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塘雨韵

■ 孙伟

人生难得半日闲。有了闲情，就
坐在门口，看入梅后的雨，在天地之
间挥挥洒洒。盛夏的暑气，在雨的荡
涤中消失殆尽。平时烈日下卷曲、耷
拉着的香樟树叶， 在雨水的轻歌曼
舞中，肆意舒展腰身，泛着幽幽的翠
绿。忽然就想起附近那几亩荷塘来。
在这雨天里， 荷塘应该别有一番清
幽景致吧！这样想着，便急急撑开雨
伞，奔荷塘而去。

沿着荷塘的四周， 重叠着几排
高大的杨树，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
让紧邻城市的荷塘少了一份喧闹，
多了一份幽静。尤其在这样的雨天，
更显静雅。 就连晴天里声声不断的
蝉声与蛙鸣， 在这样的雨中也突然
安静下来。

远远望去，四四方方的荷塘上，
挨挨挤挤堆满了荷叶。一片片荷叶，
宛若一把把被风掀翻了伞骨、 正扬
脸向天的雨伞。那些碧绿的“伞”，有
的傲然高挺，有的还贴着水面。凹型
的叶片，仰天兜接着落雨。雨水从光

洁的叶片四周，向下滚滑，瞬间便在
叶心位置聚集， 凝结成为一颗硕大
的水晶，或圆球形，或不规则的晶体
状。雨还没有停歇的迹象，每个叶片
兜接的雨水也越来越多。于是，荷叶
前后左右、摇摇摆摆。每当不堪雨水
的重负时，荷叶左晃右晃，随意斜一
下肩， 雨水就被抛而下， 白亮亮的
水，顷刻间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落
入塘中。 此情此景，正应了“微风忽
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 在雨
水抛出叶面那一瞬间， 荷叶立刻又
恢复亭亭玉立的姿态。 那些还没有
挺出水面的荷叶， 就干脆平躺在水
波之上。雨点在平铺的叶面上，随意
滚动，聚合、离分，像颗颗珍珠，落在
翠玉的盘中。

出水的荷叶，高低错落。 你若
蹲下身仰视那田田的叶 ， 像连绵
起伏的山峦 ， 也像重重叠叠的建
筑群。 本来就碧绿碧绿的叶面，经
过雨水的浣洗 ，绿得更幽静 ，绿得
更耀眼。 偶尔有风吹过，满塘的荷
叶，便腾起一阵绿浪。 这时不难发
现 ，在密密匝匝的荷叶中间 ，还零

星点缀着一些或红或白的荷花 。
它们有的含苞待放 ， 有的已经盛
开 。 近池边的一朵白色荷花吸引
了我 ， 那纯白的花瓣已经完全张
开，聚拢在碧绿的莲蓬四周。 花瓣
上有点点雨珠 ，晶莹剔透 ；黄色的
蕊丝 ，娇嫩含羞 。 恍恍惚惚 ，有一
缕幽香闯过雨雾，沁人心脾。

相比观荷莲之风姿、 嗅莲花之
幽香，我更喜欢闭上眼睛，聆听大雨
或细雨触摸满塘荷叶的韵律。 急雨
时，“大珠小珠落玉盘”； 细雨时，是
“春蚕在咀嚼桑叶”……雨从层层叠
叠的荷叶上滑过，那或舒缓、或急切
的声响， 能激起观荷人心中的无限
涟漪。 舒缓时，是绵长的抒情曲；急
切时，是高亢的战歌。这起伏跌宕的
声响，宛若一场宏大的生命交响曲，
让我沉醉其中。

在荷塘的小径上， 我来来回回
走了几趟。雨渐渐小了，但始终有细
密的雨丝笼罩在荷塘四周。 一片烟
雨蒙蒙，仿佛三月的江南。只是少了
三月江南的柳浪闻莺， 多了雨落荷
塘荡起的韵致。

磨子潭往事
■ 季宇

磨子潭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南
部，景色优美，解放后设乡建镇，大别山
主峰白马尖和著名的磨子潭水库都在该
镇境内。 我们前往磨子潭是在夏季的一
天。一路上，蓝天白云，满眼的竹海密林，
一望无际。到达磨子潭水库后，站在高处
远眺，湖光山色，交相辉映。 薄雾正在散
去，湖面上波光粼粼，水平如镜，让人好
不心旷神怡。 陪同我们一起前来的朋友
说，如今的磨子潭与以往大不相同，因为
修建水库，不少地方已被淹没。在修水库
前，这里地势险要，淠河水流湍急。

