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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农村孩子圆梦艺术

■ 梅麟

日前，“童心向党 童画梦想———庆

祝建党 100 周年百幅城乡儿童画展”在
安徽省图书馆开幕，画展作品大多由农
村中小学学生创作。

历史上，许多艺术大家起于微末，
因“伯乐”独具慧眼而走向辉煌。 冼星
海自幼家境贫寒，本与音乐无缘，后来
区健夫注意到他的音乐天赋， 引导他
接触乐器，接受专业训练，带领冼星海
一步步走向音乐家之路， 最终创作出
《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等爱国歌
曲，成为伟大的“人民音乐家”。 这个故
事说明，再好的“艺术胚子”，也需要一
个施展才华的契机才能崭露头角。 此
次画展便是一次生动实践， 让农村孩
子的艺术作品有机会走进公众视野 ，
引发人们关注。 据报道，参展作品“构
思新颖、 色彩搭配明快、 充满奇思妙
想”，具有不俗艺术价值。 或许，未来的
知名画家将以此为起点， 一步步书写
励志传奇。

当然 ，一次画展仅展出百余幅画
作 ，不可能将所有农村孩子的作品尽
收其中。 如何避免“千里马常有，而伯
乐不常有”的遗憾，值得各方思考。 有
关部门可结合当地实际 ，协调安排展
出场地 ，延长展出时间 ，并积极开展
宣传扩大知名度 ，吸引更多观众前来
观赏 。 邀请专家担任评委 ，为展出作
品提供合理建议 ，帮助 “艺术胚子 ”更
好成长 。 发挥网络平台优势 ，定期举
办在线艺术比赛等活动 ，奖励优秀作
品 ， 调动农村中小学学生参赛积极
性。 唯有各方形成合力、争当“伯乐”，
才能给更多“千里马 ”带来机遇 ，为他
们尽情挥洒才华创造有利条件 ，早日
“化蛹成蝶”。

王羲之 “书圣 ”之名千古传唱 ，既
需要天赋与努力 ， 也因出身魏晋名
门 ，家中从不缺书法用具 ，才有条件

“洗笔成墨池”。 助力农村孩子圆梦艺
术 ，不仅要为他们提供展现自我的舞
台 ，配套 “软硬件 ”也一个都不能少 。
例如 ，此次画展并非随机从农村中小
学征集作品 ，它的成功举办与安徽省
图书馆等机构自 2011 年发起的 “爱
心助困一日捐 ” 公益活动密不可分 。
十年来 ， 活动募集到数万本课外书
籍 ， 协助多所农村中小学建立图书
室 ，帮助农村孩子开拓视野 ，在不断
吸收养分中激发创作热情。 社会各界
应积极行动起来 ，提供种类更加丰富
的创作器材 ，为农村孩子艺术启蒙创
造必要 “硬件 ”支撑 。 强化知识服务
“软件 ”功能 ，开展 “文艺支教 ” “艺术
下乡”专项行动 ，组织文艺工作者 、艺
术院校师生深入乡间 ，为农村孩子送
去艺术教育课程 ，培养孩子正确审美
观 ，学习艺术创作技巧 。 对其中确有
天赋的 “艺术胚子 ”，应扮演好 “引路
人”角色 ，加大教育资源扶持力度 ，制
订个性化培养方案 ，为孩子的顺利成
长打下坚实基础。

李子柒以唯美画风宣传乡村风景

美食，深受网友好评；蜀中桃子姐刻画
“人间烟火气”，一幕幕家庭和睦画面令
观者暖心……近年来，不少创作者能够
脱颖而出，既有对每件作品精雕细琢的
“匠心”，也有深爱家乡的真情。 有乡愁
韵味的艺术作品，便有了灵魂。 助力农
村孩子实现“艺术梦”，不妨鼓励他们努
力发掘家乡亮点，将家乡独特风土人情
要素融入到艺术创作中， 展现家乡特
色，为促进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卖花渔古村
■ 王士新

