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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晨雾中步履蹒跚
炊烟里疲惫不堪
果腹的是杂草
身后是叭叭的响鞭
做一个大地的写手
却在无私耕耘默默奉献
犁
扎下深深的足尖
拉起一道道壕沟
把沉睡的大地痛醒
日沐雨淋雪消冰融
这一片片荒原
变成了希望的热土

耙

像一把巨大的梳子
刮过来捋过去
刮出了土层深处的石块
捋掉了地表浅层的杂草
通透了大地的纹理
好让种子盖在绵软的被子里萌芽

耱

似一把宽柔的板刷
抹过来搓过去
抹去了凸凸凹凹的坎坷
搓碎了疙疙瘩瘩的土块
平铺了一张白纸的大地
雕琢最新最美的版画

耧

在双手中左右摇摆
从日出摇到满天晚霞
咯哒咯哒唱着歌谣
在大地上精描细画
春天种下的是希望
秋天收获的是硕果
还有一幅绚丽的风景画

刻在大地上的诗行
■翟战功

把村边一块两亩多的责任田流转，给人的
地块方方正正、整整二亩，靠村而不甚规则的二
分多一点刀把地，留下自己种菜。如此与人方
便于己有利，不亦乐乎。

冬天里，我把地翻了翻，灌上稀茅粪，让它
静静地休闲。天天吸收着太阳光的热能，经受
着朔风的吹拂，间或得到雪雨的滋润，这块不大
的土地也一样在酝酿着春天的故事。

春打六九头，人勤春来早。六九伊始，我拿
起锄头，把灌过稀茅粪的土地中耕一遍，使深翻
过的土地虚实有度，养分均匀。锄头的舞动，算
是把沉睡的土地给叫醒了。

惊蛰一过，万物复苏。冬眠了几个月的蚯
蚓伴着欢快的晨曲扭动着，蒲公英、粽子草、野
芫荽，还有不知名的小草开始萌发，大有先入为
主、异类称王之势。草与庄稼争水、争肥、争阳
光、争空间，本为敌对势力，种庄稼绝对不能让
长草。除草也和打仗一样，在草长强势起来前，
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我见草就拔，不给它一
点点生长的机会，避免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
盛豆苗稀”的无奈与尴尬。

农谚说：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科技的发展
和塑料薄膜的推广应用，使农事活动整整提前
了一个节气足足半月时间。清明节前，我用铁
耙把这块刀把地进一步平整，刨了几根堰，把它
分割成几小畦，同老伴一道用塑料薄膜覆盖起
来，然后到泓芝驿集市上买回黄瓜、豆角、生菜
和南瓜等优良种子，打孔点水，种下菜籽，也种
下梦想。

谷雨时节，种下的生菜、黄瓜、豆角和南瓜
破土而出，小苗娇滴滴嫩生生，令人欣慰。时不
我待，我赶紧到集市上买些辣椒、茄子和西红柿
秧苗，打孔点水栽上，然后连续几天点水浇灌，
确保秧苗成活。立夏时节，再买些大葱秧苗栽
上，二分多一点的菜畦里总算满实满载，蕴涵着
憧憬和希望。

等西红柿、黄瓜、豆角插上竿，绑好架，种菜

的活计总算告一段落。
水是农业的命脉，种菜尤其如此。这块刀

把地紧邻村庄农舍，我远离水渠，没法引水浇
灌。为使菜苗正常生长，只好手提水壶点浇。
此乃中国农业的最原始办法，又是中国农民与
大自然抗争的基因赓续。不同于过去的是，我
不用担水或背水，而是驾驭着现代化的三轮电
动车拉水，先进轻松多了。

我们这儿地处涑水河畔，过去是河灌井灌
两便，后来涑水河断流干涸，现在只能井灌了。
井水含有多种矿物质，浇的回数多了土壤容易
板结。而自来水管里的水，又人为地添加了净
水剂，对农作物生长不利。下雨水则不然，它是
天水，是没有矿物质也没有添加剂的纯净水。
它曾经像母乳一样，养育了先民数万年，口感绵
软甘甜。释家喝了它感觉到浓浓禅味，文人喝
了它生发诗意，侠客喝了它则风寒易水、剑洒青
霜。用下雨水浇菜当然再好不过了。我盼望下
雨，常常仰着脖子看天、看云、看孤山戴帽、看燕
子低飞……可是，老天爷吝啬得很，几次都是看
着天阴得像像的，或是来势凶猛，飒飒飒一阵，
刚将地皮洒湿就画上了个休止符，或是似乎蝇
母尿尿，连地皮也未洒湿就“收官大吉”。天不
给力，我只好拿着废旧塑料油壶，从自来水管里
接上水，用三轮电动车拉到地里，一苗一苗点
浇。或许我的努力感动了上帝，终于天公开眼，
下起了流檐雨。我欣喜若狂，在铁皮房檐下摆满
了铁桶、塑料桶和盆，把过去盛粮食的大瓷瓮也
蹲放在院子里。铁皮不渗水，接水快，房檐下的
桶和盆很快就流满了。雨水贵如油，我不想让它
糟蹋一点，赶紧将桶里盆里的雨水一一装进二
十余个废旧塑料油壶。雨继续下着，桶和盆又满
了，我把它一一倒进院子里的大瓮里。

