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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村子北面的河坝处有一大片
芦苇，发源于北山谷底的涓涓山泉从芦
苇中间缓缓流过，在堤坝处汇聚成一个
水潭，潭水向东南折出形成小河，正好流
经我家门前。

这片芦苇曾是我儿时的乐园。春
天，冰河解冻，草木萌发，芦苇们探出了
尖尖的小脑袋，芦苇丛里遍地都是高高
低低的芦苇芽。我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
到芦苇丛中折芦苇，去河坝里捞鱼，到溪
流中捉蝌蚪,大声喊着至今也不明其意
的话：“水水清清，蛤蟆骨朵涌涌!”边喊
边捉蝌蚪。那群如逗号般可爱的小蝌
蚪，甩着黑黑的小脑袋诗意地游动，着实
让人爱恋，我把小蝌蚪捉回家养在玻璃
瓶子中，天天不停换水，有空便去观赏。

初夏，芦苇慢慢长高了，一片片狭
长的叶子逐渐奔放起来，形成密不透
风的芦苇林。清风袭来，芦苇叶轻轻
地碰撞着,不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
有时，我们刚一踏入芦苇丛便会惊起
鸟儿，先有一只鸟儿扑棱棱地飞起，接
着便是两三只、四五只，再接着，一大
群的鸟儿争先恐后地飞出芦苇丛，振
翅声、鸟鸣声，响成一片，芦苇丛简直
就是小鸟的天堂。我和小伙伴总喜欢
采几片芦苇叶卷成小号，信马由缰地
吹，那滴滴嘟嘟的声音应和着远方牛
羊的叫声在暮霭中回荡。

盛夏，芦苇旁的河坝成了我们的水
上乐园。看着大孩子潇洒地从堤坝上猛
地一跃扎下了水，又如水鸭子般从芦苇

旁边水面钻出，着实令人羡慕，水坝就是
我们的天然游泳场。那时我还不会游
泳，但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学着大孩子的
样子一头扎进水中，结果呛了好几口水，
好在慌乱中急忙扯住了一株芦苇，才侥
幸脱险，可以说芦苇也是我的救命恩
人！我们折的芦苇，剥净苇叶后，把苇秆
顶端折成三角形，用细线捆扎起来，做成
简单的捕蝉器，粘上黏糊糊的蜘蛛网，就
能捕捉树上的鸣蝉了。

秋天来了，芦苇叶子慢慢枯黄了，苇
秆顶端抽出了芦穗，开出了芦花。秋风
涌起，金黄的芦苇丛中，那起伏的芦花像
极了大海中汹涌的浪花。后来，每读到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时，我就想起了那片芦苇，想起霜

露寒凉，芦苇苍苍的情景；想起芦苇中间
的溪流——我儿时的天然滑冰场……

深秋时节，一株株芦苇被乡亲们收
割回庭院，等进入深冬，芦苇都风干了，
父辈们用梭子破芦苇的咔嚓声、用碌碡
碾篾子的唰唰声交织在一起，给寂静的
冬日增添了许多生趣。过年时，崭新的
苇席就铺在了家乡人的热炕上，也会有
一些苇席被乡亲们送到集市上变卖后，
换来了自己所需的物品贴补家用，也满
足了他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心愿。

早在十多年前，芦苇丛中的溪水断
流了，河坝处的深水潭也随之消失了，后
来芦苇丛被开垦成了田地，如今又盖满
了房子，儿时戏水玩闹的乐园也只能时
常在梦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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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收到过女儿两张纸条，让他悲
喜交加。

那日是“三九”第一天，小城又静默了。
照例，老李爱人又要去取饭盒了。老李女儿
送来的饭盒里面装着她做好的饭菜，放在楼
下单元门前，邻居们都很羡慕。

今天箱子里还多了个小纸条，让老李爱
人一下沉浸在往事里。那晚女儿站在丹江
河边哭了4个小时，第二天，写了张“爸爸我
恨你”的纸条，压在她爸的杯子下。后来女
儿说，她写着写着想起爸爸的冷漠，感到心
寒，眼泪下来了，一股寒气窜进骨骼。那件
事的确令人寒心，女儿因此激愤不已，又拿
出一张纸写上爸爸的名字，用墨水涂黑，狠
狠地揉成团丢在地上，又捡起来撕碎扔进了
垃圾桶……