历史上磨子潭曾发生过一次恶战，
那是 1946 年， 国民党先后调集 30 多万
大军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 大片根据
地先后被敌占领， 中原解放军 5 万余人
被迫退守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山区，陷
入包围之中。生死存亡之际，中共中央指
示立即突围， 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
一，胜利第一”。 很快中原局制定了突围
计划，主力向西突进，越过平汉线，跳出
敌人的包围圈。为了确保突围成功，中原
局决定以一部担任掩护。

这个任务落到了“皮旅”的头上。
“皮旅”即中原军区一纵一旅。 该旅

前身是豫西抗日游击支队，支队司令为皮
定均，后该支队编入中原军区，皮定均改
任旅长。 由于能征善战，该部早在豫西时
就有“皮部”的美称，中原突围后，一纵一
旅声名大振，“皮旅”的称呼也不胫而走。

皮定均是出身于大别山的老红军。
他是安徽省金寨县槐树湾人，15 岁加入
了红军。参军后，血雨腥风，身经百战，但
他最出名的一战还要属中原突围。 这一
战， 他率领全旅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掩
护中原军区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 完成
了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 正因为如
此，1955 年授勋时，毛主席特别批示，将
他由少将晋升为中将， 以奖励他在中原
突围时立下的大功。

1946 年 6 月 24 日傍晚， 皮定均和
政委徐子荣，接到上级急电，令他们限时
赶到纵队司令部。 “像这样的急电平常是
少有的。 ”皮定均后来回忆说。 到达之后
才知道，军区主力定于当晚转移。司令员
王树声指示，“皮旅” 的任务是不惜任何

代价，拖住敌人，迷惑敌人，从而确保主
力顺利突围。

这个任务相当艰巨， 甚至意味着全
旅牺牲。 当晚，行动开始了。 中原军区主
力秘密向西突围，而“皮旅”则大张旗鼓
向东开进，造成我军主力东移的态势。为
了迷惑敌人，“皮旅”白天向东开，晚上再
悄悄回到原地。 如此这番，连续两日，敌
人果然产生了错觉， 认为我军主力正在
向东转移，于是调集重兵向东布防。 6 月
26 日，敌人完成调动，发起攻击，“皮旅”
在长达 20 多里的防线上， 节节抗击，迟
滞敌人的进攻， 成功牵制和吸引了敌军
5 个旅的兵力，顺利完成了掩护任务。

6 月 28 日清晨， 雨过天晴，“皮旅”
出其不意地从刘家冲钻了出来， 越过潢
（川）麻（城）公路，经过三次突围转向，一
路苦战，飞兵进入大别山区。

7 月 10 日，部队进抵磨子潭。 这是
大别山东陲门户 ，也是 “皮旅 ”突围后
遇到的最后一道屏障。 突破这道屏障，
就意味着半个月的苦战迎来最后的胜
利曙光。

然而 ，此时 ，一场恶战正在等待着
他们。

当时紧跟在“皮旅”身后的是敌安徽
省第四纵队。为了摆脱追击，“皮旅”飞速
前进，抵达磨子潭镇街，获知敌 48 军也
在紧急赶往这里。这是桂系部队，善于山
地作战。得知情报后，旅部当即决定抢在
敌人到达之前渡过淠河。 磨子潭山高水
深，是夜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河水暴涨，
奔腾咆哮， 其声震耳欲聋。 由于连续作
战，部队疲惫不堪，加上部队战士中会水
的不多，皮定均下令架设浮桥，可由于河
水太急，加上缺乏器材，浮桥刚架起便被
冲垮，数十名战士被激流冲走。一次次努
力均告失败。时间刻不容缓！皮定均和旅
部领导彻夜不眠。通过走访群众，找到一
处水流较缓的河面， 决定从这里涉水渡
河。 “皮旅”老兵回忆说，当时水齐脖子
深，部队便组织一些大个子在前面，手牵
手，小个子就在中间，构成人墙，伤病员
则乘坐木排，不顾一切开始强渡。