卖花渔村，只卖花，不卖鱼。
深藏皖南崇山峻岭中的卖花渔村，

这几年脱颖而出，成了网红打卡地。
今年春节，卖花渔村四周漫山遍野

梅花盛开 ，淡红 、粉红 、洁白 、桃红 、大
红，色彩纷呈，争妍斗奇，空气中流淌着
浓浓的梅花香。 山涧村庄农家庭院，品
种繁多、造型各异的盆景，特别是数千
株盆景中的梅花，与山上万亩梅花林遥
相呼应，连成整体，蔚为壮观，整个村庄
如同一个美丽的大公园。 节日里，五六
万游客纷至沓来，山上、村中、庭院处处
是游客。

我们到皖南旅游，慕名游览了卖花
渔村。 出歙县县城，过新安江大桥，沿江
边山路蜿蜒前行， 不到两公里处掉头，
只见山涧路边有许多树桩和细土土堆，
这里便是加工盆景的场地。 村庄两边是
林木葱绿的大山，山涧平坦，宽百米有
余，粉墙黛瓦的徽派楼房，一栋接一栋
坐落在山脚下。 村庄干净整洁，家家楼
前都有庭院，庭院有大有小，小的约摸
五六分地，大的足有一亩开外。 各家庭
院前都有黑色柏油路，路边是半人高的
竹篱笆围墙。 庭院里摆放的盆景整齐有
序，小的庭院数百盆，大的庭院上千盆，
不少人家二楼露台的栏杆上，还摆放着
许多盆景。 各家盆景庭院紧紧相连，枝
头染绿，生机盎然，赏心悦目，整个村子

宛若一个巨大的盆景花博园。
从村西走向村东， 再到村小学，回

头，路边的一户盆景展示园吸引了我。 园
里有上百盆树桩盆景， 园中一位长者和
另一中年人正在忙活。 中年人在绿色遮
阳棚下，正弯腰聚精会神加工盆景。 长者
叫蔡明生，今年 71 岁，大个头，很壮实，
眉宇间闪现着自信的光彩。 他介绍，这个
展示园 2.7 分地，有四十多个品种，游龙
梅、榔榆、罗汉松、杜鹃是其中的代表品
种。 园中后排，十几盆高达两米的游龙梅
盆景一字排开。 他引我到游龙梅盆景前，
说， 这些梅桩在野地里生长了二三十个
年头，从山上挖下来，在家中庭院加工定
型，又要花费三四年工夫。 去年，他家卖
了 12 棵游龙梅盆景， 每棵均价一万多
元，其中一棵在野地生长周期长、造型好
看的足足卖了两万出头。 他们父子俩打
造的盆景作品，深受买家喜爱，这让老汉
很自豪。 老蔡家有六口人，他家除承包的
山林培育了大量梅树， 承包的山下 8 亩
土地也全部种了梅花。 不仅如此，行政村
在县城郊区集中转租的几百亩土地中，
他家拿到 2 亩，在加上又在外村流转的 6
亩土地，全部都种上花苗 ，其中梅花占
大头。

蔡明生热情好客， 说到村里的盆景
历史，滔滔不绝。卖花渔村是古徽州盆景
的发源地，盆景生产起源唐代，兴盛于明
代。村中的绝大部分人家，世世代代种花
做盆景，以卖花为生。卖花渔村地形像条

鱼，村民在鱼字边加上“三点水”，期盼日
子如鱼得水。如今赶上了新时代，国家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县里为村子修了 1500
米的进村公路， 为万亩梅花林修了上山
步道。 今年春节时村里举办了第十届梅
花节，前后持续两个月，吸引了四面八方
的省内外游客。乡村游带动了盆景销售，
如今，这里已是全省最大的盆景市场，盆
景远销往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长三
角城市，以及北京、山东、河北、河南、福
建、海南等地。

