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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 胡文光

插画 董昌秋

“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辽西
种麦，但是麦不是辽西土地上的主角，
辽西唱主角的大田庄稼是谷子、高粱
和玉米，其他豆类都是跑龙套的。

辽西开犁播种的日子大约在谷雨
这个季节。作为农家，把开犁播种看
作如同送姑娘出嫁一样重要。那必是
谷雨前后的一个早晨，日头一竿子高，
正是乡下家家撂下早饭筷子的时辰，
有人扛犁杖赶着牛在大街上走过，牛
的身上驮着播种用的种子。有人看见
了，就站在门口问：“种地去呀？”扛犁
杖的人就回过头来，笑着回答说：“嫁
种子去。”

农家要嫁出去的种子是金贵的，
必是头一年秋天收获之后，从自家收
获的五谷中精心挑选最大、最饱满的
穗子作为来年的种子。“好种出好苗，
见苗三分得”，种子是收获的希望，一
粒种子就如同农人的一个儿女，视如
珍宝。冬天，北风“咚咚”地踹门也不
管它，大雪封门也不管它，一家人围着
火盆，男女主人一边给孩子讲故事，一
边把秋天留下来的穗子一样一样地搓
出籽粒，一粒一粒地挑选。摸摸，吹
吹，用手指捻一下，或者映着窗外透进
来的阳光照照，然后收藏起来，等待第
二年开春播种，这样，才能放心，新的
一年有一个好收成。

自古以来，播种，可以说是农事之
中最庄严的仪式了。

嫁女有日眼儿，就是选定一个吉
日，种地有节气，谷雨前后，一般在一
场透雨之后，云开雾散，太阳晒两天，
地皮放白儿。有经验的农人扛一把铁
锹走进地里，“吭哧”剜一锹土，抓一把
攥攥，扔起来，接住，在手掌里散花
了。就自言自语，开犁！

开犁就是开始种地，最早种地是
用牛拉犁杖，一架沉重的木犁，用牛牵
拉着。这架木犁不知在田野上耕耘了
多少岁月，一直这样耕着，土地被木犁
的铁铧犁开，一粒粒种子在春风中被
农人送入湿润的土地，生根，发芽，拱
土，生长，开花结果。我们从这个“犁”
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利”字下是个

“牛”字。牛耕田可以获利，利可以理
解为收获。

千百年来，牛拉犁杖播种一直是
辽西田野上的一道风景。

用牛拉犁杖种地，可是需要人手
的。一架犁杖一伙人。扶犁一个人，
点种两个人，撒粪两个人，培土两个
人。至少 7 个人。一天下来，种个三
四亩地已经是最快的了。晚上回家，
累得走路“两腿画圈儿”，到家“扯猫尾
巴上炕”。

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
候，毛驴走进了田野，土地承包到户，
开犁种地自己说了算。布谷鸟刚一张
嘴，就有人等不得了。吃完晚饭，走一
家，又走一家，一家一家地定下帮忙种
地的人手。

这时候，种地有两种形式，联合
种地：几家人联合起来，一起种地，
今天种你家的，完成后，再种他家
的，种完地各回各家吃饭。再就是
找人帮忙，种完地主人预备一桌酒
饭，大家种完地回来，一起喝酒，一
起说种地，说收成。大有“把酒话桑
麻”的田园情趣。喝完了，顶着星
星，蹚着夜色走出院门，寻着自家的
方向在街上四散开去。夜色里，不
见人影，话音还没断，这边喊一嗓
子：别忘了，明个儿早晨日头露脸去
谁谁家吃饭，日头一竿子高一起下
地啊！另一边回个音儿：把心搁肚
子里吧，忘不了。

牛拉着犁杖走着走着，就变成了
驴拉着犁杖，再后来，驴拉着的犁杖上
多了两个斗子，变成两个人种地了。
这两个人就是夫妻，丈夫扶犁，妻子打
下手。一个斗子里装化肥，一个斗子
里装种子，犁杖一蹚过，化肥和种子就
播种在地里了。

走着走着，毛驴也走出了田野，就
剩下一个人种地了。那是因为应时而
生的新发明：压力播种器。一面装种
子，一面装化肥，往地里触一下，“咯
啦”一声，种子化肥就一起播种下去
了。更快的还有葫芦滚，化肥和种子
装在里面，顺垄推着走，在“咯啦咯啦”
的声音中，一条垄就种完了。一个人
一天种几亩地就跟玩儿似的。

