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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的村庄
合肥 孙功俊

媒体上经常出现的 “空巢”这
个词，是形容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
的村庄。 而越来越空虚的村庄，就
像一个患了大病的人恢复不了元
气。那些曾经温暖并照亮过我无数
美好时光的乡村事物和生活场景，
在悄无声息地流失。

如今在村庄的田野上，很少看
到往昔那种如火如荼的劳动场面。
村庄的道路和田埂几乎被杂草侵
占， 本来该种两季水稻的田地，现
在都改种一季了，种一季仅仅是为
了保住基本口粮。 每次回村，我的
心中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苦涩。村
庄被一只无形的手一点点地掏空，
包括活力与激情。而缺乏活力与激
情的村庄，就像一个体态不再丰腴
的少妇，干瘪得不那么可爱。 那些
留守的老人，用一种不协调的姿态
与周围的事物纠缠，在寂寞和孤独
中慢慢衰老。其实不止是我的村庄
这样， 我想大多数村庄都是如此。
从媒体上获悉，中国目前有一亿多
农民工，如此庞大的打工队伍流入
到各个城市， 乡村还剩下多少人
口？ 只有到了年底，他们才会像一
只只候鸟，从遥远的城市返回各自
的村庄。

留守在村庄的孩子们，有的只
有爷爷或奶奶，他们之间能有什么
交流？ 事实上根本没有交流。 那些
爷爷奶奶大多数是文盲，识不了几
个字， 有的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有的本身就老眼昏花，哪有能力对
孩子辅导和监督？我的一位在村小
教书的同学曾跟我说过，现在的乡
村小学开个家长会都很困难，孩子
也很难教育。 好不容易开次家长
会，来的多数是爷爷奶奶，跟他们
说什么？ 说了也是白说，他们只管
学校要交多少钱。即使老师上门家
访也只是个形式。 那些爷爷奶奶

们， 从不会去检查孙子的作业，他
们把孙子一日三餐搞好就非常不
错了。而那些失去管教和监督的孩
子，除了在学校老师面前变得斯文
老实，放了学就成了野马。 要不了
几年，他们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去
了异乡。他们早就从父母身上嗅到
了城市气息，这种气息如发芽的种
子迅速生根，一旦拱出泥土，就是
他们漂泊人生的日子。所以许多成
长起来的乡村孩子，有的初中一毕
业就背起行囊， 追寻父母的背影，
远走他乡。 他们离开村庄时，比他
们的父母更加从容， 更加义无反
顾。

城市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
着成千上万的乡村青年，在城市的
每个角落都能看到他们漂泊的身
影。 他们在别人的城市里谋生，寄
居在城市的屋檐下，卑微、柔弱，隐
遁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喘息在生
活的背面， 以此来面对城市的冷
漠、鄙夷。 他们没有多少文化多少

技术， 只能挣扎在生活的最底层，
忍受着命运的煎熬。

离开了村庄、 庄稼和农事，隐
藏在某个城市的村庄人，他们对季
节的变化更替感到越来越迟钝和
陌生，他们已对农事失去了往日的
热情，故乡在他们心中正一点点坍
塌。 相反，面对老板的苛刻、无情，
他们只有学会忍耐、承受，甚至习
惯了弯腰， 以此来保住现有的工
作。 他们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
客，是一个不起眼的打工者，不能
成为城市永久的居民。他们把活力
和激情输给了城市，把青春和汗水
输给了城市，把寂寞和孤独留在了
村庄。

城市不仅抢走了村庄人，也抢
走了村庄的情感。 有人曾问我，没
有年轻人的村庄还算不算村庄？对
这个问题，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
觉得现在的村庄，就像村里寂寞的
老人一样，它在深情眺望那些远走
他乡的孩子……

鞋
合肥 朱灿铭

接到老卢约餐的电话，说是有几个老
友小聚，就顾不上怜惜才穿的新鞋，走进
任性的春雨里。

进包厢一看，老许正在打理弄脏的鞋
子。 老许小时候吃过苦，因此很珍惜生活，
将日子过得精致讲究。 平时，他会把皮鞋
打上鞋油和蜡，锃亮锃亮的，甚至都能照
出人影。

听到有人进来，老许头也没抬，就提
醒快擦擦鞋子。 我付之一笑，因为我喜欢
穿运动鞋， 何况脚上的那双网鞋已经湿
透，不用再做擦拭的无用功。

听我说鞋子湿了，人热情、点子多的
老霍教给我一个他常用的实用方法，用塑
料袋套好双脚，再穿进鞋里去，这样就不
会凉了脚，以至于感冒生病。

按照老霍传授的法子， 整理好鞋子。
落座后，我有些自嘲，人到中年很是娇惯，
经不得风侵雨扰。 感慨之余，我说起了幼
时的每年五月至十月，家贫怜惜鞋子而赤
脚上学，被图钉扎伤的往事。