村支委吕利军正在村委会办公室
值班，他中等个头，瘦削、精明。 他说，全
村共 210 户 670 人，以前农户除了养花
做盆景，也种茶、养蚕，总体收入不高。
近十年来，盆景市场好了，家家开始专
做盆景，特别是连办十届梅花节，游客
量年年猛增，市场对盆景的需求量也越
来越大。 村党支部未雨绸缪，组织农户
进一步扩大花苗种植规模，除了在县城
郊区流转几百亩土地，分摊到户，还动
员农户在周边村庄流转土地种花，现在
全村农户在外村转租的土地，少则五六
亩，多的有十几亩。 卖花渔村的盆景产
业，也逐步辐射到周边村庄，带富了邻
村。 邻村的农户在承包山场和承包土地
上种植花苗，自己不会加工，就把花苗
卖到卖花渔村加工成盆景。 为保护本村
山上的梅花林，村里约定，村民在山上
承包的梅花林，每挖一棵老梅花，要补
种两棵新梅苗，村子里家家户户都严格

遵守。 规模越来越大的梅花林，成为全
村人真正的绿色银行。

和众多村落一样 ，前些年 ，年轻人
都纷纷去大城市打工，村里全是留守老
人和孩子，卖花渔村成了“空心村”。 近
些年，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看到家乡
花事、旅游兴起，纷纷回村创业。 他们除
了向父辈学习种花和盆景加工技艺，还
利用互联网做起了电商，为盆景开拓市
场。 老吕的儿子吕凌志以前也在上海打
工，后来选择回村创业，在网上开了两
个商铺，卖花卖盆景。 老吕肩上担子轻
了，心里舒坦，感觉日子也更有盼头。 年
轻人回流， 让生态经济拥抱数字经济，
使卖花渔村如虎添翼，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不竭动力。 如今，老一辈的花农看到
村中处处活跃着年轻人的身影，传承千
年的徽派盆景产业后继有人，个个心里
踏实。

乡村旅游和盆景两个产业，织牢了
卖花渔村村民的幸福生活网。 2020 年虽
遇疫情，全村村民依然销售盆景 3 万多
盆，大多数人家年收入几十万元 ，高的
足有五六十万元。 被群山环抱的卖花渔
村，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 种花、
养花、卖花，空气清新，四季花香，村民
生活在鲜花和林海中。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是深藏在中国人心底的家园情结。

卖花渔古村 ，一个新时代的 “桃
花源 ”。

麦香
■ 宣金祥

俗话说，人老一年 ，麦熟一夜 。 立
夏后还是青青绿禄的麦子 ， 经夏季热
风一夜吹拂，就泛枇杷黄了。 童年时，
我总是恨麦子黄得太慢太慢了 。 天天
吃山芋 、胡萝卜 ，吃得浑身乏力 ，村子
里孩子便编起了 “土儿歌”：“荞麦黑、
山芋黄，一日三餐心里慌……”传唱到
妈妈耳朵里 ， 她就追着我和表弟骂 ：
“小东西呀 ，荞麦 、山芋咋的啦 ，能度
命，能吃长了就不错了。 ”于是，我们时
时都盼着吃新麦。

终于小麦泛黄了 ，连夜割下 ，放在
场里垫块石板打麦脱粒。 “噼噼啪，噼
噼啪，男女老少来打麦。 麦子多，麦子
好，磨面做馍馍。馍馍香，馍馍甜，送给

爷爷奶奶尝一尝……” 我们一群孩子
又笑眯眯地唱开了村校王老师新编的
时令儿歌，边唱边打麦子，巴望着早一
点吃上新麦做的馍馍， 那么白 、 那么
暄，真香甜，不用菜也能吃五六只。 当
时，我只有一个心愿，若能饱饱地吃上
一顿白馒头，就是死了也心甘！