正想着，女儿的微信来了。女儿告诉
母亲，昨晚她站在窗前，暖暖的月光照到身
上，她突然想起父亲以往对自己的关心爱
护，心里顿时感到一阵温暖。觉得应该鼓
起勇气，给父亲说说心里话。

老李爱人痴痴地朝街上瞅着，路上一个
人影也没有，显然女儿走远才发的信息。

她迈着轻快的脚步走上楼梯。小区核
酸天天做，没有出现异常，她却不乘电梯走
楼梯。走到3楼步伐有些沉重，停下休息
会儿接着向上爬。走到6楼贴着福字的门口，她按响门铃。

老李接过饭盒：“让我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
爱人神秘地将小纸条塞给老李，打开纸条，“其实有一句话我一直想

对您说，只是老觉得不好意思，爸爸我爱您。”他笑了。
“你这就吃上了，发个信息叫娃做好个人防护。”爱人停下手中的活

儿，没有提及过往，暗示他多关心孩子。
“哎呀，肯定发了，我比你爱孩子。”
女儿的“爸爸我恨你”的那张纸条，是前年考公务员的事。
女儿考公务员时，主考官是老李过去的下属。爱人让他给走走关系，

老李严肃地说：“一是我作为党员干部，自身要硬。二是参加公务员招考
的多是应届毕业生，他们都是从寒窗苦读一步步走过来的，要公平公正，
绝不能走后门，开绿灯。”

成绩公布那日，女儿坐在饭桌前发呆，饭没动一口就撂下碗筷出门
了。与录取人员只差0.01分，女儿过不了心里那道坎，两口子尾随其后跟
了过去。

女儿站在江边抹着眼泪一言不发。爱人埋怨起来：“你要照我说的做，孩
子肯定被录取了。”说着两手不停地拍打着老李的肩膀，老李一动不动。

第二天女儿不起床也不吃饭，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爱人生气地说：
“你当不了家长，走，你走。”老李一气之下就住进了办公室。

白天忙于工作，时间过得快。暮色降临后，老李漫无目的地看着窗外
打发时间。院内广玉兰树叶紧紧地依附在枝上，呼啸的北风吹着叶子，雨
点不停地拍打着……

雨如断了线的珠子从空中落下。女儿和几个朋友从一家餐厅出来，
看见大街上一个父亲给孩子打着伞。孩子一手挽着爸爸的胳膊，一手露
在伞外接伞上滴下的雨点，还把雨水给父亲脸上抹了一下。父亲笑得腰
都弯下了，孩子又去搂父亲，那亲热劲儿真让人羡慕。

这一幕太熟悉了，她也曾这样淘气过。她不由自主地笑了，赶紧掏出
手机给爸爸拨了过去，她说：“爸爸我想你了，快回家吧！”爸爸碍于颜面，
还是没有回来。

那天是周六，女儿抱着毛茸茸的小白兔玩具跑到妈妈身边，凑到母亲
跟前想说话又收了起来。反复扯着玩具的耳朵，显然她不知如何开口。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爸爸腰椎病犯了，他需要人照顾……”
女儿劝说好一阵，妈妈才松口同意老李搬回家。
在办公室睡了一个月沙发的他，一进门，脸上有着难掩的激动与愧疚。
爱人坐在沙发上，脸转向窗口。他赶忙殷勤地送上一杯开水。
接着而至的半年犹如长了翅膀，飞掠而过。女儿又忙着准备事业单