不久，敌人的先头部队赶到了，猛烈
的炮火铺天盖地倾泻而下，子弹呼啸，火
光四射。 “皮旅”先头部队冒着敌人的炮
火向对岸轮番冲击。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激战，抢渡成功。 随后第一、三团也分别
跟进，但担任后卫的第二团却失去联系。
皮定均和政委守在河滩上十分着急，说
什么也不肯走。他们派人去找，直到第二
团的领导出现后，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
这时敌人的增兵已经赶到。 他们占据有
利地形， 居高临下， 造成第二团很大伤
亡。 皮定均下令从第一团和第三团各抽
调两个营的兵力组成敢死队， 经过反复
争夺，天亮时分终于夺下制高点，掩护二
团渡过淠河。

就这样，“皮旅”转战 20 多天，跋涉
千余里，顺利完成了任务。 此时，全旅还
有 5000 余人，而且建制完整，战士们都
情不自禁，流泪高喊胜利。 当时的《新华
日报》《解放日报》等对此进行了报道。据
“皮旅”老战士李金玉回忆，后来周总理
见到皮定均， 高兴地说你带的这个旅真
行，可当一个方面军使用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参加磨子潭突
围的最小“战士”是刚刚出生不久的青碧
涛。 她是“皮旅”第三团参谋长青雄虎的
女儿，小名突突。

突突的母亲何济华是 “皮旅”23 名
女兵中的一员。中原突围时，她已身怀六
甲，挺着大肚子跟着部队跑，由于颠得厉
害，便找一块布把肚子死劲勒住。部队翻
过青峰岭———这里离磨子潭只有 10 来
里路———她要生了。 团里的大姐和卫生
员赶来在路边一个破草棚中为她接生，
当时条件很差，连热水都没有。 不过，好
在顺产， 母子平安———一个新生命降生
了，她就是突突。

据突突的母亲回忆说， 突突的名字
是皮定均给起的。 他抱着刚刚出生的青
碧涛，亲了亲说，她是在战火中诞生的革
命下一代啊！就叫突突吧，象征我们突围
一定能够胜利！

如今，突突，即青碧涛已经 73 岁了。
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妈妈生下她，当时用
单子一裹，又继续赶路。 由于刚生孩子，
身体虚弱， 跑了一阵就支撑不住了,“团
参谋罗耀星叔叔一只手抱着我， 一只手
拽着我妈妈，不许我妈妈停下来，强迫着
她一定要走， 说你这个时候停下来肯定
是死。 我妈妈便咬着牙继续走。 ”

后来，前边打响了。她父亲和罗参谋
都上前边打仗了。再后来，在渡过磨子潭

时， 母亲的通讯员不幸连人带马被水冲
走。 父亲便把自己的警卫员熊锦玉派去
照顾她们母女。 和熊锦玉一起照顾她们
的还有一个姓张的马夫。一路上，熊锦玉
抱着突突，由于裹着单子不透气，他怕把
孩子捂死了，便跑一段把单子打开一点，
看看有没有气，有气再包上，继续跑。 就
这样， 边跑边看。 敌人的子弹打得漫天
飞，有一颗竟打穿了突突的包裹。 “但就
那么巧，”青碧涛庆幸道，“居然没有打到
我，也没打到熊叔叔，后来我们终于冲出
了包围圈。 ”

许多年来，青碧涛一直有一个心愿，
就是想找到当年抱着她突围的熊叔叔。我
曾打电话采访青碧涛，询问她寻找熊锦玉
的过程。她说，由于父亲去世早，她们与熊
叔叔断了联系。 为了达成这个心愿，她曾
求助于中央台《等着我》节目，但却没有结
果。后来，她妈妈去世后，她在整理家里信
件时发现了熊叔叔的信，地址是郑州某干
休所。她高兴极了，连忙打电话，通过河南
省军区辗转寻找，终于找到了。

2018 年 12 月的一天， 她赶往郑州
干休所，见到了当年的熊叔叔。两人都十
分激动。解放后，突突的父亲青雄虎调往
福州军区某师任师长， 熊锦玉则去了西
藏军区，离休后住在郑州。 谈起往事，熊
锦玉老人对磨子潭之战依然印象深刻。
他说那是一条比较大的河， 水至少都是
齐腰深，而且天黑雨大，还有敌人阻击，
真是太难了！他还说到中原突围几千里，
让他最难忘的就是脚———进入大别山，
到处都是高山密林，脚全磨烂了。准备的
草鞋没几天就完了， 没办法有的战士就
用衣服把脚缠一缠接着走， 脚底下全是
血。 好好的马（他称之为“无言的战友”）
走着走着就倒了，因为马掌都磨掉了。尽
管如此， 每个人都咬紧牙关绝不掉队。
“信念啊！ ”老人感叹道，“我们靠的就是
这个。 ”在说这句话时，老人面带微笑，语
气平静，但话语中却充满了坚定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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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之变与故事之魂