天气很热，就赤膊打麦 ，不怕麦芒
刺人，浑身奇痒，反正麦子打完后可以
跳进门口池塘里洗个澡。 只是麦子没有
全熟，使劲地掼了几十下，也打不干净，
妈妈就在一旁用手搓着未打下的青麦
粒。 碰巧天又阴雨，只能把麦子放在锅
里炒。 炒半干了，放在石磨里磨，实际上
只能压扁、压碎，筛不出粉来，就连皮带
粉一起倒进锅里煮， 熬成了小麦粥，也
真香呀，一次能喝三大碗！ 吃了麦粥后，

天才放晴，麦子晒干扬净了。 心想这下
能美美地吃一顿白面条， 白馒头了，谁
知妈妈不仅不筛去麦皮，还另掺进不少
山芋粉和荞麦面，蒸出来的馍馍不是黑
黑的，就是黄黄的。 下面条时，她尽放些
瓠子和菜瓜稠汤充数，我和妹妹碗里还
有些面条，爸爸妈妈碗里尽是青青绿禄
的瓜菜。 有什么办法呢？ 就那么几颗麦
子，要数着吃到新稻米下市，两个来月，
不“瓜菜代”能够吗？

吃到白面馍的梦，直到农村实行联
产承包责任制才实现。 以后，爸爸妈妈
不仅把田头地角都种上小麦，甚至连院
前屋后巴掌大的地落也不放过，头一年
就获得大丰收。 我参军后，妹妹来信说，
咱家午秋两季大囤满小囤流，再不用为
吃白馒头、香米饭犯愁了，家里还自购

了一架电动脱粒机呢，电钮一案 ，呼隆
隆个把小时就解决问题了。 表弟来信也
告诉我， 他家不仅圆了吃到白面馍的
梦，表侄儿还天天吃糖包子、肉包子、春
卷呢。

十年前，我转业回家乡工作 ，眼下
的农村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哪家
再为吃穿犯愁了。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大人孩子手机随身携带 ， 农田自流灌
溉，插秧机收割机满地里驰骋，机械耕
种再也不是农民梦中的期盼 。 爸妈老
了，已不再种田，把二老接进城后，我自
己天天办公室、家里两点一线，很少出
城，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麦子由青变黄。
新麦香离得越来越远了，可我对它的思
念却越来越浓。

但，有桩事，我心里挺添堵：孙子都
快十来岁了， 吃包子常常只掏馅儿吃，
包子皮被丢在一边，再看看邻里家的娃
们也是一个样儿。 每看到这情景，心里
就堵得不行，就想起小时候传唱的“荞
麦黑、山芋黄，一日三餐心里慌……”

新麦香，牵动着我万千思绪！

曾经的夏
■ 枫华

曾经的夏，是一段令人难忘又快活
无忧的日子。 无数个夏夜，头顶着星空，
摇动着蒲扇，倾听着蝉鸣，那美丽的岁
月永远停留在脑海中。

天空蓝蓝，河水清清。 在我老家房
屋背后有一条名叫坝头港的大河 ，这
条河原本襟江带湖 ，客轮 、轮渡 、渔业
兴盛，是一条非常热闹的河道。 后来，
人们慑于长江水患， 在家门口筑起一
道坚实的大堤，封堵了泾江口。 从此，
这条大河一头连着大湖， 另一头隔断
了与长江相通。

我家的老房子建在河坝上，青砖黛
瓦。 透过厨房的窗户，就能看见碧绿的
河水、宽大的河面。 河岸上生长着许多

大树，炎炎夏日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
都喜欢来树下躲阴凉，其乐融融。 最显
眼的， 是一颗横卧在河面上的桑树，粗
壮又结实。 待夏汛一来，河水能一直涨
到厨房后门青石板的台阶处，桑树俨然
成为了跳水台。

清晨，趁着太阳还没有睡醒 ，我们
全家下地干活。 这个季节的庄稼全都是
棉花， 这时候的活儿就是帮它剪枝、捉
虫。 我总会带着塑料瓶，每发现一个棉
花秆上的小青虫，便喜不自胜，小心翼
翼地放进瓶子里。 待太阳渐渐升起，一
家人便见好就收，回家纳凉。

