才是益友、 诤友。

我们要做靠谱的事。 不作虚无缥缈的空想， 不定
不切实际的目标， 不出执行不了的主意， 不用不得人
心的歪招， 坚持本职的事情认真做， 复杂的事情细心
做， 简单的事情用心做， 重复的事情耐心做， 使所从
事的事业经得起推敲、 对得起良心、 受得住检验、 看
得出成效。

向好向善向上的人都会向往靠谱、 追求靠谱、 践
行靠谱， 去做靠谱的人， 去交靠谱的友， 去干靠谱的
事。 唯如此， 我们才会收获广泛的信赖， 得到广泛的
支持。

满庭芳

湘西建州60周年
游湘西文化公园
黄叶

甲子初开，知秋一叶，
海筹重垒新城。
征途万里，诗意任纵横。
遥想湾溪旧貌，哪堪问，
今曰鹏程。
画桥外，祥腾龙凤，
灯火万家明。

香飘涵桂韵，滋兰树蕙，
九畹情倾。
漫赢得，美人香草晶莹。
摆手飞歌流彩，正澎湃，
笑指娉婷。
回眸处，归来燕子，
应使露华惊！

想将月亮
挂在心上
周云武

去年中秋， 我在他乡，
仰望皎月把星空照亮，
仿佛也在穿透我的心房，
抚慰浮沉游离的思念与向往。
母亲在电话那头， 我在电话这头，
眼前， 浮现母亲年青时的模样。

今年中秋夜， 我回到了故乡，
像儿时一样依偎在母亲身旁。
蒙蒙细雨， 层层浮云，
把月光严严实实地遮挡。

朦胧中，
我贴近母亲的脸庞，
皱纹与白发， 分明在诉说，
母亲已不再是年青时的模样。

总以为年华只是轻轻流淌，
岁月不会悄悄发黄。
母亲在老屋守望， 我在他乡奔忙，
小心翼翼地把牵挂和祝福珍藏。
总以为年轮刻不出期待的感伤，
一次又一次让陪伴往后放……
何曾想———母亲已是白发苍苍。

多想取回躲在云后的月亮，
挂在我的心上，
用我沸腾的热血，
温一壶暖暖的月光。

王湘宏

今年中秋，我从北京回到家乡益阳，这是
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在家乡过中秋。 那几天，阴
雨连绵，我没见到“月是故乡明”的家乡满月，
却吃了不少老爸种的菜。

老爸喜欢种菜。 从我记事开始，我们搬过
好多次家，都总能吃到自产的时令蔬菜。 老爸
到哪都寻觅闲地，开荒砌砖拉土施肥，愣是在
城市的间隙和楼群的边角因地制宜整出片片
菜畦。 前两年，即便在我北京家中的阳台上，他
也在花盆中种了辣椒和黄瓜等， 结出累累硕
果。

今年三请五邀老爸老妈去北京，他们都不
情不愿， 主要原因是老爸又新开垦出了菜地，
割舍不下他那些地里的宝贝。

这次回家刚好可以检阅下老爸的劳动成
果。 一处是家中的院子，原来的花园已被蚕食
成菜地，中央的茶花树、杜鹃花等因不受待见
已被挖走移开，院子周围的树上爬满了苦瓜丝
瓜的藤蔓，草坪已成片片小菜池，只有两条鹅
卵石石径还透着曾经是花园的依稀。 我背着手
煞有其事地看了看，评论道：“你这菜歪歪斜斜
又细胳膊细腿，种得不怎么样呀！ ”老爸说：“这
是刚发出来的秧子好吧，给你看我的冬瓜。 ”说
完， 从一角落处扒拉出好几个几十斤的冬瓜，

一把抱起，颇有力拔山兮之势。
第二天姐姐开车拉我去看了下老爸的主

战场———离家三四公里远的菜地。 说是菜地，
其实是老爸把主干道旁一条少有人迹的岔路
一隅的杂树乱石清理了，在平缓向阳处种了应
季的蔬菜，在凹坑坡地上种了红薯凉薯等。 我
们到时刚好见到穿着雨靴拎着耙子的老爸，正
向一个同道者打听在哪能买到鸡粪。