■ 刘振

人们对故事的兴趣永远存在 ，而
讲述故事的载体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影视艺术的
成熟与发达 ，短视频的 “爆发 ”与流
行 ，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人们通过
文字阅读获知故事的传统。 闲暇时间
热衷追剧 、刷短视频 ，一旦感官适应
了影像的五颜六色 、生动直观 ，再去
翻阅书本便觉得枯燥难耐 。 如今 ，很
难有一部原创小说引发轰动 ，人们更
津津乐道于某部新片的上座率与视

觉奇观。 越来越多的传统作家进入影
视界，在另一个更 “现代 ”的赛道上施
展才华 ，就像千年以前的书写者有了
纸张而放弃竹简一样 。 可以说 ，影视
媒介日益动摇着文字传播的核心地

位，影像无处不在，文字退居次席。
从文字到影像， 载体的巨大变化

对故事本身的影响几何？ 有人觉得，文
字和影像都不过是故事的表现方式，载
体变了，内核依旧，而且影像让故事变
得更通俗易懂、利于传播，经典文学改
编成影视作品便是最好的例子。 的确，
文学与影视相互成就的例子不胜枚举，
但细究起来，这远不足以概括载体之变
对故事内容的影响。如果说这种载体之
变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文化变局，我们理
应深思这场变局之下，讲故事的传统正
在经历怎样的嬗变。

故事从日常化到奇观化。 传统作
家念兹在兹于 “创作来源于生活 ”，非
常强调对日常生活的细致刻画与深

入开掘 ， 这种深入开掘往往是内在
的 、 思想性的 ， “从日常中提炼出诗
意”。 相比视觉语言，抽象的文字蕴含
着更深的意义 ，引导读者阅读 、感受
与思考 ，共同完成 “超越生活 ”的部
分 。 而影视剧 、短视频首先是一种视
觉艺术 ，某种程度上说 ，向内开掘较
难而向外开掘较易 ，于是更多追求情

节曲折 、冲突剧烈 、视觉刺激等外在
奇观化的效果。 这些年奇观化影视剧
比比皆是 ， 而现实主义好剧难寻 ，与
载体的变化不无关系。

创作从个人主导到资本主导。 以
前，讲故事的人主导着故事 ，讲什么 、
怎么讲 ，是 “我手写我心 ”的过程 ，打
着鲜明的个人烙印。 虽然作家也在意
读者反响 、版税收入 ，但总体而言创
作是个人化的 ，对其评判标准是文学
性、思想性、艺术性的高下。 然而在影
像传播占据主流的时代 ，资本才是最
大的幕后推手 。 影视剧是大额投资 、
工业化流程 、集体合作的产物 ，必须
讲求商业利益 ， 由此带来的流量为
王 、剧集 “兑水 ”、题材跟风等现象几
乎难以避免。 并不是说个人主导必然
出好作品 ， 资本主导出不了好作品 ，
而是在资本主导下 ， 讲故事的目的 、
意义 、逻辑都在发生变化 ，此故事与
彼故事已不可同日而语。

故事的载体变了， 内容也在潜移
默化发生变化，这是故事得到深化与提
升的契机， 还是让故事成为日益工业
化、奇观化的“产品”？答案不是绝对的。
有人固守着文字创作的传统精耕细作，
有人以前瞻性目光适应载体新变化，但
无论怎样，变中亦有不变，那就是好故
事都有一个动人的灵魂———展现一个

温暖的、值得珍重的人世，追问人类的
心灵跋涉与存在困境，建设一个理想的
精神家园。 思考这场变局下故事的嬗
变，选择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为每一
个故事赋予动人的灵魂，或许是今天的
创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稻谷金黄

■ 凌泽泉

在父亲的眼中 ，脱胎于金黄稻谷
里的一粒粒晶亮的大米就是闪烁着
金光的珍珠 ，骄傲地缀在岁月的发髻
之上，辉映着一个个平常的日子。

当布谷的叫声鸣响于返青的枝
头 ，闻听到季节召唤的父亲便一骨碌
爬起来，闪身扑进田野 ，只在一瞬间 ，
他的脸膛 、双臂和两脚便几乎同时感
受到了丝丝缕缕潜过来的暖流。