吃过早饭 ，第一件事就是奔向 “跳
水台”， 纵身一跃， 尽情畅游十几个来
回，洗去一身的疲惫和燥热。 然后换下
湿衣，拿来钓竿，蹲坐在树干上，掏出青

虫挂在鱼钩上， 等待着鱼儿上钩的欣
喜。 那一天，大家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
哼着欢快的小曲，提回家一篓翘嘴鱼。

静谧的午后，阳光犹如火球一般炽
热，更加猛烈地照射。 大街上、田地里都
看不见人影。 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来到
河岸边的大树下解暑乘凉。 有的三三两
两聚在一起，家长里短，奇闻八卦，欢声
笑语；有的躺在竹床上，吹着凉爽的风，
做着美美的梦； 有的痴守着一根钓竿，
跟翘嘴鱼较上了劲。

傍晚时分，落日的余晖把天边的云
朵烧得通红，五彩的霞光照着大地。 家
里是待不住的，孩子们总想着扑通一声
的畅快， 父母若不同意当然也不敢去。
他们害怕孩子溺水，就吓唬说河中央有
水猴子，力大无穷，被它扯着脚拉走吃

掉，就再也回不来。 后来，我每次下水游
泳，一想起水猴子，总是担惊受怕。

上世纪 90 年代初 ，黑白电视和露
天电影在村里悄然流行 。 那些富裕户
不藏着掖着，有的在家门口架设备，有
的在村广场搭台子， 引来全村的男女
老少看新鲜。吃过晚饭，我会带着一个
小马扎，早早来到播放地点，找一个最
佳观看位置， 沉醉于这靠天线接收的
新奇玩意儿。最难熬的是停电的日子，
那就只能坐在自家门前摇扇子 ， 喂蚊
子，看月亮，数星星。

那无数个夏夜，我听着坝头港的故
事入迷，吃着坝头港的河水成长。 老人
们经常说，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鄱阳湖
时， 宿松将领石良加入朱元璋战队，开
凿坝头港， 不断向前线运送粮草和部
队，帮助失利的朱元璋迅速扭转战局。

曾经的夏 ，是一些物质贫乏的日
子 ， 却让人拥有丰满的精神世界 ；曾
经的夏 ， 是一个无法复制的童年 ，烙
下了时代的痕迹 ，让人懂得珍惜现实
的美好 。

饭甑

■ 石泽丰

已好长时间没有吃过用饭甑蒸
的饭了，细算起来，至少有二十年。 二
十多年来 ， 我一直寄居在异乡的城
里 ，为生活不停地辗转 ，很少回到属
于我的故乡———那个名叫石家大屋
的屋场 ，很少与那里曾经频繁来往的
或近或远的亲戚联系 。 过去 ，老家的
人情事务由父母料理 。 父亲去世后 ，
母亲被我接到城里 ， 那边的一些事
情 ， 是以电话和微信红包表达心意 。
在上世纪 90 年代 ， 只有红白喜事才
能取出使用的饭甑 ， 自然离我远了 。
再加上现在花样繁多的电器层出不
穷，饭甑被挤出了舞台。

我二叔家的饭甑 ，听说早年就已
搁置在楼道口的拐角处 ，松散得不能
触碰 ，且上面布满了灰尘 。 那个饭甑
所用的杉木 ，是我叔祖父从屋场后的
杉树上选的。 它出自叔太爷之手。 叔
太爷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木匠 ，手艺精
湛。 我看见粗大的杉木在他先锯后斧
再刨之下 ，生成一块块大小相同的光
滑木板条来。 他在我二叔家打制饭甑
的那些日子 ，房屋内处处充满了杉木
的香气 。 我是很喜欢这种香味的 ，直
到今天 ，无论走到哪个锯木场 ，都忍
不住向它靠近 ，去闻一闻那些用天地
日月酿出来的特有气息。 即使时间流
逝得再快 ，岁月更替得再频 ，那种香
气自始如一没有改变 ，跟我记忆中的
一模一样。

