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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离开我已经三年多了，但她
老人家的教导还时常在我耳边回响
着。在一次次回味和体悟中，使我走
出了生命的困顿和迷茫。

父亲是忠厚老实的农民，言短心
善，是生产队犁地的好把式，还有一门厨
师的好手艺，长年日复一日上山打柴，下
地干农活，终生都在为儿女们劳作着。

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孩子的教育责
任，几乎都由母亲来承担。谁调皮不
听话了，母亲来不及管，遇到父亲，就
免不了受皮肉之苦。过后，母亲便常
埋怨父亲：“你就知道个打，有啥不会
说，好像不是你亲娃一样，就不会心
疼！”父亲谦卑地笑笑说，好好好，以后
我不管了，都叫上房扒房去！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在父亲眼
里，就应该是严父慈母，棍棒之下出孝子
么！但母亲却不这样看，她老说：“成才
的树不用剪。”这是庄子里老一辈人经常
说的，她用来反击父亲，父亲也只能不言
语了。最有力的证据是，父亲尽管有时
很严厉，我们几个娃们基本就不服他。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就彻底不想
管了。大哥经常和父亲爆发矛盾冲
突，他显然根本就不服父亲。多少年
后，我才明白，人类和动物界一样，总
是存在于斗争中。一个村里，尽管没
有多少大事，但是摩擦是常有的。父
亲这样的人，便免不了受人欺负。我
家的房后边，就被距离我家很远的兄
弟两家，以各种理由占去修了猪圈。
农村的房前屋后，约定俗成都是房主
的占场。这分明就是欺负人么！

大哥长大后，不愿像父亲那样窝
囊，为此经常和人斗争。他是多么希
望有个同盟军。但父亲却并不支持
他，总说：“我就不信，人还能憋死不
成？”农村把弱者叫“憋人”，和“歪人”
是反义词，“歪人”就是强人、坏人。所
以他心里是看不起父亲的，便经常对

父亲吼叫，甚至多次拿着斧头要和对
方拼命。

对于这场争端，母亲的处理方式要
理性得多。她极力给组织反映，只要有
干部来庄子，不论是驻村，还是路过下
乡，她总要试图把事实真相讲给人家
听。但她尽量不让我们介入，不想把上
一辈的积怨和仇恨留给下一代。

时至今日，争端始终没能得到解
决。父母走了以后，家园已经逐渐荒
废，一切都没有实质意义了。世间的许
多问题，也许只有时间能解决。回想起
来，过去的农村，家族势力会左右许多
事情，就如同当今世界格局一样，国家
之间的争端，正义和公理依然得不到伸
张，自身强大就是最好的公理。每当想
起这件事，我总会哑然失笑：母亲的智
慧足以解决一些国际争端啊！

母亲算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
虽然住在深山里，因跟着嫁到县城的
姑母，在城里上过一段学，所以比庄子
许多人眼光看得远，很早便有意识地
给我教写字。她的办法非常直观，就
是把家里的物品农具叫啥、咋写，都让
我搞清楚。她先写在地上，或者石头
上，再让我照猫画虎。于是墙上、柜子
上、门扇上、箱子上，到处都是我用木
糟炭写的笨拙的字。

家里来了人，一问谁写的，她就很
骄傲地把我推出来。来客大为惊奇，
夸我是神童。小小的我，虚荣心得到
了极大满足，便越发喜欢写字。甚至
一次，缠着二哥给我教字，在我家柜子
上写道：柜子，是用松木板做成的。母
亲看见了大为惊异，到处给人说这件
事，说我有出息。

母亲的夸奖使我心里乐滋滋的，
甚至都不好意思了。因为我知道，其
中有二哥的功劳。二哥确实够意思，
母亲问他，他一口咬定不知道这件事。

二哥只比我大两岁，早早承担做

家务的责任。如拔猪草、剥苞谷等一
些轻活，母亲便让我两个共同承担，也
能互相照料。记得好多晚上，二哥和
我帮父母剥苞谷。父亲用木制的凹形
叉子，先把每个玉米棒子在上边戳一
遍。叉子有两颗铁牙，会把几排玉米
啃掉，留下有间隙的玉米，我们用手指
一粒一粒剥下来。剥着，剥着，我们就
瞌睡来了，父亲就给我们说古经。父
亲不善表达，讲着讲着就没啥说了。
母亲就来替换，还不忘讥笑他，没文
化，连娃都哄不了！母亲讲得绘声绘
色，很快就把我们的睡意赶走了。母
亲善于和我们交流，引导我们猜下一
步的情节，让我们判断故事中的人物，
是个好人，还是个坏蛋？