过去是走着、扛着犁杖赶着牛去
种地，坐着驴车拉着犁杖、种子、化肥
去种地。现在是开着三轮车、电动车，
还有的开着轿车拉着种子、化肥去种
地。

新中国成立 70多年，70多个播种
的季节，风一样地过去了，在氤氲的地
气之中，牛拉着犁杖走出了田野，毛驴
也拉着犁杖走出了田野。送种子出
嫁，田野上的木犁、牛影、驴影远去了，
岁月变迁，随之而来的，是日新月异的
时代风景。

如今，站在田野这道风景线上，回
望渐渐远去的风景，展望未来，再过
70年呢？是否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一
边喝茶，一边就用手指送种子出嫁了
呢？

我看不是没有可能，也许还有想
不到的新风景。

送种子出嫁
魏泽先

自从清明节回家给父母扫
墓回来，田望就有了心事。

那天从山上回来，还没在
二叔家的炕沿上坐稳，金三爷
就推门走了进来。金三爷说他
就等着田望回来上坟呢，要跟
他说说包地的事。

田望知道这几年天旱少
雨，收成不好。他说，三爷，承
包费的事不算事，您老就按收
成给……没等田望说完，金三
爷说，不是承包费的事，你那块
地村里今年要建蔬菜大棚，金
东说，等你回来让你找他一
趟。金东是村委会主任，跟田
望是发小，俩人当年是村上培
养的农科员，关系一直很好，
后来田望进城了，金东当了村
委会主任，距离的缘故，有些
疏远了。

孟砬子村只有一片百十来
亩的上等平地，其余的都是坡
地。田望的 10 亩地正在这片
平地之中，而且是地中间，他进
城后，就把地包给了金三爷。
金三爷干农活干净利索，那 10
亩地被他侍弄得一根草刺儿都
没有。田望把地交给金三爷，
他放心，也省心。说心里话，已
经离开土地的田望并不热衷土
地改种改建的事，只要有人把
他的地种好，别撂荒就行，可是
却出了建蔬菜大棚这档子事，
最主要的还有金东的一番鼓
动，让田望的心乱了方寸。

有心事的田望，这几天干
活经常走神儿，还挨了老板一
顿骂，不是看在这些年兢兢业
业的份儿上，你现在就给我走
人！田望低垂着头，像做错了
事的小学生，一声没敢吭。

下班后，田望没精打采地爬
上5楼，进门看见老婆正在往桌
子上端菜。老婆今天脸色平和，
还破例给他倒了二两酒，他给老
婆一个微笑，端起酒杯抿了一
口。

老婆，咱再商量商量回去
的事……金东说。

打住，不许再提！老婆的
脸立刻沉了下来。田望一看，
不敢再往下说，两口子沉默地
吃完饭，老婆去了发廊，田望坐
在沙发上抽烟。

不知道抽了多少支烟，只觉
得嘴皮子都抽麻了，才把最后一
个烟屁股拧在烟灰缸里。屋里
烟气缭绕，他打开窗户，一股春
风灌进来，屋子里顿时清爽了很
多。

田望住的楼房临街面，路
上来往的车辆、行人已经多起
来，一家挨着一家的门市店铺
也复工了，霓虹的招牌闪烁着
五颜六色的光芒。他来到这座
城市已经 8 年了，从最初的租
房住，到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虽
然他和老婆像千千万万个进城
的农民一样，有着艰苦的打拼
过程，但他已习惯了这种生活，
每天劳作有固定的场所，像他
在农村时到固定的地块耕耘一
样，只不过种地是一年一个秋，
而在城市打工则按月收成，他
和老婆每个月挣 6000多块钱，
去了房贷和儿子上学的费用，
基本上是个月光族，但田望并
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进城的农
民，打工、按揭房子、按揭车子、
供孩子念书，几乎就是生活的
全部内容。

那天在村里，金东说，我做
了考察，一个蔬菜大棚，每年至
少能挣这个数，金东把两个食
指交叉在一起。田望的眼睛亮
了一下，他的地正好能扣两个
大棚。

建蔬菜大棚这件事，就像
往平静的水面上投进了一颗石
子，荡起了层层涟漪，而田望的
心，被这些涟漪鼓荡着、冲击
着，他的眼前不时出现金东
给他描绘的那幅乡村蓝图。

当田望把回村的想法跟
老婆说了的时候，老婆把头
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们好
不容易有了自己的房，
有了稳定的工作，儿子
也在这儿念上了高中，
别说回去种菜，
就是种金子，我
也不回去。后来
田望再说，老婆
就跟他急眼，最
后放下狠话，他
要是回去，就不
跟他过了。