谁知，一石激起千层浪，勾起一连串
关于鞋子的往事。

在我们打赤脚上学的时候，家底不错
的老李就豪横地穿上凉鞋上学。 他那双塑
料凉鞋可能中看不中穿，敌不过道路的泥
泞。 一天，烧包的老李“马失前蹄”，脚踩进
了泥里。 一用力，脚是拔出来了，可是鞋还
在泥里。 他只好用手给鞋抠了出来，那双
鞋就像地里刚扒出来的荸荠一样全是泥，
根本无法穿在脚上。 老李去塘边洗干净，
一看还断了鞋绊子。 回到家里，他爸狠狠
地凶了他一顿，用锅洞里烧红的火钳子夹
在断茬之间，两指捏住，再抽出火钳子。 一
阵袅娜的白烟和刺鼻的气味之后，就给黏
上了。 鞋是修好了，从此以后，老李再也舍
不得下雨天穿凉鞋上学了。

听老李说凉鞋不经穿，老卢就说起他
妈妈做的布鞋， 秋冬时节穿上没多久，鞋
底就烂了。 因此，他特别希望得到一双小
白鞋。八一年，他在上小学。一次考到好成
绩，父母要去县城买生产资料，就顺便带
上他去见见世面，算作是奖励。 他爸带了
足足有四十多块钱的巨款，到最有名的同
心楼吃了整整两块钱的米饺。 大快朵颐之
后，去隔壁的商场逛逛。 这一逛，就逛出闹
心事。 老卢赖上了小白鞋，一问居然要九

块钱，他爸舍不得。 无论怎样哄劝，老卢也
不愿意离开，直勾勾地盯着小白鞋嚎了半
天，最后被他爸扛出了商场。

说到这里， 老卢很是遗憾地直咂嘴。
坐在旁边的老李插话说，在那时拥有一双
小白鞋，是多么拉风的事情。 走在路上，走
近同学，头都是昂着的，跟得胜归来的将
军一样神气。

喝了一口茶，老李意犹未尽，竟然卖弄
起了学问。有小白鞋还不算讲究，会打理才
是本事。每次洗好后，就像小姑娘搽香脂一
样，给它抹上“白粉”，要不然就会日久发
黄，像痨病鬼怏怏的脸色。 晾晒的时候，还
得盖上一层纱布，生怕被尘秽沾染。

大家都在为小白鞋发出啧啧赞叹，年
龄最大的老霍却说起了他的第一双皮鞋。
八十年代中期， 他省吃俭用了很长时间，
又下了几番决心，才买下一双“三节头”皮
鞋。 那鞋底是硬塑料的，内面有层硬纸板，
密不透气。 走上一小段路，就会脚跟生疼，
双脚流汗， 以至于袜子上都沾满了碎纸
屑，而且还臭气哄哄的。 有一次，老霍跟几
个同事出差， 走了很长的路才上了火车。
车倒是没有落下，脚却受不住折腾，只好
做贼似的脱下了鞋子。 于是乎，一股馊臭
味在车厢里迅速蔓延开来。 同车的旅客
“闻香识人”，迅速抓住了他这个“释放毒
气的日本鬼子”。

老霍的糗事 ， 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
来，尽管听起来有些心酸。 看大家都说起
鞋子， 生性不爱说话的老钱也起了兴致，
分享了他的第一双皮鞋的故事。

九十年代初，老钱在南京当兵。 去上
海出差时，看上了一双七十八块钱的小羊
皮鞋。 皮质柔软，又跟脚，舒适度很高。 他
思索再三，还是咬牙买了下来。 当他穿着
这双鞋回到了单位，顿时就成了“网红”人
物，前来“参观”的络绎不绝，向他借鞋的
也接二连三，甚至还有好几个战友穿着这
双鞋，相成亲、恋好爱、结了婚。 一双鞋，俨
然成了牵线搭桥的“月老”，成就了一桩桩
美好的姻缘。

一双鞋走过一段岁月，留下了一段难
以磨灭的回忆。 如今，穿鞋已从刚需变成
了享受。生活好了，更不能忘记过去。只有
懂得珍惜，穿什么样的鞋，都会走得稳稳
当当。

父亲是棵水杉树
淮南 赵鸿冰

深秋初冬， 在寿县古城老县委大院南
侧，自东向西耸立的一排排水杉树，已经全
部褪去绿色的枝叶， 一棵棵独立的树头兀
自挺立着，伸向蔚蓝的天空，成为这个季节
最独特的风景。 有时候， 我觉得父亲就是
一棵水杉树， 独自孤零零地立于肃杀的秋
冬中，仍然挺直腰身，不为世间万物所动，
这与他坚强的意志、不媚俗、不趋炎附势的
性格极像。