就这样，在母亲的古经里，我养成
了最初的人生观。很早就知道，在这
个世上，有好人也总有坏人。人活一
世，坚决做好人，不做坏人。关于好人
和坏人，也是在母亲的古经里学到了
判断标准。就是好人是靠自己的劳
动，获取想要的东西；不害人，还会帮
人。为了使她的古经生动直观，母亲
常常把庄子里的人与故事中的人物比
较，让我们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对于她界定的坏人，再三给我们交代：
悄悄的，知道就行，不敢给人说。

母亲曾告诫我，做啥也不敢犯法，
犯法就要“坐法院”。对于“坐法院”这
个说法，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法
院是干啥的？既然是惩罚，还能让舒
舒服服地坐着啊？这一次把母亲问住
了，她反问我，一直不让你动，让你一
直坐着，受不受罪？我笑了，那也不要
紧啊！母亲便说，关键是不给吃饭，给
喝恶水哩！我们把洗锅水叫恶水，恶
水一般都喂猪了。这便把我吓住了，
喝恶水的滋味可不好受，坚决不能干

“坐法院”的事。
小时候，周庄里喜欢唱戏的人

多。每到正月，总要唱上好几天。散
场后老喜欢讨论，常常能回味几天，甚
至多年。像是《铡美案》《屠夫状元》等
戏文，我小小的时候就能哼唱上一
段。母亲也常常告诫我，以后真当了
官绝不能做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更不
能像党金龙为了荣华富贵认贼作父。

《七品芝麻官》中有句话：“当官不为民
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多年来，一直
在我的脑海里漂浮着，从未消失过，几
乎成了我的座右铭。

母亲其实连小学也未曾读完，但是
她的话语中充满了人生智慧，我在经历
人生的坎坎坷坷后，才逐渐悟出来的。
母亲告诉我，她的许多话其实是从外爷
那里学来的。外爷是生产队长，乐善好
施，刚直不阿，可惜英年早逝。作为一
个没有任何级别的小组长，当时的公社
和大队给外爷开了追悼会。所以母亲
便把外爷的教育理念作为一生信奉的
智慧宝典传输给了我们。

几十年的人生中，有过迷茫，有过
挫折。而每一次，母亲给予我的点点
滴滴教诲，使我不再徘徊，不再困惑。
特别是母亲离开后，我更加体会到这
是我一生中弥足珍贵的财富。值得我
用心去领会和感受，并像传家宝一样
传给我的孩子。

其实，我觉得天下的许多父母，都
是我们最应该用心去深思细读的两本
书。父亲这本书，让我学会了默默无
闻、任劳任怨地做事；而母亲这本书，
让我学会了努力去做一个好人，并无
怨无悔地坚守着。

慈 母 教 诲 犹 在 耳慈 母 教 诲 犹 在 耳
周文治周文治

一阵风吹来她油菜花、梧桐花
亲切、馨香的气息
一夜风吹落土坡上熟透的麦子
像亲人们，消失在大地上的汗珠
一年的风，将一些逝去的人
在记忆里又吹远了一步

我时常默默渴望，风，
多些，大些，猛些
吹起故乡，时常浮现在我身旁
将那些逝去的亲人，一夜之间
从大地的深处
一下吹醒

父亲简史

用20年时间
躲避战乱，饥馑，匪患
和身体里刚刚醒来的饥饿
碛石乡牲口集上宋先生的二儿子
天生一副好身板，一口好嗓子
常年追随一个乡间草台戏班
奔走四方

接下来这20年
将自己交给合作社
生产队，工分本，口粮本
肠胃除过消化麦子，玉米，高粱，糜子
还要消化苜蓿，蔓根，榆树皮

紧接着这20年
交给七八亩地，一头牛
一只羊，三四头猪
力气像田野里的庄稼
使完一茬，又生长出一茬

最后这10年
交给衰老，疾病，疼痛
黑夜漫长，白天短暂
黎明时分，眼前飘满
往事和亲人们的影子

公元2000年
阴历十月初六
他走完一个农民的一生
大地用一堆干净的泥土
掩埋了他

小区院墙外有一大块玉米地，在
主人的精心呵护下，长得郁郁葱葱，翠
绿色的粗秆，在骄阳似火的七月，有了
隔三岔五的雨水，疯了似的猛长。每
天站在窗户前，望一眼这块“绿洲”，心
情愉悦，它的出现使我对玉米有了更
多的热爱。