其实，雨水收集利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
新时尚。听说，在日本东京，安装雨水收集设
施，建立雨水渗透系统，普及雨水利用工程多管
齐下，有效缓解了雨季城市内涝问题，提高了水

资源利用效率，也让人们树立起环保节水的观
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东京——雨水利用融
入日常生活的做法可以作为我们城乡现代化建
设、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宝贵借鉴。

我和老伴精心务弄，雨水浇灌，各样菜都结
实早、长得好。你看，生菜嫩，黄瓜鲜，茄子黑紫
发亮，西红柿圆圆红脸蛋，下垂的豆角好似首饰
店货架上挂着的翡翠珍珠串，俨然一幅生机勃
勃的田园风景画，开心而又养眼。我用手机拍
摄下来，分享给朋友，朋友惊喜而赞许：“累累果
实惹人喜，田园风光长寿地！”我回复：“欢迎前
来采摘鲜菜！”

先是原来单位同事刘云夫妇开车过来，摘
了茄子、黄瓜、豆角、辣椒、西红柿，剜了几棵生
菜。七八天后，既是校友又是宣传文化战线同
事的杨俊萍、张培莲二人搭乘客运班车前来采
摘鲜菜。我们畅叙友情，互致祝福，为新中国成
立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翻天覆地的
巨大变化而欣慰喝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骋思畅想，为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
康鼓劲加油。

星期天，在城里上班的儿女们相伴回来结
伴而去，采摘父母种的各样无公害绿色蔬菜，带
回家下厨烹饪，分享着父母亲的收获与幸福。
茄子、黄瓜、豆角结得多、长得快，三两天就摘下
不少，我们老两口怎么吃得了，便送给东家一
点、西家一点，大家都快乐。诚然，这并非我的
大方和首创，蜂见花而鸣其众，羊见草而呼其
群，投桃报李，互通有无，早已是乡村民间的成
风化俗。

朋友走后分别发来微信，除感谢热情招待
和采摘体验的话外，还说“有一个宁静的小院，
吃着自己种的无公害蔬菜，邀三二朋友采摘聊
天，闲来无事读书看报，真真是神仙般的生活。”

“看来你种菜不仅是为吃，而是给生活增加更多
的乐趣”。

哈哈，知我者朋友也！

小 菜 畦 里 内 涵 丰

7 月的一个周日，因为要找寻一篇旧作，我
回了一趟乡下的老家。

父母去世后，老家的房子一直空着，不仅门
上的铁锁布满锈斑，院里长满了荒草，就连屋内
的书柜也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门洞下的那辆架子车还在，上面不知什么时
候垒了蜂窝。看到这辆架子车，心里止不住涌起
一股暖流。

这辆架子车就像一个时光宝盒，里面装满了
故事……

去找县公安局的官福叔

我的老家是稷山县修善乡（现改成太阳乡）
西王村。40 年前我 13 岁。记得是 1980 年，农村正
悄然兴起自留地或者叫责任田，我家因为姊妹多
缺少劳动力，父亲母亲身体不太好的原因，肩挑
手提的活儿越来越困难。父亲不止一次地念叨：

“能有一辆架子车就好了！”
可家里没钱，父亲也只是空念叨。有一次父

亲念叨着，眼里突然有了一丝亮光，说他想起一
个人，这个人叫赵官福。

官福叔是稷山县公安局一位民警，前些年父
亲在村里当治保主任时没少和他打交道。父亲此
时想起他，是想托他在县木材公司给家里买一根
木头，好让门口的木匠做个架子车架子，至于架
子车的轱辘，只好再攒钱另买了。

