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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季节，院子的黄叶飘落一地，我又一次想起了母亲，
想起了母亲活着时留给儿女们的话。

小时候家里很穷，母亲常常因缺盐少油的日子而发愁，若
是来个亲戚就更叫人作难。每当此时，母亲总是避过客人悄
悄地把一个小木碗套在小瓷盆里塞给我，让我在村里挨家挨
户借点面、盐及蓖麻油，勉强让亲戚吃顿饱饭。还的时候，母
亲就用葫芦瓢将面、盐压了又压，油也明显比借时多了不少。
我感到不解，母亲便拍着我的头说：“借时要浅，还时要满，这
是借东西的规矩，困难时别人帮了忙，就一定要记得感恩。”

尽管日子很苦焦，但对童年的我们来说总是充满了欢乐
的希冀，我们每天都掰着指头盼过年。腊月廿三以后，母亲开
始忙碌了，先把从树上摘来的药籽压成油，再将生产队分的几
斤肉煮熟后，用肉汤熬一锅萝卜菜，供我们解馋。做豆腐是最
奢侈的事情，用豆渣拌少量的小米蒸一锅豆渣馍，简直是美味
佳肴。无论做豆腐还是蒸馍，我都自告奋勇去烧火。烧火还
真是个技术活，豆浆倒进锅中，豆渣馍放进蒸笼，火要赶不上
就会前功尽弃。有次我生怕火燃不起来，将一大堆柴火塞满
了灶膛，结果只见冒烟，不见起焰，母亲用火钳将部分柴火退
出，又将剩余的柴火逐个架起来，一边拉着风箱一边对我说：

“娃呀，火心要空，人心要忠，这样才能把事做好。”不一会儿就
见灶膛通红，火焰直窜。

从记事起我们家就人多劳少，年年都是缺粮户，为了一家
人的生计，母亲不得不辞去民办教师的工作，回家帮父亲干农
活。每天晚上她挑灯熬油地给我们辅导作业，等我们都睡了，
又拿出衣服一针一线地缝补。渐渐的我们一天天长大，母亲
就给我们讲《红岩》《青春之歌》《西游记》和《小燕子万里飞行
记》里的故事。母亲一生最敬重有文化的人，经常嘱咐我们

“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读书长大才会有出息。”直到晚年，她
还常用孔圣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来鞭策我们。

经受着岁月的磨砺，母亲慢慢地变老了。三年前她突然
生病，当我从医生那里拿到母亲的诊断书，怎么也不相信母亲
竟得了不治之症。除了千方百计地隐瞒病情，就是在省市医
院之间不停地奔波。

两年后，母亲匆匆离开了我们，至今我都不清楚母亲是否
知道她的病情。以母亲的睿智，我想应该是瞒不住的，只是她
把一切都深深埋在心底，怕儿女伤心而不流露罢了。母亲走
的时候是深秋，山被大雾压得抬不起头，雨不紧不慢地下了七
天七夜，原本郁郁葱葱的青草已开始枯黄，在秋风中凋零。母
亲就这样离开了
我们，虽然她老人
家没有留下什么
家当，但留给儿女
们的那些话却时
刻在耳边回荡，令
人终生难忘。

母 亲 的 话
李占军

几场秋雨过后，日头一晒，
田里的苞谷便灌浆变色，渐渐趋
于成熟。下班路过菜市场，看到
菜农正在叫卖嫩苞谷，就买了几
穗带回家，加水煎煮。十几分钟
后，揭开锅盖，一股鲜香味顿时
在灶间弥漫开来。迫不及待捞
出，捧在手里津津有味地啃，口
感嫩糯，甜香清冽，那个香啊，比
吃人参燕窝都美气。

啃着甜香糯鲜的嫩苞谷，我
的思绪不由回到童年，回到过
去，回到吃浆粑角角的旧时光。

我生在农村，长在乡下，是
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对故乡那
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对金
黄鲜香的嫩苞谷更是情有独
钟，心怀感恩。

那时候光景不济，年年歉
收，填饱肚子就成了过日子的头
等大事。青黄不接的年月，常常
是还没等秋庄稼成熟，夏粮就吃
得所剩无几了。为解燃眉之急，
人们只好将目光投向正在灌浆、
将熟未熟的嫩苞谷。