位招考。一切都以孩子为中心，两人再没有发生过“战争”。
女儿进了公示名单。爱人天天早出晚归，四处打听女儿报考的单位

的情况。心里算盘敲定，接下来让老李出面，安排个好岗位。可老李只是
嘴里答应着。结果，孩子录取了，可那岗位要经常出差呢。爱人再也忍不
住了，说：“老李，你为啥不找人给娃选个好岗位，有你这样当父亲的吗？
你心咋这么狠。”

爱人当晚就写离婚协议。她认为老李对待家人永远不讲情面，从不
把女儿的事放在心上。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老李煮好了稀饭，把馒头和鸡蛋放进盘子搁在桌上。
女儿来到卧室，坐在母亲床边说：“妈，你做事不能太随意，我分到哪

个岗位上都行，我们不能给爸爸拖后腿，不要让他为难好吗？”
爱人心绪平静了许多，说：“唉，你从小没经受过日晒雨淋，现在要你

经受这些，我不忍心。”
女儿靠到她肩膀上，像小孩子一样撒起了娇。接着，站起身，拉着她

穿鞋下床。
“女神们，吃饭喽。”老李喊道。爱人说：“别那样虚伪地叫我们。我们

真心待你，你却那么无情。”
女儿搂住她，说：“您放心，妈妈，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往事如烟，一晃两年了，女

儿都成家了。
……
老李又拿起那张纸条，说：

“今晚咋都要喝几盅，为我懂事
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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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湾，一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这里有着我童年的欢乐时光，也留下
了我太多的美好记忆。

它坐落在秦岭腹地一个四面环
山的圆圆“罗盘”之上，正北方是方圆
几十里的群山之首，当地人称之为老
梁头。老梁头没有官方大名，因为它
的高大，巍然屹立，延伸向东西两侧
的两道山脊酷似左膀右臂，紧紧地把
村子搂在它的怀抱之中，乡亲们就亲
切地称它为老梁头。老梁头东边是
一座叫东坡的高山，站在离老梁头不
远的地方，和老梁头同时守护着我们
的村子。由东坡顺势延伸的一座小
山形似一条巨龙，蛰伏在村子的正南
方，既为人们留足了开阔的视野空
间，又使人们虽身处众山包围之中却
没有高山压抑之感，同时也为温暖的
东南风留下了北上的通道。村子的
西面则是由老梁头的孪生兄弟鸡冠
山镇守，寒冬老梁头和鸡冠山手拉
手、肩并肩紧紧地挤在一起，把呼啸
而来的西北风挡在了自己身后，使村
子免遭严寒的侵袭，开春它们又把北
上的东南风拦在怀里，为这里早早送
来了春天的气息。

在这东西南北四座山中，东西
南三面的山上长满了苍松翠柏，一
年四季郁郁葱葱，唯独老梁头的西

半部被松柏覆盖，东半部却长满了栲树，人们称其为栲树坡。栲
树叶子正面呈绿色，背面则长着薄薄一层白色的绒毛，山风吹起，
老梁头一边碧波荡漾，一边银浪滚滚，犹如一群群鱼儿在大海中
翻滚跳跃，蔚为壮观。深秋叶子落去，栲树坡就成了相互交错的
旗杆方阵；风来声起，清脆嚓嚓如风铃般的声音十分悦耳动听。
天高云淡的冬日里，如能身临其境，躺在林间厚厚栲树叶铺就的
松软的黄红色地毯上，尽情沐浴着冬日暖阳，倾听这美妙无比的
天籁之音，那真是神仙般的享受。