夜深了，

外面除了偶尔有车辆驶过，已
无行人，店铺也都关门打烊了，
城市从喧闹中安静下来。田
望爬到床上，床松软，温度适
中，很舒服。记得当初睡惯了
硬炕的他，是睡不惯床的，每
天早晨起来总感觉睡得不解
乏，8年的时间，他以为自己适
应了这里的一切，到现在他才
明白，他的根不在这里，家乡那
边一有个风吹草动，他的心就
会动摇。

金东发来信息，问考虑得
咋样了。金东的话让田望的
心更忐忑。我特别希望你这个
当年的农科员回来，在土地上
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在城里，
你要一辈子打工，在自家的土
地上你才是主人。金东的话有
点儿煽动的意味，却正好点在
田望的软肋上。可是老婆不松

口，20 年的夫妻了，他不能冒
着婚姻散伙的危险回去。他让
金东再替他想想办法。

三天后的上午，金东来了
消息。金东的表妹下个月结
婚外嫁，一直经营的发廊小屋
闲置下来了。金东说，嫂子可
以回来开个发廊，房子不要钱，
自己置办些工具就可以开张。

田望那天心情大好，干活时
都哼着家乡的小调。下班后，马
上赶回家，他把金东的话说给老
婆听，老婆半晌没说话，但很明
显不那么排斥回去这个话题
了。田望看到势头好转，又一番
游说，老婆终于说，儿子还有 3
个月就高考了，要不你先回去，
等儿子高考完，我再考虑回去。

田望激动地抱住老婆，老
婆含嗔地推他，看把你美的，改
不了农民的本性。

田望的心事
李海燕

微小说

1

这一年，没有比一只口罩
更沉重的记忆
这一年，一只口罩
不只写进祖国的教科书
也将写进每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
这一年，一只口罩几乎周游了整个地球
人性，在一只焦虑的口罩背面
集体爆发

一只负重的口罩，承载了太多委屈
但阴霾终将散去
一个习惯仰望星空的民族
终将以她的悲心
咽下曾经的屈辱
一场灵魂的博弈，总是令人
悲欣交集

2

呵，透口气，静静待上一会儿
让我寻一朵素白的花
送他们一程
从除夕到清明，每天像在做梦
好梦，噩梦
希望和感动，总会盖住
一些不幸

不管平凡还是伟大，每一个远去的生命
都应该被铭记
他们将和百草、和谷物一样得到善待
大地的怀念，会比以往
更加温暖

3

我们的生活，好像就要回到从前
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此岸与彼岸，许多角色
都已改头换面
一首歌，有时听了会笑，有时
却不自觉地让人掉下眼泪
有时，你甚至更愿意走得远一点
再远一点

窗外，那些野蔷薇
早已迎来了它们的春天
传说中的蔷薇已经四千万岁
我却不相信
会那么老吗，你看它微笑的样子多美
好像青春从未有一刻远离
但考古学家已发掘出
比这更早的叶片化石
这样，蔷薇的实际年岁就要向前
再推进一千五百万岁

如果这个数据是可靠的，只能说
人类在自然面前

还相当于一个婴儿

4

这一年的四分之一，都在关门闭户
人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寂静的春天
这一年的春风，几乎不识流水滋味
这一年，人们错过的也许不只是
依旧绚烂的樱花

人不可貌似强大，但总归值得同情
有多久没写诗了？我背着一身的铠甲
我本可以像从前一样堆砌岁月静好
但那需要更大的勇气

5

清明过了就是谷雨
意味着立夏和小满，也快到了
这些饱含诗意的名字，是大地的希望
大地的希望，也是你我的希望
每一次，人类都是在希望中胜出，祈祷
这一次也不例外

盼望摘掉口罩的日子
那时心底该是何等轻松
只是仰望星空的时候
内心仍存一丝余悸
疫情减缓，还会不会卷土重来
备用的口罩还够不够用，为这不好的
甚至很小我的闪念，感到羞愧

战争或者仇恨并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
还有创伤、自律，人们内心的幸福感
还有一些比如，列举下去会让人倦怠
不如点上一支艾草或燃起一束火把
离自律和自省更近一点儿

6

这半年，很难，但都咬牙挺过来了
这一场灾难，也叫人明白

“没有一个人，会成为一片孤岛”
这一年，还有许多新的打算

这一年，能在窗前赏月就好好欣赏
能去远方看云，就结伴去看看
这一年，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得过且过