父亲是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 饱尝
了生活的艰辛。只上了几年私塾，就背负起
生活的重担。 20 多岁时离开家乡，独自一
人来到县城谋生， 先后在宣传文化部门和
县委工作。 无论在什么岗位， 无论职位高
低，父亲总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
从来不提什么条件。 倘若亲朋好友有了困
难，他都会全力以赴地帮忙。对于自己家的
困难，他从来不说，更羞于向组织提起。 20
世纪 80 年代，父亲的单位分配了一批年轻
人。 逢年过节，食堂不开伙，父亲就把他们
请到家里吃饭，让他们感受家的温暖。对追
求上进的年轻人，父亲总是不遗余力，耐心
给予耐心辅导，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1979 年 10 月，我们举家牵到县城。 初
到县城， 我们家没有房子住， 只好住在
1976 年盖的防震棚里，四处通风，地面潮
湿，夏天闷热。 那时，父亲是单位负责人之
一， 分管财经和公房， 他完全可以寻点私
心，为家人分配一套房子。 但父亲没有，而
是把房子分给了最需要的年轻同志， 害得
我们打了几年的“游击 ”，每晚都要分散到
几处休息。

20 世纪 80 年代，我已经从学校毕业，
正是需要工作的时候，父亲量体裁衣，把我
介绍到乡下的学校当代课教师。

春学期的一天，父亲到乡镇公务，路过
学校，想看看我。 当他推开我寝室的门，没
有见到我，就在粉笔盒上写下“好好工作”
的留言。 下课后，我看到父亲熟悉的字体，
心里涌起一种酸酸的味道。这是我 20 岁走
上社会父亲第一次给我的关心。

20 世纪 90 年代， 我有幸进入县里一
家新闻单位工作，我终于实现了热爱读书、
激扬文字的夙愿。 父亲教育我， 要懂得感
恩，要认真工作，敬畏文字，认真钻研业务。

有一年秋季， 粮食丰收。 我和同事一
道采访，写了《那秤杆连着老百姓》的稿件，
用散文笔法写出群众踊跃交售爱国粮，基
层粮站做好服务的事迹。 由于我的过于自
信，文中出现多处不严谨的句子，“秤”杆的
“秤”写成了“称”，令我十分羞愧。 父亲没
有批评我，而是在样报上逐一点出来，让我
深受教育和鞭挞，促使我更加努力和发愤。

2007 年 10 月， 父亲因为心脏病离开
了我们，其生前友人评价他，“精声韵，工诗
文，人品诗品俱佳。掌县委文案凡 20 余年，
其著等身。 虽近县要而无矜色， 历处贫寒
羞为己谋，有寒士风骨”。 并赋诗与他：“琐
窗默默对苍穹， 无悔平生自从容。 家累如
山羞弄权， 策章满案愧言空。 襟怀云水诚
连友，藻饰海天语竞工。 笔底春秋皆亮色，
亦师亦友一文翁。 ” 我觉得这是对父亲一
身最好的总结和肯定。

现在已经是三月了， 那些在秋冬落去
枝叶的水杉树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 又重
新焕发生机， 长出一片片清新的绿芽。 我
想，父亲虽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父亲留
给我的正直、善良、勤勉、谦逊的品质，却永
远不会走远， 就像那些挺拔的水杉树永远
耸立在我的心中。

啃骨头
宿州 骆美英

关于小时候的所有记忆都是
纯净的，虽有过酸楚，却也是美好
的。而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是童年时
期的啃骨头。

骆庙，是坐落在皖北和江苏省
睢宁县交界的一个偏僻而古老的
村庄，因有着神奇的千年瑞麟庵而
得名。 骆庙是一个大村，曾经是骆
庙乡政府所在地。骆庙也是皖北比
较繁华的老街。 每 10 天有 4 天逢
集，周围七八十里的乡邻都会来赶
骆庙的集市。而父亲则是七八十里
内出了名的“大人物”，谁家有红白
事情和纠纷都会请父亲前去帮忙
处理。 因父亲嗜酒如命，又写了一
手好字，还当过多年的大队会计和
财税员。父亲热情善良而又重情重
义，尽管父亲已去世 18 个年头，而
父亲高大魁梧英俊潇洒的形象以
及真诚善良坦率正直的品质却始
终驻我心底挥之不去。