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曾写
过这样的文字：“玉米彻底沦为饲料
的原料了，它再也没有旧日的风光，对
于不再依靠其作为食材的现在，玉米
变得无足轻重，因为即使生养它的土
地都成了可有可无的一抔黄土……”
看到这位作家的描述，蓦然间对玉米
产生了依恋与疼惜，甚至为它打抱不
平，它曾经那么受人青睐，盛夏季节
的玉米，绿了田埂，醉了山野，美了眼
眸。于农民而言，它是秋收的希望，

是度春荒的“定心丸”。
如今种小麦的人已很少，更不必说

玉米了，在这楼房林立的地方能看到一
片鲜活的玉米，自是欣慰，看着那摇曳
的玉米叶、微红的玉米须，愈发勾起我
对玉米的怀念。甜香的玉米棒子，酷似
甘蔗的秸秆，金黄的玉米面做成的搅团
就着酸菜，想起来就让人流口水。

记得有一次，母亲去田里干活，这
块地离家有点远，眼看暮色已慢慢降
临，我和弟弟饥肠辘辘，头晕眼花几乎
无法站立，就悄悄溜进附近一块玉米
地里，掰了两个即将成熟的玉米，拿回
家煮熟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等到晚
上，我和弟弟脚刚迈进家门，就迎来了
母亲重重的一巴掌。原来是有人告
密，说我们偷掰了邻家地里的玉米。
多年过去了，回想起玉米的美味与巴

掌落下的疼痛，清晰如昨。
玉米曾滋养着我们成长中的身

体，曾经在学校每天吃着大铁锅里的
玉米粥，周天返校时带着母亲烙的玉
米面饼，或是用椒叶葱花蒸的发糕，吃
着它，我们的身体长得结实健康。

即将成熟的玉米棒子，放在煮饭
的炉膛里翻烤得周身焦黄，香甜可口，
在母亲或奶奶的分配下，家里每个小
孩都能拥有一节烧玉米。大人一般情
形下是不舍得将一株接近成熟的嫩玉
米拿给孩子们打牙祭的，例外的时候
是在收割玉米时。将那些长势不好的
嫩玉米用手抠下来，做成玉米浆粑，烙
成煎饼或烧成稀饭也是一种美食。还
有那嫩绿的玉米秆，从中间部分取几
节下来，用牙齿撕去外皮，甜甜的汁液
就在喉咙里流淌。

我的老家在洛南，洛南糊汤、洛南
搅团成为人们赞不绝口的地方特色小
吃，它的主要原料就是玉米。很少有
人能吃到玉米做出的琼锅糖。在很小
的时候，那年秋季雨水特别丰盈，被雨
水灌透了的玉米地，无法承载人的双
脚，只好眼睁睁看着成熟的玉米挣开
包衣，耷拉着脑袋悬挂着，变霉发芽，
人们不忍弃之，就将变质的玉米粒做
成琼锅糖，食之粘甜可口，但吃过后恶
心呕吐，想必好玉米做出的糖块应该
更好吃吧，只留下一种遗憾。

玉米曾经普惠众生，我们不应该忘
记它曾经的辉煌。我驱车行走在故乡
的原野上，看到路边的牌子上醒目地写
着：要像爱护大熊猫一样爱护耕地。望
着为数不多的玉米地，在守望者眸子里
摇曳生香，除了感动便是欣慰。

怀 念 玉 米
李卫群

风吹故乡风吹故乡（（外一首外一首））

秋子红秋子红

（总第23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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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的碎影落在石阶上
台阶下提裙，我行走在林间
孤寂的青石板上

松开旧事，蝉退到暗处
拐弯处几只鸟语，不为我所知
一树树麻栎叶无欲无望的清淡
山顶的风胜似闲愁，越吹越远

从不质疑自己的深幽，这些年
心守一座山，星子在头顶空悬
写过的文字，一半落尘
一半收拢于心，剩下的未尽待说

有多少事可以界限分明，视之为新
重复的秋天，我和万物都有在场感
日子有时长有时短
人间在一夜之后就凉了

立立 秋秋
黑色曼陀罗黑色曼陀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