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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的那些土货
安敏

彭世民

县太极协会的几位朋友到山里来慰问贫困户。 在陈
月亮家走访时，主妇刘林英端出几碟果子:山楂条、杨梅
饼、柚子皮、红薯片、盐果子……
你们城里人到山里来了，也没什么好招待。 这都是
我自己做的一些土果子，你们尝尝。
在城市里，超市多，小吃多，可谓五花八门。 但要吃
上这些土果子，还只有这山里有。
朋友们一边品尝，一边赞叹。 这山楂条甜中带酸；盐
果子（十样锦），味道酸甜、生津开胃；杨梅饼，那更是风
味独特……
刘嫂子，你这些东西可有买的？我们想买点回去。临
走时几位朋友把刘嫂子家的那些土货全部买走了。
在山里像刘林英这样勤劳的人家可多了。 我们驻村
工作队所到农户家里，他们都是拿这些土果子招待我们
的。
刘林英告诉我们：早几年，丈夫被诊断为膀胱癌，自
己身体又多病，村里考虑她家庭情况特殊，把她家列入
扶贫对象。 可在她们看来，当个贫困并不光荣，唯有勤劳
致富生活得才踏实。 她丈夫陈月亮坚持在外务工挣钱，
刘林英负责在家里种地持家。 每到山上的果子成熟的季
节，夫妇俩就进山摘野果，然后回来加工成土果子：山楂
片、山楂条、杨梅饼、杨梅干……就仅凭这些手工加工的
土货，一年也能挣上几千元。
凭着自己的勤劳，刘林英家2016年就脱贫了。 整个
横江村现有建档立卡117户375人， 其中2014年脱贫23
户72人，2015年脱贫27户93人，2016年脱贫41户132人，
2017年脱贫21户68人，2018年预脱贫2户6人，兜底保障
3户4人。 这些贫困户都像刘林英家一样，勤劳、纯朴，山
里的、地里的那些野果、农产品都成了他们脱贫致富的
宝藏。
如今山里公路通了，水利修了，土地丰收了。 山里的
色彩更加迷人了。 城里人来了，旅游者进山了，山里的水
果蔬菜如胡萝卜、白萝卜、姜、茄子、南瓜、苦瓜、菜心、豆
角、刀豆、辣椒、紫苏、杨梅……都是绿色环保食品，山里
的水，喝起来都是甜的。 就说那些盐果子吧。 生长季节，
收取的时候大量堆积，一时间也吃不完，山里人就把它
做成盐果子，便于保存，既可以用来招待客人，适当的时
候还可以换个零花钱。
像那些柚子皮，在城里吃过就是垃圾，柚子皮随手
扔了。 在山里，柚子皮经过村民们的加工，那就成了美
食。 不但吃起来口味好，还能起到降血糖、降血脂、减肥、
美肤养容等功效。
马齿苋， 寻常人家房前屋后都可以采摘到的野草，
洗干净后剪成一段段晒干，几个月都不得变质。 紫苏叶，
也是一种野菜，寻常可见，有一股浓郁的药香，不仅可以
做药，还可以做菜，能去腥添鲜。
前段时间，我同村民们一道去采鱼腥草，那一片片
开着小白花的鱼腥草在山里像一道道风景，非常美。 我
都不忍心拔掉，村民们说今年拔了，明年长得更旺。 我们
把它弄回来后洗净晒干，再把它扎成一个个小团，放在
家里，就成了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上好良药。
最近，山里进入收红薯的旺季。 少则几百斤，多则几
千斤。我问农户，收这么多红薯打算怎么处理。他们乐呵
呵地说： 这些红薯身上都是宝， 可以用来做红薯片、薯
条、红薯粉、经过初加工、深加工就能变钱了。
是的，山里的这些土货经过加工就能变成宝。 村民
们凭着自己一双双勤劳的手， 就能把漫山遍野的野菜、
野果做成一道道风景，让生活充溢着幸福与快乐。