没过两天，一个状如小桶、中间用
竹篾编织的藤条所捆住的饭甑出现在
我们面前。叔祖父端持着两边的侧耳左
看右看，嘴里发出“啧、啧、啧”的赞叹：
“这个饭甑打制得真好！ 扎实、 大小适
用。”记得叔太爷收工的那一晚，叔祖父
还和他喝上了一杯，他们叔侄俩杯来盏
去，谈论着儿孙。我掀开甑盖，发现底盘
是镂空的。 二婶告诉我，那是用来透蒸
汽的， 只有蒸汽自下而上地透过来，饭
才得以蒸熟。

饭甑第一次是被哪家做喜事开用
的？仔细一想，我还真记得。正国叔叔结
婚办酒席的时候， 按照屋场上的习俗，
他要请每家的人喝喜酒，整个屋场近百
户人家，一户至少请上一个。挑水做饭，
自然少不了要人帮忙。在借用炊具的过
程中，前去帮忙烧饭的二婶，主动把自
家的新饭甑洗干净后拿过去。我那时约

摸六七岁， 跟在同去帮忙的母亲身后。
母亲与二婶配合着， 一个在灶前生火，
一个在灶台上操持着锅铲。我看见大锅
中水烧开后，二婶将淘好的生米放入锅
中煮，还不时地搅动着。 米煮至六七成
熟了，她将半熟的米饭捞出，放入筲箕
滤干水分后，再倒入饭甑，盖上甑盖，任
凭我母亲烧火。 不一会儿，我便闻到了
带有木头香气的饭香， 它溢出窗外，以
致屋外帮忙的人都说：饭快好了，该催
客入席了。

酒后吃饭时，大家都说这个饭甑蒸
的饭好吃，香味十足。自那以后，全屋场
上的人，无论哪家办喜事，都会想到我
二叔家的甑。 也就是自那以后，这个甑
仿佛成了全屋场上的公物。二叔和二婶
乐意借于他人，毕竟，这都是为办喜事
所用。

甑蒸着饭 ，一次又一次 ，慢慢地 ，
就有些老了 。 跟随甑一起老的 ，还有
我的叔祖父。 1997 年，他没能抵抗过
病痛的折磨 。 他去世时 ，堂叔请人吃
饭 ，用的也是这个甑 。 记得饭蒸到快
要熟时，灶屋里突然传出 “嘎嘣 ”一声
响 ，人们循声而去 ，发现捆甑的藤条
断了 ，拼合饭甑的木板一块块向外仰
开着，如一朵盛开的花。

饭甑起于叔祖父 ， 终于叔祖父 ，
我说不清这其中的原因 。 后来 ，虽然
二叔用铁丝将它重新捆住 ，但是它再
也没有被使用过 。 听说 ，现在屋场上
的人办喜事 ，有的是把客人请到集镇
上的饭店 ，有的则是请专门的烧饭客
（他们带着桌 、凳 、炊具和食材 ，以承
包的方式走村串巷按桌收费 ）来家做
饭 。 无论哪一种请客方式 ，都用不上
饭甑了 。 它凝固在了时光里 ，这让我
对执意挽留过去岁月的感受进一步
深化 。 那些随思念一起涌出的往事 ，
顿时从记忆中升腾而来。

曾经 ，那个春夏秋冬充满热闹的
屋场 ， 收留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 。
那些像饭甑一样的故乡之物 ，以特有
的气息把我们养大。 而成人之后的我
们呢 ？ 有的随着时代的潮汐 ，远走高
飞；有的弃田外出打工，一去不回。 现
在，多户人家大门紧锁，人去楼空。 透
过时间的猫眼 ，我看不清那些昔日用
过的物什 ， 是否还是睁大了眼睛 ，等
待人们去修理、使用。 比如，用来蒸饭
的饭甑。

晚霞辉映月亮岛 郑金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