某个上午或黄昏，父亲背了
背篓走进一人多高的苞谷林，这
里看看，那里瞅瞅，捏捏这穗，摸摸那穗，就像顾惜自己的孩
子，总也舍不得下手。可不下手不行啊，几张嘴等着呢。索性
一咬牙，手伸向牛角一样的苞谷棒，伴随“咔嚓咔嚓”的声响，
不一会儿，嫩苞谷就装满了大半背篓。

背回家的苞谷棒子，剥下颗粒，淘洗干净，浸泡半日后，
就在小推磨上磨浆。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推
磨，专门用来磨豆浆和苞谷浆等食物。小推磨用石头打制
而成，洗脸盆大小，由上下两扇组成。下扇固定在一个木架
上，中间装有一个凸起的木芯，上扇中心凿有一个凹洞，压
住下扇，凹洞正好套住下扇中间的那个木芯。磨浆时，人推
上扇转动，一圈又一圈。由磨眼灌进去的苞谷粒儿，就在上
扇与下扇的厮磨下，变成稠稠的糊状，顺着磨缝源源不断涌
流出来，变成苞谷浆粑。

把磨好的浆粑收起，装在瓷坛子里，搁置在僻静的地方发
酵，待浆粑酸中带甜、味道微醺后，根据不同人的口味，加入适
量调料，搅拌均匀。这些做停当，去后山采些大片的桐子树叶
回来，清洗干净，将桐子树叶正面朝上，平铺在案板上，舀取适
量事先调制好的浆粑，均匀摊倒在桐叶半片上，然后将桐子树
叶的另一半折起，轻轻翻压在倒有浆粑的桐子树叶上，用绳子
稍加绑缚，一个半月形的浆粑角角就成型了。选用桐子树叶
包裹浆粑，除了能浸染到叶子的清香气息，更重要的是，桐子
树叶带有油性，烙熟的浆粑角角在食用时，便于开剥。

成型的浆粑角角，放在铁锅里大火烙熟，文火翻炕，便可
出锅。将桐子树叶剥开，浆粑角角表面带了一层浅薄黄亮的
壳，桐子树叶的纹理嵌进浆粑角角里，丝丝缕缕，清晰可见，闻
一闻，芬芳四溢，咬一口，香糯可人。那个年代，浆粑角角不仅
填饱了人的肚子，还带给人以舌尖上的享受。

已经有很多年没吃过浆粑角角了，但每逢吃嫩苞谷时，
我就会不由自主想起吃浆粑角角的时光。随着时代的发
展，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吃的追求也越来
越高。相信有朝一日，浆粑角角这种原汁原味的绿色健康
食品，一定会重新走上餐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成为
人们大饱口福的新宠。

浆

粑

角

角

程
毅
飞

水灾之后的第一个冬季。
立冬日，下了一场雪，雪下得大，厚厚

地裹了整个小镇。镇子变得安静而冰冷。
灾后重建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轰轰

烈烈的场面让人感受到水灾似乎并不是一
件坏事，也许在一年或者三年之后，这个小
镇会比以前更加美好，当初暴露的一些问
题在这次水灾之后得到解决，一些硬件设
施得到完善。这不，街道的水沟加宽加深，
街面得到硬化；街后河沿312国道边的排水
沟高标准建设；南沟河加宽，河堤砌垒坚
固；移民搬迁点着手绿化；一些倒塌的房屋
已开始重建；南沟三个村以及秦政、秦岭的
道路、土地在恢复中；水毁的香菇大棚，每
天都有上百人在捡拾垃圾，那些被洪水冲
得凌乱在满世界的香菇棒子被捡回来，在
天平沟集中堆放，并运往外面集中处理，以
防止灾后出现食用菌病毒感染或者疫情之
类的事发生。

农业部门开始组织人力及机械修整土
地，特别是香菇地基，平整后的土地建香菇
大棚，这种受益老百姓的政策无疑对受灾
损失的群众是难得的。政府建设，群众免
费使用。交通和水务部门已经全面规划道
路、河流的整修重建，拉土车、挖掘机、铲
车轰鸣，制造着特别的声音。