冬天的姿态
周广玲

秋带着季节的最后一丝余温，渐行渐远，我开始清
晰地听到冬天那熟悉的脚步。 冬天的姿态，正从从容容，
迈着和谐的步履，如约而至。 秋天固然美好，但冬天也毫
不逊色，冬的静美，更有着一种穿透力，白雪皑皑的洁净
与亮丽，带给我们丰富的想象和思索，千里冰封的辽阔
与壮美，让我们充满着无限的憧憬和期盼。
冬天的姿态，低调沉着，它不像春天有着乍醒的姿
势，也不像夏天张扬急躁，来势汹涌，更不会像秋天张扬
热烈。 冬天自始至终，都以一位长者的姿态，展示着这个
季节独有的成熟与稳重，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冬天的姿态，就是雪花的姿态。 雪花漫舞从苍穹里
飘下，是那样的轻盈，静悄悄的，没有一丝的声音。 雪花
从来都是拒绝过分的热情，想拥有，只能化作一滴，清冷
的泪水。 雪寂静但不孤独，冷峻之中有着细腻的层次，雪
只要一转身，季节就会为此改变颜色。 飞雪是冬天的姿
态最好的表达，纷纷扬扬地，悄无声息覆盖着一切可以
掩饰的东西。
冬天，是一个储蓄的季节，在它看似冰冷的表情后
面，悄然孕育着希望的种子，积蓄着不凡的力量。 站在冬
天的入口，透过季节的寒冷，我仿佛看到了来年的春暖
花开，那是冬天姿态绽放出的希望。
冬天寒冷，色彩单调，或许并不完美，却始终抱有着
积极的姿态，有着向上的感觉，奔跑的姿势。 冬天的姿
态，对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来说，永远是一种现在进行
时。
冬日的美好时光，带给我们宁静与安详，安逸和满
足。 冬天的姿态，在我的眼里，是最美的姿态。

我怎么看他都是一头牛。
一头历经沧桑忍辱负重的老牛， 一头能承载日月
轮回能承受风云变幻的老牛。
每当他从我眼前经过， 我都会特别地注视着他。
是敬重？ 是沉重？ 是凝重？ 很难一言以蔽之。 就
这样注视着他走来， 又注视着他走去。 好像这是电影
上的画面， 是被岁月之刀无数次地刻镂过之后， 在夕
阳下活起来的一座雕塑。
他并不知道被谁注意过， 他从来就不是为谁的目
光生活的。
他的眼睛里只有路上的尘埃与泥沙， 只有自己一
步一步往前挪着的脚板。
这是一个说不上年纪的小老头。 我也看不清他的
脸， 因为我没看到他的头抬起来过， 只看到他朝天的
脊梁， 那脊梁是风雨的擂台， 那上边分明有风和雨厮
杀过的痕迹， 所以粗粝着一种金属的声音。
这是一个拉板车的小老头。
板车上每天拉的都是油泔水， 是那些满街市的店
面里觥筹交错间溢出来的油泔水。 如果你从板车后背
看过去， 只能看到那码得整整齐齐的泔水桶， 看不到
那拉车的小老头的。
拉板车本来就是要费力的， 总要躬着脚抵着足压
着头弯着腰拼了力往前挪步。 眼前这拉车的老头， 倒
是省去了那躬身的痛苦， 因为他的腰， 早就弯下去了，
成90度地弯下去了， 早就直不起来了！
真的就如同一头牛， 或许是一匹马， 只是前边的
两只手没有落地， 在紧紧地抓着板车的手把。 而整个
脊背是从臀部处彻底地弯下来了， 整个人一个90度的

标准的直角！
听说， 这老头的根就在这个地方， 是当时这里还
叫村庄的时候的村民。 长年劳作腰弯了， 背驼了， 弯
就弯驼就驼吧， 都很自然， 插田插着盼头也好， 割禾
割着日 子 也 好 ， 反 正 都 要 弯 腰 的 ！ “面 朝 黄 土 背 朝
天”， 朝着朝着就被镰刀锄头和日月风云联手做成了这
样一副骨架， 这样一副能呼应霹雳能对付坎坷的骨架。
后来村道变成街道了， 村委变成居委了， 土地征用建
楼了， 他就丢了那镰刀和锄头， 拉起了板车， 继续以
这种姿势， 在日新月异的街弄里穿行。
在他的眼里， 这些街弄依然是自己在土地里用锄
头挖出来的田垄， 他之所以拉着了一辆板车， 不过是
换了一种挑大粪浇地的方式。
小老头就这样日复一日地以90度和板车保持着一
条平行线， 把油泔水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
那一头是她老婆， 听说也是个驼背。
那个驼背老婆婆在那一头等着接油泔水， 那一头
养着几头猪。
这养猪的钱， 是供他们一个上了大学的儿子读书
的。
想象得出这两个驼背老人在家里喂着那几头猪的
情景。 那驼着的背低着的头， 心里眼里也许只看到这
几头猪。 猪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于是就想起儿时看到的至今挥之不去的一幅画。
在我生活过的新化那座小县城里， 在称为“市中
心” 的南门口一处悬挂巨幅电影广告牌的墙根下， 有
两位老人——
—准确地说不是老人， 只是看上去很苍老，
都说他们是两口子， 是两个大学生， 但精神不太正常，
他们在墙根下摆了个小摊， 修补铝锅， 叫“冷作” 吧。
满街的人都说他们精神不太正常， 但都喜欢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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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腊薯片
二