提起栲树坡，它还有一段辛酸的过去。早些年，人们在有林有
坡的地方烧木炭，可怜的栲树坡变得满目疮痍，一片狼藉，龇牙咧
嘴的树茬在痛苦地流着泪。好在栲树的生命力极强，只要树茬还
在，第二年春风吹又生，照常生枝长叶，不几年又能成树成林，生生
不息。20世纪60年代初，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树根树皮，树叶野
菜，庄稼秸秆、五谷壳只要无毒，都成了人们充饥的食物。栲树坡
的橡子和一种青藤上生长的叫作圪崂叶的树叶子成了村子里人们
保命的稀罕食材。栲树坡和村里人共同度过了那段饥荒岁月，它
是村民的救命林、功臣林。栲树坡真正林密叶茂、生机盎然是改革
开放后的这几十年。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
越来越强，加之法律制度的日益健全和普及，禁牧禁伐、人工造林、
封山育林、林地承包……才使得荒山绿化，生机勃发。如今，栲树
坡边沟畔的核桃、柿子、松子，林间漫山遍野的连翘、柴胡、红参、苍
术、菖蒲、茯苓等成了当地人采金摘银的摇钱树，埋在地里的钱罐
罐，创业致富的好帮手。

老梁头、栲树坡、鸡冠山……我们祖祖辈辈守护着青山，青山也
养育着我们，忠实而反复践行着“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人间
真理。在村里，不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一代，名字中带山的比比皆
是，每当早晚饭口时分，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妈妈叫“金山”、喊“银
山”、呼“福山”、唤“宝山”的声音，此消彼长，声声的呼唤寄托着人们
对山的无限深情和殷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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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有一棵拐枣树，临陡坡崖畔，乃乡
人所植。

最早知道拐枣树还得源于祖母。祖
母最喜野生吃食，常说“野物”最自然，我
听得有趣，求着祖母带我去山沟山卯采食
它们。起初，祖母背着小竹篓，弯着腰，目
不转睛地上山摸索着，我只顾玩，不知野
物哪个能吃，哪个有毒，后来被野草划破
皮肤，全身起了疹子，祖母再也不允许我
跟随她一起上山了。

有一日，祖母从山上下来，衣兜里掬
出一盘奇特的野果，它亦如树杈，又似鸡
爪，弯弯曲曲。我怕这野果是变形了的长
腰虫，略带些怯意。祖母说：“甜丝丝的，
不吃得少了多少口福。”我尝过一个，涩味
中透着一星半点的甜，味如枣子，甜如淡
蜜，果真有些葡萄干味。我问祖母这叫什
么，祖母说：“拐枣，乡村人叫万寿果。”疑
惑之余，我又打起了摘拐枣的念头，既是
甜物，自然可当作闲嘴零食。说着，我就

召集伙伴准备去摘拐枣了。
次日，祖母去赶集，我们就在村头大

碌碡旁集合，躲过了祖母，也得躲过来来
往往的大人们。我们揣着大方布，恐拐枣
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就让众伙伴带了
长条塑料布，准备铺在拐枣树下面。摘拐
枣有伤“体面”，我们瞅着拐枣树邻家无人
时，拿来长竹竿，沿着树干支棱起来，戳向
空中树枝，摁住竹竿最下头，便左摇右晃
地摆了起来。此时，俏皮的拐枣一溜烟跌
落下来，我们几人换着摇竹竿，收获自然
颇多。在小伙伴联谊打拐枣的过程中，有
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谁也不能偷吃，否
则将被我们孤立、疏远。半个时辰下来，
四角站立的四人，将布条拉平整，或大或
小的拐枣就聚拢一起，等待我们收拾打
包。于是，我们一个个双手张大掬起拐枣
就往兜里、袖筒里、花帽中塞去。

如今想来，年幼无知的生活，竟是这
般可爱生趣。每年深秋，我都携兄弟伙伴

去崖畔打拐枣。打得多了，我和祖母就去
集市售卖，祖母眼睛不好，拐杖一打一画
就知道哪里有地盘供我们经营“生意”。
我们的拐枣旁枝少，都是祖母精挑细选摘
过的；我们的拐枣吃着甜，祖母总叫人品
尝，在她眼里，果子就是面子。