这一年，会尽量多吃蔬菜，会锻炼身体
这一年，会微笑面对所有
并向世界敞开最美的自己
这一年，也会更爱我的亲人和祖国

庚子年记(组诗）

王妍丁

时光有着与滚滚红尘无干的
安宁，摸不着，看不见，唯有季节周
而复始地更迭，提醒着时光的流
逝。当一片雪花、一片落叶、一朵
花、一棵草芽出现时，我们才猛然
惊觉，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秘而不宣
的小小惊慌，恰如这人间四月天。

四月的春水还在人们酣甜的
睡梦中流淌寒凉，春雨还在窗外轻
轻呼吸。春天安静得像个十三四
岁的小姑娘，脸颊一抹桃花红，胸
脯胀鼓鼓，只消一场春雨的滋润，
或是一番花信风的召唤，她就会在
你不经意间，华丽地转身，送你一
个激情四溢的春天。

看，漫山遍野的山花铆足了劲
儿，你追我赶地挤进四月里，好像
爱美的姑娘急于奔赴一场盛会似
的，招蜂引蝶，把个四月天搅闹得
沸沸扬扬，好不热闹。草儿也不甘
示弱，争抢着把自己的春衣浣洗干
净，河滩、田埂、山脚，到处晾晒新
装。河水丰腴了，怀抱花香、草香，
一路招摇，醉倒了蓝天白云的身
影。鸟儿欢叫着拨亮了枝头的绿
意，风儿在无限春光里柔情缱绻。
农人们架起春风，挥毫泼墨，一幅
崭新的画卷铺展开来。

听，杏花烟雨里，布谷鸟儿纵
情地歌唱。犁铧弓腰搭背嚯嚯嚯
地翻开泥土，泥土的味道让老黄牛

兴奋地打着响鼻，尽情地享受着久
违的清新。农人们的眼神里，跳跃
着喜悦，慢条斯理地播洒着希望。
袅袅炊烟爬上农庄的屋顶，劳作的
人们牵着牛悠然地回村。此时的
山谷间，来回传送着呼唤和应答，
采野菜的孩子们挽着夕阳，哼着歌
儿回家。

夜深了，某个梨花院落里传出
了悠扬的琴音，熏过花香的乐曲透着
丝丝清甜，飘进每一个安然的梦乡。

四月推开季节的窗户，引领着
人们去大自然里采集一捧春色在
心。换上轻便的行装，去爬爬山，吐
纳间，烦忧顿消，天高地阔胸怀辽
远。攀上山顶，放眼大地群山，展开
双臂尽情欢呼，像个心思澄明的孩
子那样，做回自己。归来时，采几支
野花，插进瓶子，让愉悦延续。

这样烂漫恣意的四月，适合怀
想：一朵春花前凝眸，相对无言，“你
若安好，便是晴天”地念一个人；一
株春草下，相思深种，沿着根须的走
向在大地深处盘结；一脉春水边，折
一只纸船，载满璀璨的星光，奔向遥
远的“他”；借一缕春风，放飞一粒种
子，飘向远方，在异乡开花……

时光隐藏在四月的花苞里，从
山脚一层层地开，直到山顶，人间
的芳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山顶
花开晚，却是开到最后的那朵。

时光深处的四月
纪 蕊

一粒种子落进黎明
无声的大地喘息
传来牛羊的絮语
刚刚开门，早起的农妇
已把笑脸迎向春风

小草依恋着羊羔
加入亲密的二重唱
天空鸡蛋清似的
阳光伸出大手把温暖的颜色
随意涂抹到
树梢、墙角、篱笆上

那是我们熟悉的风的线条
麻雀从水泥电线杆的顶部
向下欢跃着滑翔
沿着河岸松软乌黑的泥土
播种机奏响春之声

把什么献给这个世界

一支笔献给纸张
一枚钉子献给墙
一团火献给荒野

然后我知道
把什么献给世界
一粒米献给饥饿的胃

一片云献给天空
一刻钟献给
等待的远去的骆驼

然后我知道
把什么献给世界

你唱着歌
扛着铁锹
去挖掘冻土

那埋藏在地穴里的
蚯蚓和蛇
会拥抱在一起吗
如同吻过一个世纪的
故事的纽扣

等

你，湖水里的鱼
让空空的岁月
在岸边等
当船抛锚
翻卷的浪
只要求一阵风
来点清凉
擦去
眼睫毛上的尘

春之声（外二首）

刘恩波

风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