邓菲

一
我的故乡在湘西南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山上石
头多，田土少，零星分布在石板上的薄土只能种红
薯，故以红薯为主食。 每年秋冬之交，平地上种植稻
作农家晚稻收割后，进入农闲，但山村人家却是最
为忙碌的季节。 趁天气好，赶紧上山把红薯挖回来，
洗干净，切成片，晒干，储存起来，为第二年的春荒
做准备。
邻居们每年在同样的季节同样的红薯片上打
发时光，勉强能混个温饱。 但我奶奶似乎与他们不
一样，她总是挑选一些个大、修长的红薯与薯藤一
起打好结挂在屋前屋后通风的地方。 进入腊月后，
她把那些红薯取下来，逐个摸一下，看它们是否变
得柔软，然后洗干净，然后煮熟，然后晒干。 如果没
有太阳， 她就用筛子把红薯片像绣花一样摆好，挂
在柴火上熏。 红薯那股独特的香甜味总是诱惑着
我，我想趁她不注意，去偷。 奶奶似乎早就看出了我
心思，说别去偷，过几天可以吃了，就全是你的。
那时，天天烧柴火，不出半月，那些红薯片就干
干的了，奶奶用手摸摸，说薯片腊了，可以吃了。 她
先摸出一两片递给我，见我一口就吃了，又拿出一
两片递给我，说慢点吃，不要一次就吃完了。 然后，
她逐一把腊薯片拿出来，用小篮子盛好，放到我拿
得到的地方。 我只要一放学回家就去拿，有时还拿
几块放在裤兜里，奶奶看见了，总是说，慢点吃，不
要一次就吃完了。 有时还责备我几句，你少吃点，给
你姐姐妹妹也留几片。
吃腊薯片似乎是我的专利， 没经奶奶的允许，
姐姐妹妹是不敢轻易去拿的。 我那时大约八九岁，
偶尔也要做家务，想偷懒，就拿腊薯片和姐姐做交
换，让她给我做，比如洗碗、切猪草、扫地。 有时也拿
腊薯片与小朋友去交换简陋的玩具，比如木制的陀
螺、跳田用的小贝壳。 但不出三五日，篮子便空了。
奶奶见篮子空了，又从屋前屋后把那些挂着的红薯
取下来一些。
我很少看到奶奶吃腊薯片， 除非是偶尔试下，
看是否达到她满意的口感。 那个还弥漫着饥饿的年
代，奶奶不饿吗？ 她当然也饿，但她不吃，她只是想
让我生活在童年的骄傲里。
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回忆的叠加，我才恍
然明白——
—
其实，奶奶年轻时就驼了背，她做这些活时很
吃力。
其实，奶奶的脾气并不好，她只是让我这个长
孙成长在她的慈爱里。

了的铝锅子送到这墙根下去补。 男的姓彭， 去补锅的
人都喊他“彭癫子”， 都要和这两口子搭讪几句， 聊聊
家常。
是不正常么？ 补锅的时候、 搭讪的时候是看不出
来的， 手上的功夫是很精细的。 街坊邻居们也不远离
他们， 差 不 多 有 半 城 的 小 孩 儿 ， 都 围 在 他 们 旁 边 把
“彭癫子” 做歌唱。
只是在他们手头空闲的时候， 阳光很灿烂的时候，
那男的、 就是那“彭癫子” 便开始做报告， 基本上是
政治形势报告。 那架势啊， 那口才啊， 那英气啊， 迷
倒了一大群孩儿！
每每到墙根开始在日落中暗淡的时候， 他俩便收
拾好工具， 相携着、 恩爱着拐过墙角， 在铝片的“当
当啷啷” 中走回家去。
后来那个墙角空了。 再长大时， 墙也没了。 后来
有一种传闻， 这是那个年代两个被错误处理的大学教
授， 这墙角下“冷作” 的收入， 是为了一个远寄他乡
读书的孩子。
这个90度的驼背老头， 我也好久没见到他了。 一
问， 说是像那些走了的老人一样走了， 悄悄地去了远
方的天国……
眼前总要出现那板车， 那油泔水， 那90度的驼背，
那脊背如油泔水一样发着光， 和他所走过的路， 成为
一种古典。
此时， 南北宋之交时期的名相李纲一首 《病牛》
的诗意， 便也在这夕阳里成为一种剪影：
“耕犁千亩实千箱， 力尽筋疲谁复伤？ 但得众生
皆得饱， 不辞羸病卧残阳。”
我想， 这诗， 这驼背老头那读大学的儿子是读得
懂的。