水毁的电力电路及配变在很短时间得
到了抢修。近百个电力工人，散布在牧护
关水灾后的沟壑间，倒杆断线的水泥杆冲
了再栽，栽了又冲，冲了再栽，总有一种精
神感动着我们，让光明再一次照亮灾区，照
亮群众的心田。路通了，灯亮了，手机恢复
了原有的功能，信息可以连通，心就可以沟
通，可以变暖。一场水灾，犹如一个噩梦，
梦醒了，我们开始新的一天。

相信政府——国家的力量还是强大！
这是洪灾后所有人的共识。

在这块几乎被遗忘被边缘化的小镇，
一场水灾的发生，犹如当年312国道的建成
通车，再一次把世人的目光聚集在这里，曾
经繁荣过，曾经萧条过，但始终没有被放
弃。一场水灾，正在改写着牧护关的历史，
把秦岭之巅的千年小镇建设成“生态山水
乡村”的目标，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中一步
一步地落地。

街道显得更加冷清，两排冰冷的房子

很少有人走动，门都是关着的，雪肆意地乱
窜。街西和街东的路被挖开一米多深一米
多宽的沟，下面埋了管道，上面又修了水
沟，原有的石板正好用在修水沟上，看起来
很美观。而这样一挖，车子是不能进入街
道，人也很难行走，街中间部分原封不动，
但却空荡着。一场雪的到来，注定了今年
腊月街道上不会有多少人。水灾造成312
国道蓝小段水毁，两个月过去了，听说便道
还没修好，地形复杂，工程巨大，要想恢复
畅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一来，很多
商铺进货渠道受阻。要去西安，或者从西
安到牧护关，需要从商州绕一圈从沪陕高
速走，要么从北边福银高速走。这一绕无
形中加大了交通费用。当地熟悉地形的司
机，也多从蓝关古道出入，这当然要开车技
术好的。蓝关古道在坡梁顶，绕来绕去的
弯道一波接一波，虽然是水泥路，但路窄弯
道急，时不时对面来车，相互让车都是难
题，稍不慎磕磕碰碰常有发生。一旦堵车，
就是一长串，群众期盼国道能早日恢复通
行。而这一场雪的到来，更让交通成为百
姓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镇子上沿国道有几个饭馆，生意出奇
得好。灾后重建的项目多，修路的、修河
的、修地的、建房的，来这里承包工程的
多了，认识不认识的民工男男女女蜂拥

到这里，饭馆的生意就红火起来，一天到
晚吃饭的人很多。农民工成了香饽饽，
工价也在升高，想在当地找个人干活，一
天 200 元的工价已经成为行规，没有可以
讨价还价的可能。

这个冬季来得有点早，雪花伴着寒风
不断袭来，秦岭的沟壑银装素裹，路上少了
车流人流，虽然寂静了许多，而河边的工程
依然继续，地沟中依然有民工在风雪里绑
着钢筋，一场水灾把镇子上产生的垃圾运
到界牌的坑地，堆成了山。水土流失，在洪
水中沉淀的淤泥无法全面清理干净，曾是
一片狼藉，如今在狼藉不堪中重现崭新的
一面，需要的是时间。

水灾无情，人间有爱。天灾人祸的背
后，总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思考，更有付出
和代价。一场洪水，颠覆了过去的一切。
人们常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的，它
是我的家乡，有过喜悦有过忧伤，有太多
记忆太多期盼。水灾的发生，正在改变着
牧护关的命运。犹如一个人生病了，正在
做一个大手术，手术后的生活，应该是生
命新的开始。立冬日，一场大雪，轻盈着
洁白的身躯缓缓走来，对于受灾后的父老
乡亲，这个冬天毕竟有点寒冷，但我相信，
春天并不遥远，春天的家乡应该是美好
的，更是值得期待的！

立冬的雪，让我看到春天的希望
杨贤博

我出生在波光粼粼的清油河边，从小
喝清油河的水长大，对故乡的一山一水、一
草一木都充满感情。

1998年夏天，商南骤降暴雨，清油河水
如一头疯狂的雄狮，一路狂奔着怒吼着走
来。刹那间，家乡多处房屋倒塌，良田被
毁，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到处
一片狼藉。