春风开犁 ， 父亲吆喝着老牛 ，拖
着锃亮的犁铧剖开封冻了一冬的泥
土 ，几番耕耘平出一方水田后 ，他迫
不及待运来灰粪 ， 撒上厚实的一层 ，
又拖起大锹 ，从田横头的水沟里放进
哗哗的清水 ，让关着的水在田里再浪
上数日 ，然后才把已催过芽的稻种运
到田头 ，只轻轻一扬手 ，便把一粒粒
稻种连同裹在它们身上的晚霞 ，一同
安放到水汪汪的温床之上。

撒完稻种后 ， 父亲挪开箩筐 ，弯
下腰 ，从杂草棵里将漏下的稻种一一
捡起 ， 小心翼翼地把它们送进田里 。
父亲想 ，每一粒稻种都将是一束沉甸
甸的稻穗 ，决不能让它们在出发之前
就当了逃兵。

自打稻种入田以后 ，每天天刚蒙
蒙亮，父亲便扛起大锹 ，来到秧田埂 ，
悄悄蹲下身 ，仔细观察着那些细白的
芽根是否扎进了泥土 ，那些赭黄的稻
壳是否压住了嫩芽的头部。 在那条窄
窄的秧田埂上 ，父亲每天都要转上十
来圈 ，有时 ，他还恨不得把手伸进秧
田里 ， 将那些歪着身子的秧苗扶正 ，
将那些露在水面上的根须摁进稀软
的泥中。

当看到秧苗们挨挨挤挤地站满
了秧田 ，父亲的心情比早起唱歌的鸟
儿还要愉快。 他将大铁锹横在长满巴
根草的田埂上 ， 一屁股坐在锹把上 ，
眼睛含笑地看着秧苗们青青的眉眼 。
他想 ，这一棵棵秧苗即将被移栽到一
个个硕大的田块 ，独自撑起一方方新
天地，然后在风中分蘖 ，在雨中拔节 ，
在闪电中扬花 ，在雷声中灌浆 ，在秋
风中再换一身金黄的戎装 ，翻滚起金
碧辉煌的一波波澎湃稻浪。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自打水田
里插上了一簇簇新秧 ，父亲便有些魂

不守舍了。 白天，他扛着大铁锹，从这
条田埂转到那条田埂 ，仔细察看田埂
是否漏水 。 对于新堵上的田埆 ，父亲
都要用脚底板使劲踩实 ，他担心万一
田埂关不住水 ，那些站在骄阳下的秧
苗 ，嗓子眼就要冒烟 ，那些向上拔节
的秸秆就会无力抽穗。

耘田 、拔草 、驱虫 、施肥……就像
呵护孩子一般 ， 一株株秧苗分蘖 、扬
花 、抽穗 ，每一枝秸秆都高举起一束
饱满的稻穗 ，每一粒稻穗顶上都挑着
一根晶亮的尖尖稻芒。

金风扑面 ，兴奋的父亲提着镰刀
走上田头 ，他俯下身子收割稻子的姿
势就像是在向每一束迎镰而倒的稻
穗深深地鞠躬致谢。

收割后的稻田 ，父亲每每要来来
回回走上好几趟 ，为的是把那些丢失
的一根根稻穗拾起。 码过稻把的田埂
草丛中 ，星星点点地落下了一粒粒稻
谷。 父亲见了，便从田里抓起一把泥，
捏成团 ，然后从落有稻谷的草丛中滚
过 ， 那一粒粒稻谷便粘在泥团上 ，父
亲将粘有稻谷的泥团放进竹篮里 ，在
清水河里淘洗 ，不大一会儿 ，篮底便
现出了厚厚一层金黄的稻谷。

父亲把每一粒黄澄澄的稻谷都
视为珍宝 ，他知道 ，从育秧到插秧到
收割 ，这个过程太漫长 。 多少个日日
夜夜 ，多少场风风雨雨 ，多少滴汗珠
与心血 ，才鼓胀起一粒粒饱满的稻谷
啊。 正是这一粒粒稻谷喂养着我们的
身体，怎不让人倍加珍惜。

父亲常说 ，一切从米出 。 米能出
盐 ，米能出衣裳 ，米能出学费……一
旦缺少米 ，日子就会过得慌 ，过得局
促不安。米是人的胆。家中有米，过日
子就不会担惊受怕。