有一年深秋放学回家，刚放落书包，父母就带
我上山挖红薯。 我还没吃晚饭，身上没力气，便磨洋
工，东一下西一下，挖烂了好多，父母很生气，就打
发我回家，让我干些洗、切的活。
我是个笨人，加之肚子里有火气，切红薯时，把
右手的食指切破了，看到手指流血了，我吓得大喊
大叫。 这时，母亲已散工回来了，放下肩上的箩筐就
指责我，骂我不会做事，只晓得呷饭，是个肉喇叭
（家乡对做事不能干的人的贬称）。 奶奶当时刚好从
家门口路过，听到母亲的责骂，很生气，一边数落母
亲的不是，一边赶忙跑过来安慰我，给我把伤口洗
干净，拿块干净布包扎好。 然后不知从哪里拿出一
块腊薯片，塞在我手里，说，走，到奶奶家去吃饭去。
我心里本来很委屈，想哭，但吃一口腊薯片后，心里
立时就甜了起来。 跟在她身后走了，母亲很生气，就
说，你有狠，你就莫归屋。
在奶奶家吃罢晚饭，我回去，母亲还在生气，真
的不准我进屋。 奶奶听见了，又跑过来与母亲理论，
两个人又吵了起来。
在童年的记忆里，为了我的是是非非，奶奶经
常与母亲吵架。 直到我差不多成年后，奶奶一提到
母亲，就说，你这个娘啊，总是骂个舌头不进口，一
个崽，哪能这样骂咧。 我知道，奶奶对我的溺爱已深
入骨子里，她听不得别人说我一丝一毫的不是。 哪
怕是我的母亲，她也不允许。

三
1991年冬天，我在隆回县城复读，一次回家去
拿伙食费。 姐姐对我说，奶奶经常昏倒在地，我听
了，心中一凉，心里一下子就梗得难受，那时家里才
修了新屋，但奶奶与叔叔生活在一起，仍住在打地
主时分的老屋里。
我去看她，摸了摸她的手，手好凉，而她却安慰
我，男子汉，要阳气足些，一次没考好，还有下次，只
要努力，一定会考上大学。 我与她在火炉旁坐了一
会，见我神情有些悲凉，又安慰我说，等天气好了，
我到背后石子岭寺院里去给你烧香， 求菩萨保佑
你，让你明年考上个好大学。 我听了这话，心里痛了
起来，想哭，又怕她看到。
天色有点暗了，我对她说，您老人家要保重身
体，我要回学校去了。 奶奶好像笑了下，说，你莫操
心奶奶，加把劲，明年考上个好大学，奶奶就放心
了。 我急急地走了，才走到离家不远的禾场里，她又
追了出来叫我停一下：“你看看， 刚才只记得说话，
把这点好吃的也忘记了。 ”她把一包用油纸包好的
腊红薯片塞到我手里。 我又握了握她的手，手还是
那么凉。
我不记那天是怎么回学校的，那包腊薯片是我
边走边吃了还是分给同学吃了，我真的不记得了。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在学校接到信息，奶奶
走了。
那天是走路回去还是坐车呢，我的脑袋好像被
人打了一重棍，在疼痛中忘记了所有的细节。 回到
家，奶奶已躺在地上的竹席上，她的眼睛闭着，似乎
是睡觉了。 我喊了声奶奶，又摸了摸她的手，冰凉冰
凉。 我仿佛才明白，她真的已离我远去了，五脏六腑
开始痛了起来。 是那种撕裂的痛。
给奶奶做法事那三天里我没有哭，也没有吃一
粒米，母亲劝我去找地方躺一下，我躺了会，没有睡
意，又爬起来了。 站在禾场上那个与她最后分别的
地方，我仰望星空，见流星一颗接一颗划过。
那晚，夜空特别亮，似乎又特别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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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继忠
父亲的伞， 很少用
虽然南方的雨很多很密
我离开家的那年夏天
雨不大， 父亲为我撑伞
只记得他的两鬓被雨水染白
几年后， 我送给父亲一把伞
款式很时尚的那种
希望他在田间地头炫耀一下
希望打湿的头发慢点变白
希望像抓住我的手一样
我也不喜欢撑伞
被雨水敲打的感觉很亲切
可以洗去灰尘
可以中和泪水
可以更加敞亮
父亲很少撑伞的原因
不想去稀释， 任由他厚重
如天空更加清朗
微笑与白发一起疯长
无需去关注雨水的酸甜
当我的两鬓被洗白
突然有一种撑伞的欲望
烈日下回家的那一天
父亲撑着伞到村口迎接我
汗水和泪水都在伞下
还是那把伞
被雨水冲刷的痕迹还在
我接过来， 天空很远也很近
很亮堂， 紧紧地抓住他
驼背的样子， 像伞的神态

白露
很少站在镜子的前面
因为对白露节气充满惶恐
妈妈说过： 白露身不露
习惯从今日起， 裹紧衣服
希望不要露出远和近的对白
其实， 露从今夜白
昨天用彩铅勾勒的底色
成了冷色调， 成了针线活
爬上妈妈的两鬓， 传染给我
给镜子留白， 把脸形拉长
面积和长度从来没有浪费
念着白露为霜的诗句
没有结巴， 皱纹也在模仿
只是， 这些由热转凉的日子
刻出由黑而白的一缕清高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