那时候，买木料是要凭票的，哪怕就是一根
椽，没有熟人也是很难买出来，不像现在只要口
袋里有钱，到哪儿都能买到，想买多少就买多少。

父亲这回念叨过后决定去县城了。当时我虽
然十几岁了，可还从没去过县城，只听说县城里
有楼房，有汽车，城南还有一条河。我央求了大半
夜，父亲才答应第二天带我一块去。因为村里没
有去县城的班车，就连小四轮拖拉机也很少见，
家里更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我和父亲必须一步一
步走着去。母亲为此凌晨两三点就起床，给我们
准备路上吃的干粮。

天蒙蒙亮，我们就上路了。40 多里土路，父
亲怕我走不动，中途不停地问我腿疼不疼，还能
不能走。也许是因为心中对县城充满了向往，我
丝毫没觉着累。相反，为了让父亲放心还故意往
前跑出几十米。父亲爱怜地对我笑笑。

稷山县公安局在一个很深的宽巷子里，我和
父亲拐了几个弯才找到。这是一个很破旧的大
院，里面有一排旧房子，房子前边有几棵碗口粗
的杨树，有一个差不多 30 岁的男人，两只胳膊环
抱着其中的一棵树，低着头背对着我。

我当时就好奇，这个人干吗抱着杨树不放
手？仔细看过才发现，他的两只手被一个铁东西
锁着。后来我猜想这可能就是手铐了，这东西我
还是在电影《戴手铐的旅客》里看过，没见过实
物。难怪他看到我们时故意把身子侧过来，他是
不想让我们看见他手上的东西。有三两个穿制服
的叔叔在大院里走动着，我顿时觉出一股威严
气，也不敢大声说话和乱走动了，只是眼睛还不
安分地四处看着。

父亲倒是一点也不害怕，他接连推开两个房
门向人打听官福叔的住处。有人对父亲说我们要
找的官福叔下乡好几天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
回来。

用麻绳、自行车押嫌疑人回来

父亲一听这个立马蔫了，转身蹲在那排房檐
下的台阶上，伸手从腰里抽出旱烟锅子，摸摸索
索从烟袋里抠出一锅烟，心不在焉地用火柴点
着，“吧嗒吧嗒”吸起来，那样子像是说今天见不
到你官福叔，这几十里的路就算是白跑了，下一
趟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来？那架子车的事说
不准从此就泡汤了。

父亲的脸上写满忧愁和迷惘，也许他想到了
我们一大家子人以后艰难的生活。看到父亲愁苦
的样子，我的心里也一阵难过。几分钟的时间，就
见父亲猛吸了两口烟，在台阶上磕掉烟锅里的烟
灰，心有不甘地站起来好像要决断什么。可县城
除了官福叔，他想不出还有谁可以帮他解决这个
难题。

父亲没有立刻领我离开，而是原地转了一圈
又慢慢地蹲下身子，开始往烟锅子里抠第二锅
烟，一边眼巴巴地朝公安局大门口张望着……像
在等着什么奇迹出现。

运气真好，我和父亲等了一会儿，就看见父
亲的眼睛猛然间“灿烂”了一下，他站起来疾步向
大门口跑去。我一边循着他的视线望过去，一边
紧紧地跟在他的屁股后边小跑着，老远就看到大
门口走进一位面容疲倦但很魁梧的叔叔，他推着
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自行车后衣架上系着一根麻

绳，麻绳后边每隔三五步就拴着一个戴手铐的男
人，前边两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第三个十七八岁
的样子。这 3 个人耷拉着脑袋，他们的身后是另
一位穿制服也推着自行车的公安叔叔。这 5 个人
看起来都很累，像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后来就听官福叔对父亲说，他们为抓这 3 个
破坏水利设施的家伙，在全县最偏远、闭塞的修
善乡长岭村蹲守了六天六夜。那时候公安局只有
一辆 212 吉普车，恰巧那几天又派出去了，官福
叔和那个同事是骑着自行车下乡办案的。今天回
来时因为多了这 3 个人，他和同事只好推着自行
车，60多里路硬是用脚板一步一步走回来的。

小四轮载着木头，父亲心里乐
开了花

官福叔和父亲说过话后，得知父亲和我也是
从村子里走着来县城的，立刻行动起来。他安置
好那 3 个押解回来的人，匆匆向屋里的同事交代
了几句什么，就领着父亲和我出来了。

官福叔知道父亲进一次城不容易，何况父亲
身后还跟着我这个“小尾巴”，要是再晚些，天黑
前就赶不回村儿了。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洗一把
脸，就直接带我们去了县木材公司。我们没费什
么周折，就买好了木料，是一根一丈多长檩条粗
的青冈木。父亲问过门口的木匠，这种木头硬，做
架子车最好了。