七八十年代的骆庙，家家都有
一个烟囱直直地立在厨房顶上。每
当做饭时，一缕缕炊烟从上空一字
飘来，再弥散开去，与空中云彩汇
合，美丽至极。每遇逢集日，也就是
骆庙村民改善生活的日子。往日烟
筒里冒出的青烟而变成了浓烟，有
钱人大都吃肉，没钱的人家即使是
素菜，也是要炒两个的，以改善一
下生活。

父亲一生嗜酒如命，却不太讲
究酒质和下酒的菜。他在世的每一
天，每一顿饭，都从来没有真正离
开过酒。 每天天不亮，起床的第一
件事，便是拿过橱柜上当兵叔叔带
回来的 2 斤装的军用酒壶，一仰脖
子，咕噜咕噜下去半斤散酒。中午，
一把生花生米，一把长长尖尖的红

辣椒，抑或几个蒜头，几根葱白，一
碟自家制作的干酱豆，又是半斤下
肚。兴致高时，又恰巧逢集，碰巧手
里也有了几个钱，他也会自己动手
炒两个菜，或烧一大盆拆骨肉或煮
一大锅骨头，让全家解解馋。

每当桌上丰盛时，也就是父亲
母亲最难过之时。往往父亲的半斤
散酒还没饮完，桌上就早早被我们
姐弟六人 “洗劫一空”。 此时的父
亲， 看着六个孩子的虎狼之相，时
而眉头紧蹙，时而唉声叹气。 等他
半斤下肚，盆盘里的剩汁也已经被
我们“打扫干净”。 母亲，只是低垂
着头， 自顾自地吃着碗里的饭，间
或夹几块咸菜。

永远忘不了， 我们小时候，父
亲经常会在逢集的中午挎着淘牛
草的大篮子上街买回满满一篮猪
骨头。 七八十年代的骨头大概只 1
角 5 分钱一斤。什么大腿骨、肋骨、
尾骨、颈骨、胛骨，还有一些猪头、
猪蹄及猪尾巴。 偶尔，父亲也会买
回几个俗称老鹰膀子的牛骨头。母
亲就用家里最大的煮猪食的铁锅
来煮骨头。 煮上一个多小时后，浓
浓的香味，一条街都能闻到。 每当
此时，我们姐弟六人都会团团围住
大锅，你挤着我，我撞着你，使劲吸
着这香味，口水不停地流着，眼巴
巴地等着锅里的骨头。竟没有一人
注意到母亲被柴火烤红的脸上，已
挂满浑浊的汗水。

滚烫的骨头，只能用筷子一根
一根夹到平时用来和面的大黄盆
里。 黄盆端上饭桌，准备拆下一些
碎肉，留着下顿。这时，我们姐弟六
人又迅速转移到黄盆。依旧是你挤
着我，我推着你，紧紧围住黄盆，争

着向拆骨头肉的父亲靠拢。每每这
时，父亲都会睁大双眼，狠狠地瞪
着我们， 一边暗示我们不要争抢，
一边痛苦地哈着被烫红的手。等父
亲拆好了一块骨头，我们十二只小
手会一齐伸向父亲手里的骨头。

六个姐弟， 最大的是十几岁，
相邻的只相差岁吧两三岁，最大的
和最小的也只相差 10 岁。 虽然每
人都能轮到几根骨头，却出现每次
分配的不公平。个子高的，手长的，
啃的快的，都会多啃；个子小的，手
短的，啃的慢的，就会少啃。可是姐
弟六人却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便
是骨头啃干净后，都会继续用力吮
吸着骨头里面的骨髓。啃光每一块
骨头后，竟连骨头两端表层薄薄的
脆骨也啃的格吧格吧地响。煮透的
胛骨边缘也被我们一口一口地咬
下，用力咀嚼着，像是咂着香甜的
甘蔗一样。 啃完骨头，还会继续用
舌头舔舐着骨头、嘴巴和手，直到
舔得干干净净。

九零年前后，三个弟弟中有两
个未满 16 岁就去参了军， 却一直
能够吃苦耐劳，顶烈日、冒严寒，参
加严格的军事训练，经受着艰苦的
身心磨砺，都在部队多次立功还入
了党。也许与小时候经常啃骨头有
一定的关系吧。 现在，都是四五十
岁的姐弟六人，牙齿依然坚硬和白
净， 也与小时候经常啃骨头有关
吧。

令我自豪的是，目前，娘家骆
庙也甩掉了贫困村的落后帽而变
成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了，村民生
活水平大大提高。 可是，老家卖的
新鲜的骨头却再也没了童年的味
道。

牧歌 张磊 摄

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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