《诗经·小雅》中记载：“南山有枸”。
据《辞源》解释：“枸即枳椇，南山谓之秦
岭。”《陆疏》中说：“枸树山木，其状如栌，
高大如白杨，枝柯不直，子着枝端，大如
指，长数寸，啖之甘美如饴，八九月熟。
今官园种之，谓之木蜜。”古语云：“枳枸
来巢，言其味甘，故飞鸟慕而巢之”。我
便对拐枣多了一份厚爱，起于心，发于舌
尖，沉于味蕾。

拐枣百吃不厌，入心的甜糖浆在嘴中
与舌齿纠缠着，真是一口拐枣一冬甜。拐
枣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听外公讲《苏东
坡集》，其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苏东坡的同
乡人因长期喝酒得了一种饮食倍增、小便

频繁的病，久治却不见好转。苏东坡推荐
张肱为他治病，张肱诊后认为是慢性酒精
中毒，于是所开醒酒药中的一味主药便是

“枳椇子”，此人多年不愈的疾病就此痊愈
了。从此，张肱的醒酒药也就成了苏东坡
的醒酒药。

曾有一段时间，我将打来的拐枣卖给
药铺，换回来的钱买些吃食与祖母分享，满
满的喜悦幸福感随即涌上心头。祖母说：

“崖畔多危险，日后不准去。”祖母的话我不
敢不听，但日后无聊，性子皮，我也偷摸着
常去看这棵拐枣树，只是我不再用长竹竿
打它的枝枝叶叶，我怕村中这仅有的拐枣
树生了病，失了情，来年再也不结果子了。

我在拐枣树上索取了太多，日后怎
么报答它呢？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忘记这
棵陪伴过我的拐枣树，它那甜蜜的汁水
润泽了我的童年生活。我会时常想起
它，也要像它一样，力所能及地把自己的
温暖送给他人。

一 棵 拐 枣 树一 棵 拐 枣 树
俱新超

初冬时节，驾车行走在商洛山中，连绵起
伏的秦岭披上了五彩斑斓的大毯子。大山的
皱褶里，星星点点散落着灰瓦白墙的村落。村
落边、河堤旁、田坎上，三五株高大挺拔的柿子
树映入眼帘，满树叶子早已落尽，枝头只剩下
红彤彤、沉甸甸的果实，远远看去像是一个个
小灯笼，在万木萧瑟的秋日里，仿佛一抹明艳
的光，让人眼前一亮、心头一热。

柿子树形态优美。树干伟岸挺拔，树冠
高大浓密，树枝弯曲多变，树皮沧桑厚重，如
同一个饱经风霜的卫士，默默守护着秦岭的
绿水青山。柿子果实色泽红艳，繁的如同一
团火、稀的如同满天星，与粗壮苍老、色泽黝
黑的树干形成强烈的对比。我常想，如果按
柿子树的形态培育盆景，那一定会清新自
然、雅致脱俗。

柿子自古就是文人墨客、丹青圣手笔下
的宠儿。柿子丰厚圆润，果实有球形、扁圆、
锥形，甚至方形，有的柿蒂部位略带方形，与

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方外圆”理念相契合。其
音与“事”相同，民间有“柿柿平安”“柿柿如
意”的好意头，是历代画家喜欢表现的题材之
一。画家张大千、吴昌硕、石鲁等多次画柿
子，苏绣屏风也常以柿子为主题，体现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柿子含糖量高，产量大，在粮食短缺年
代是果腹的重要食品。柿子树不挑土壤，不
怕涝也不怕旱，一棵大树动辄产几百斤柿
子，是稳定的“铁杆收成”。家里有几棵大柿
子树，人们就饿不着。甜柿子拌麦糠晒干磨
细后，可以做成柿糠馍，在甜味的遮盖下，难
以下咽的麦糠就变成了充饥的食物；柿子削
下的皮潮霜后可当零食，这样，柿皮就变成
了孩子们的美食。

商洛正在打造中国康养之都，柿子树的
生态价值、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必将得到进
一步挖掘。商洛人的日子也一定会像柿子一
样红红火火、“柿柿如意”。

又 见 柿 子 红
王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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