在起木头的时候，官福叔突然扭头问父亲：
“对了，你这木头用什么拉回去？”父亲脸红了一
下，正要开口解释什么，官福叔似乎明白了。

这时，我们邻村加工厂的一辆小四轮拖拉机
在木材公司门口停着，司机在不远处一个凉粉摊
吃凉粉。那位司机也认识官福叔，端着凉粉碗主
动跑过来大声吆喝着跟官福叔打招呼，问有什么
事情需要帮忙。这可把官福叔乐坏了，他在父亲
肩膀上使劲拍了一下：“老哥你可真走运。”

官福叔走过去跟那位司机比画着说了什么，
司机就去发动小四轮，嘴里还一个劲地向官福叔
保证：“我和老王正好是邻村的，这事你就不要操
心了，我会把木料给他送到家里去……”官福叔
和司机一起搭手把那根木料装上小四轮，用绳子
捆结实，一直目送着我们离开。

这样的结果让我们喜出望外。父亲起初就没
打算当天把木料拉回去，他原计划先把木料买下
来存放在一边，等哪天借个牛车专门再来县里
拉。

小四轮拖拉机走出好远，我回过头来，看见
官福叔还在原地向我们招手。

窝头蘸蒜泥，旱烟锅子岁月比
金子更珍贵

多年后，我从别人口中得知，原来官福叔早
年间每次从县里下乡来村里办案，都是父亲领
路，配合官福叔的工作，两人在岁月中结下了很
深的感情。父亲后来年龄大了，从治保主任的岗
位上退了下来，官福叔每次来村里办案，工作之
余都还要来家里坐坐。如果父亲有事不在家，他
就会让村干部拿铁皮卷的喇叭筒子，满村吆喝着
父亲的名字去找。这吆喝声，对父亲来说是一种
荣誉，更是一种荣耀。

官福叔来家里多是先抽我父亲两锅子旱烟，
再了解村里的情况。那时候我就好奇，原来城里
的叔叔也喜欢抽旱烟，长大了才明白，那是他们
交流的一种“工具”。父亲自然要留官福叔在家吃
饭，哪怕是窝头蘸蒜泥，官福叔也吃得很高兴。

两个人边吃边说着话，时而小声，时而开怀
大笑。按当时村里的习俗，吃饭时小孩子是不能
上桌的，我就在边上好奇地观察着官福叔。每次
吃完饭，官福叔必定会留下两毛钱和一两粮票。
多年后，接替父亲担任村里治保主任的叔叔回忆
说，很难遇到官福叔和我父亲那种纯粹的关系
了。我知道，这里面有父亲的人品和官福叔的厚
德。

许多年过去了，父亲的坟头早已芳草萋萋，
那辆在官福叔帮助下买到的木料所打造的架子
车也已闲置不用了。但每次回老家看到这辆架子
车，我就会想起那次县城之行，尤其是一根麻绳、
两辆自行车和 3个嫌疑人的细节。

这个细节像一面镜子，映射出老一辈公安人
包括当过治保主任的父亲，他们那个时代人的精
神风貌。这种朴素的精神可以穿越时空，不论岁
月更迭。

父辈精神引领我前行

是机缘，也是自己的努力，我退伍后进了当
地公安局，成了一名人民警察。

我上班第三天，当时已退休在家的官福叔听
说后专门来单位看我，并邀我去他家做客。

我张皇失措，不知自己何德何能竟有这种殊
荣和待遇。官福叔是稷山县第一批公安人，他是
1949 年 3 月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公安，亲历、参
与镇压了稷山那次轰动全国的“反革命政变”；参
与侦办了横跨运城 7 个县的稷山县清河三交系
列盗窃粮食案，还有其他一系列大案要案；4 次
被评为县地两级先进工作者……伴随着共和国
的发展，他的身上有太多耀眼的光环和可歌可泣
的故事，历任县领导都敬重他，称他为“老革命”

“老功臣”。
在以后的公安工作中，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和疏忽。我们眼下是在宽敞明亮的大楼办公，外
出办案坐的是警车，办公桌上现代化设备一应俱
全，各种警用装备应有尽有……同官福叔和父亲
他们那个麻绳、自行车的年代相比，不知要好多
少倍。