看到村庄突如其来的变化，我心如刀
割。庄前肥沃的稻田，儿时常玩的柳林，一
条祖辈人修建的石坝，还有通往回家的路，
都在这场洪灾中变成了河滩。

我家住在一处高台上，临河而居，每
天出门都能望见灾后的乱石滩。父亲唉
声叹气，家里 3 亩多良田没有了，来年就
会没有收成，原本不够富裕的家庭，更是
让人心焦。

父亲在当时那个年代，称得上少有的
文化人。他整
天思索，怎样
利用那片河滩
发展经济。

春节我回
家，父亲说，那
片河滩地荒废
着怪可惜的，

栽上杨树怎么样？
我说，杨树容易成活，长得快，十几年

就可成材，这些年市场需求量大，长大了应
该能卖出好价钱。

父亲见我支持，眼睛笑得眯成缝。
春天一到，父亲从其他地方找来许多

杨树枝，剪成二尺长的棒棒，插在土地湿
润的地方。这些树枝当年就发芽，生根，
很快长到一米多高。那片河滩地势开阔，
面积很大。父亲在沙滩上挖成一米见方
的坑，从远处运来一些泥土，每个坑之间
保持一丈远的距离，把成活的杨树苗移栽
过来。整个冬天，父亲都在为栽这片荒滩
上的杨树林忙碌。

岁月如梭，斗转星移。十几年过去了，
杨树苗茁壮成长，枝叶茂盛，树干挺拔，形
成一条绿色林海长廊，远远望去，犹如长城
巨人守护在河边。

父亲每次看到自己的杰作，就自豪而
欣慰地告诉人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哩！

一年秋天，从河南来了一个商贩，看中
了这片树林，找到父亲，要高价收购。

这 年 ，小 弟 刚 考 上 大 学 ，家 里 缺
钱，母亲跟父亲商量，能不能把这片树
林 中 成 材 的 出 售 给 河 南 商 贩 ，解 决 燃
眉之急。

父亲摇摇头，坚定地说：“不能!”接着向
母亲解释，你想，十几年前，冬天一到，这里
沙尘飞扬，村庄上空黄沙满天，大家躲在家
里不敢出门，整个冬天就没几天是好天气，
几个身体虚弱的老人诊断出肺病，医生说
与这里的常有沙尘暴有关。是啊！这几
年，家乡河边的草青了，树绿了，天空蓝了，
鸟雀在树林里跳跃嬉戏，还有几只白鹭盘
旋在天空，栖息在河边，再也没有那几年漫
天黄沙的情景了。

父亲侃侃而谈，母亲能够理解父亲的
想法，只能无声地叹息。

后来，国家实施封山育林、长江流域
综合治理，丹江河的清水源源不断地送
到了京津。父亲因育林有功，在大会上
受到表彰。

母亲拿着政府发的育林补助款，开心
地夸赞父亲有头脑，文化知识没有白学。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2012年政府规
划从我家通往试马镇的通村水泥路，要经
过那片杨树林，需要砍伐一些树木。村干
部找到父亲商量，父亲满口答应说，要致
富先修路，这是千百年的好事，政府为改
变咱村子落后的交通面貌打通要道，我高
兴还来不及哩。

那年冬天，村干部送来600元损毁树木

的补助款，父亲当场表态，将这笔钱捐给村
委会，用在入村跨河大桥修建项目上。在
场的村民和几个干部，为父亲的做法竖起
了大拇指。

父亲过了古稀之年，母亲已经去世。
他一人在家，孤独寂寞，常常和几位老人到
杨树林里絮叨。抚摸着粗壮的树干感慨，
如今社会发展太快了，家家都是盖楼房，也
没有人上门收购这些树喽！

父亲在林边闲转，看到几棵杨树梢挨
近通向村庄的低压电线，连忙告诉电管员，
让他们排除障碍，砍掉那几棵树。

三年前的夏天，我开车回家路过那片
杨树林，看见父亲在树下铲除杂草，给几
棵有虫的树干抹石灰。我规劝道，你年岁
大了，身体不大好，还是多休息，不要干这
些活了。

父亲抹了一把汗说，只要我还活着，能
出点力，就要管它，守护它。那年，河里涨
水，要不是这片杨树林护着庄前的土地，哪
有现在的庄稼。

父亲的话让我无言以答，只在心底默
默地敬佩父亲，仰望父亲这座高山，仰望
他用大半生的精力和汗水守护那片树
林，守护那片给我们和子孙后代带来美
好生活的绿色。

守 护 那 片 绿
杨富安

商
洛
山

商
洛
山

（总第2267期）

刊头摄影 竹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