父亲对秧苗的感情 、对稻谷的感
情 ，其实就是对土地的感情 、对生活
的感情。

捧起一把米 ，迎着窗外透过来的
光亮 ，我分明听到了禾苗分蘖拔节的
清脆声响 ， 闻到纷纷扬扬的稻花清
香 ，我还听到了风声雨声雷声正从尖
尖的稻芒上滚过 ，看到了翻滚的稻浪
正在我的眼前铺展出一条金光闪闪
的大道。

无论天晴天雨，是金黄的稻谷，养
活着一个个平常的日子！

碾屋
■ 江旺明

矮矮的两间屋，按照“碾前不碾后，碾左不碾右”
的村规，一字形儿摆在村前左边。四壁见不到一块石
块， 一律用黄泥巴一层层夯筑而成的。 墙壁从头到
脚，无任何标记可以看出它是哪朝哪代建造的。高低
凸凹不平的黄色墙壁，像村里老人饱经风霜的脸庞，
从这张“脸庞”上，很容易揣摩出它的历史悠久漫长。

碾屋的门呈“八”字形，无户扇，也无任何遮挡之
物，像山洞口一样任人进进出出。 碾屋一进两间，中
间以半人高的墙相隔。 两具碾盘似两个硕大的南瓜
饼，分别静静地躺在屋中央；两个碾砣紧紧靠着碾心
柱，立于碾盘上，如两位卫士般。 碾屋灰暗，待到正
午，光柱才会从窗口射进来。这时，也才能看清碾盘、
碾砣上的灰尘，才能发现梁上的麻雀窠、壁上的土蜂
窝、窗角的蜘蛛网和地上的老鼠洞。

碾屋没有动听的乐章，没有诱人的艳丽，也没有
惊人的典故，它描述着我祖祖辈辈的辛苦和沧桑，如
一幅没有套色的版画记载着我平常的童年故事。

小时候，我常随父亲“赶碾”。父亲挑着箩筐走在
前面，我怏怏不乐跟在后面，一起来到碾屋。 父亲将
谷子倒在碾盘上，慢慢扒成圆形，然后架好牛。 牛扛
着碾米杠绕着碾盘慢腾腾地走着， 用吃力的四脚不
停地画着一个个圆圈。碾砣围着碾心柱慢慢转动，碾
心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声音断断续续，无节奏，
不和谐，古老、苍凉、孤寂，给人一种沉重压抑感。

我挥棍赶牛，父亲握着弯月形的工具在前不停拨
扒米谷。转了一圈又一圈，碾了一遍又遍。牛转得满身
汗水湿漉漉的，我转得头晕眼花。 这时，父亲从碾盘抓
了一把，双手捧到一旁，鼓起肿胀的两腮，撮着圆圆的
口，吹糠看米，说：“还是生的! ”于是，牛再慢腾腾地走，
碾砣再慢慢地转。如此，一盘米要碾两个多小时。让我
最害怕是热季阴天“赶碾”。碾屋里灰暗暗的。牛粪牛尿
臭气冲鼻，这还不打紧，最让人难受的是蚊子嗡嗡地
叫，好像戏场开了锣似的，发疯叮人。蜢子叮牛腿，牛发
脾气，掀蹄踢人，我记不清挨了多少次牛蹄子。

碾屋一年四季总是闹嚷嚷的。 村里四五十户人
家，两盘碾子总是忙的。 在物资不丰富的年代里，村
人度春荒时，谷子还在含苞，小麦还没转黄，大麦却
熟了。为了填满肚子，村人日日夜夜忙着碾大麦。碾
大麦比碾谷子要难得多， 常常半日碾不熟一盘大
麦。 秋日里，生产队碾苕藤、花生禾秆等作饲料喂
猪。 碾前要把苕藤、花生禾秆等晒得干如枯枝，捣成
一截一截的。 这虽说不比碾大麦难，但会灰尘弥漫，
屋里如同灰纱笼罩着，看不清碾砣、碾盘以及人和
牛，只能听到碾心柱发出的响声。 冬日碾“腊米”时，
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报晓鸡还未打鸣，村人就起床
占碾、抢碾，免不了因争抢而拌嘴。 直至夜阑人静，
碾屋的窗口还透这微弱的灯光，传出“吱吱嘎嘎”疲
惫不堪的声音。

经过几十年风雨沧桑，如今碾屋已经荒废，但碾
盘、碾砣仍在。碾盘托着碾砣，远远望去，如同城里公
园的石雕立于村前， 时时吸引着从城里回来的年轻
人来看个稀奇。

落霞暮歌青山湖 左学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