如今我参加公安工作也满 30 年了，前有车，
后有辙，不论做人还是做事，我工作上从来不敢
偷懒，“吃苦耐劳，冲锋在前”是我的座右铭。因为
喜欢写作，我在工作中，以笔作枪，辛勤耕耘，用
心血和热情讴歌警察，鞭挞邪恶。为了掌握第一
手材料，我曾主动请缨跟随一位老民警奔赴吕梁
山腹地，漫山遍野寻找一位失踪的哑女；也曾于
深更半夜盯守在寒冷的峨嵋岭上，蹲在女法医身
旁等待解剖结果；还跟随全国“百佳刑警”深入云
南边陲，采访抓捕婚姻诈骗嫌疑人，和战友南下
广州成功解救回 4 名传销女孩……岁月中经历
的酸甜苦辣、危险艰难、眼泪汗水，我还可以讲出
许多。但是，时光宝盒里的那一辆架子车是怎么
来的，官福叔和我父亲之间的深情，用自行车和
麻绳押解嫌疑人、徒步几十里下乡办案的故事，
在岁月的打磨下，越发熠熠生辉，引领着我忠诚
奉献，勇于担当，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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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门花墙门楼的主人，是一个木匠。他有
一把好手艺。他的院子里，有长木凳、大锯、小
锯、凿子、刨。院子里长年有刨花。花墙门楼
底，杏黄的刨花一卷儿一卷儿的，像小姑娘天生
的“卷卷毛”。

大锯、小锯、凿子，也是常常能见到。站在
一边看两个人一上一下，“嚓——嚓”地拉锯。
这些活得在长凳上干。那年月，长凳与人很有
感情。看电影了，两个小孩子一人一头，抬着长
凳去占座。有了这条长凳，一家人，大大小小都
坐了。没有长凳的人家，羡慕有长凳的人家。
我家对门是木匠，他家里有长凳。

社员赚工分，家用的，除了盐做不出来，调
料做不出来，其余队里按人口分。但家用小板
凳，队里不分。居家不能像看电影，随便拾一块
砖头垫屁股吧？

这得求木匠。木锨头松动了，杈齿坏了，拉
地的犁，种麦子的耧，割麦子用的镰……凡是木
器家具全都离不开木匠。坏了的木器儿，到木

匠手里修好了，不好用的木柄物件一过木匠手
儿，好用了！

玉米擦子，窄窄一块长方形木头，安个八字
撇的腿子，支起来。中间凹个浅槽，装一个粗如
小指的铁钉。手拿一穗玉米，头朝下，擦下去，
玉米粒儿四溅，玉米穗上就有了一竖儿空白。
多擦几下，玉米棒上所剩玉米粒寥寥，剥玉米就
轻省了。

这玉米擦子，便是木匠做出来的。
木匠家的孩子们，有推推车。推推车，木头

做的，长方形，四周木雕花纹儿。这个木推车，
两头都有座儿，座中间是块平平的木板，小孩子
坐上去，木板上可以放一块馍、一块饼干。对面
也坐一个小孩，两个小孩子脸对脸地坐着，你的
手在木板上拍，他的手也在木板上拍。推推车
顶得上一个看娃婆婆。

推推车，一边六个小木轮，一推，一齐呼啦
啦地跑起来。木匠家孩子一个接一个，大孩子
看小孩子。大孩子毛手毛脚将小孩子放上推推

车，呼啦啦推着跑，竟跑跌了，了不得，小孩子从
推推车里跌出来，哇哇大哭。

木匠家里刚过岁的小孩子，脖子底下围着
塑料做的套牌，坐在座上，他的小胳膊正好伸在
身前的木板上，你一推车，他就咧嘴笑，如果你
推着车猛跑，他就“嘎嘎嘎”地笑。

木匠家的推推车，推出来就是大家的，他家
里的小孩子也似乎是大家的。孩子们推着木匠
家里的推推车，推着推着，就推出门，推到巷
里。推推车里坐着木匠家的小孩子。抱孩子的
女人见了推推车，走来了，从推推车里抱出木匠
家的孩子，把自己孩子放进去，女人说木匠家的
孩子把推推车坐够了。

木匠家的板凳数量多，“奇思怪想”也多。
其中一个葫芦样的板凳，惹得小孩子都要葫芦
板凳。木匠笑着说，“原不该做这个惹事的葫芦
板凳，我做一个葫芦板凳，就得做很多个葫芦板
凳”。

葫芦板凳，三条腿，板凳面葫芦形状。我与
木匠家孩子玩得高兴，木匠家的孩子高兴得哈
哈大笑，笑得放下他手里的葫芦板凳。我拾起
葫芦板凳，转身跳出他家门楼，飞跑进我家了。
刚进家，木匠家的孩子飞跑着跟过来，见我怀里
搂着他的葫芦板凳，冲我怀里一扑，将他的葫芦
板凳一下子夺过去了。我哇哇大哭。母亲拉着
我到木匠家，从此我有了一个与他家孩子一模
一样的葫芦板凳。

木 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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