我问老爸：“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
方怎么浇水？ ”老爸领着我拐几个弯到了一个
水塘，说:“咯，我都从这担水呀！ 前几月湖南30
多天没下一滴雨，我每天早上4点多钟起床，赶
在气温上来前走过来，一趟趟担水浇菜。 晚上
太阳落了我再过来浇一遍，但好多菜还是没保
住。 ” 我走近塘边看了看，潭深坡陡又无台阶，
也不知老爸是怎么把两个大桶汲满水，又怎么
在高温天顶着潮热一趟接一趟地担水到几百
米开外？ 他这般执着和投入，几个月不辞辛劳
保护着他的菜地不致干涸，图啥呢？ 毕竟是80
岁老人了哦。

这次回家，名曰是带女儿一起陪爷爷奶奶
过中秋，其实是享受他们的伺候。 连着几天下
午晚上我都是葛优躺，欣赏莎拉波娃、科维托
娃、沃兹尼亚齐等网坛美女的中网比赛，吃着
老爸不时递来的剥完皮切成片的凉薯。 老妈直
朝老爸嚷嚷：“你让他吃那么多凉性的东西干

啥呀，有啥好吃的？ ” 其实，真的好吃，冰爽甘
甜，童年滋味，直沁心肺。 有我这般捧场，老爸
终于不再曲高和寡，不久又扛着锹到他的菜地
去了。 约两个小时后背着一袋凉薯红薯回来
了，来回步行六七公里，腿不软气不喘。

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高启曾有《春暮西
园》一诗云：“绿池芳草满晴波，春色都从雨里
过。 知是人家花落尽，菜畦今日蝶来多。 ”这首
诗对喜欢田园和劳作的老爸最适合不过了。 老
爸曾对我说过:“土地是最有良心的， 你对它好
就会得到加倍回报。 ”

为了让老爸更志得意满和劳有所乐，我决
定把他挖出的凉薯红薯、新摘下的蔬菜、刚斩
杀的土鸡和老妈新买的土鸡蛋、手工米粉等都
装包带回北京。 真可怜那严重超载的半人高的
行李箱。 它曾随我漂洋过海，今后还要随我回
到家乡，装运更多老
爸的菜。

赵航

�一
� � � �渔夫来到河边捕鱼，青蛙被吓得往水里跳。

水中的鱼见了，心里说：“这个人在岸上，大概准备捕捉青
蛙了。 ”

渔夫把网撒到了河里，鱼和青蛙都被网住了。 渔夫把鱼和
青蛙都丢进了鱼篓里。

鱼篓中的鱼自言自语说：“真是太不幸了， 我是受到了青
蛙的牵连才被捕进网里的。 ”

自以为是，其实不是。 很多事情发生在身上，自己看上去
觉得是偶然的，其实是一种必然。

�二
� � � �渔夫来到河边捕鱼，青蛙被吓得往水里跳。

水中的鱼说：“青蛙真聪明，跳进水里，可以无忧了。 ”
渔夫把网撒到了河里， 鱼和青蛙都被捉到， 丢进了鱼篓

里。
青蛙叹息说：“原来以为岸上不安全， 想不到河里也不安

全。 ”
自以为是，其实不是。 逃难的地方，不一定就平安无事。

�三
� � � �渔夫来到河边捕鱼，青蛙被吓得往水里跳。

鱼说：“河里真是个好地方，青蛙也躲进水里来了！ ”
鱼和青蛙都被渔夫捕捉到了。
鱼说：“水里也不是很安全的， 我为什么要生长在水里

呢？ ”
青蛙说：“水里也不是很安全的， 我为什么要往水里逃

呢？ ”
渔夫自言自语说：“不是水里和岸上决定你是安全还是不

安全，而是你所处的角色，决定你是安全还是不安全。 ”

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 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管见集

汉
诗
新
韵

鱼、青蛙和渔夫

菜畦今日蝶来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