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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迁，如今生活好了，
农村千辛万苦建起的窑洞却闲
置了很多。只有不少老人不愿
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窑洞。窑
洞周遭有旱井，种菜、浇地、植
树很方便。窑洞冬暖夏凉，住
着舒心，绿树成荫，田园风光，
怡然自得。

记忆中，早年我们家七口人
就挤在一孔窑洞中。一盘丈二
长的门前土炕，整个窑墙和顶都
是麦壳和黄土搅在一起抹的，凹
凸不平。一个长四尺多、高三尺
多的红洋箱子，还有一个更小
的、箱面上掉了很多漆皮的花脸
黑箱子，再有几个瓷瓮，这就是
我们家全部的家当，七口人的全
部家当。

那年落实责任制后，粮食喜
获大丰收，一家人是喜中多忧，
踏实却又焦虑。不再愁没米下
锅、没饭填饱肚子，但储藏粮食
成了大问题。离地三尺支了的
一个木板上摆放大小不一的红
薯，蛇皮包大大小小的袋装粮
食，各种东西堆到了窑顶，甚至
堵住了窗户。于是父母商量着，
要建新窑洞了。费尽周折，父亲
选好了一块地。

建窑洞第一道工序就是宅
地基。按我们当地的风俗，选择
黄道吉日，安了土地神，一镢头
刨下去就算动工了，以后动土就
不忌了，什么时候有空，就去干
会儿活，哪怕刨几镢头，倒几平
车土。陕北人修窑，农活是绝对
不能耽搁的，所以宅地基就是对
空、瞅时间的事。有不急着修窑
的，也为了省钱，宅基地三年二
年就那样磨着，多会儿弄好算多
会儿。1987 年过年后，我们一
家人就开始动工了，干了十几
天，等工程量大了，斩面线，拔窑

腿，就雇人帮忙直至弄好。
建窑最主要的料是石头，搬

运石头首先得修路。坡下原来
只有一条仅能放下两只脚的小
路，要加宽到能通过驴拉车才
行。土质是胶泥的，最上面一层
因为多少年的风化，土还能挖成
一块一块，等到了里层一镢头下
去，手震得发颤也只能磕一个白
点。父亲的手干燥、皴裂，被拉
开许多血口子，胶布剥了再裹，
裹上再剥，压根就没有愈合，可
那向往、期盼了多少年的新窑洞
好像就在眼前浮现，希望、热情、
信心满满的都是，遮掩了那点点
滴滴的辛酸和劳苦。

那年秋天，父亲是天天下午
直接去工地干活，我上晚自习绕
路去给父亲送饭。他挖我铲土，
得用最快的速度，铲完他早已挖
好的土块，我才能去学校。握着
那硬邦邦的铁锨棒，眼顾不得
看，铲一锨扔一锨，滴滴汗水布
满了红通通的脸，流进眼睛，感
觉到灼热而发涩，顾不得擦一

下，只能紧闭眼睛快速、使劲摇
摇头，抖落掉许多汗滴，只想着
早干完活要去学校。

秋收快结束了，母亲去娘家
村找来两个亲戚打石头。打石
头先要选石场，我们村有一条弯
弯曲曲的小溪，小溪的两旁不是
菜园子就是栽着枣树的土地或
者是烂石坡，要找到好石场很难
很难。几经周折，最终选在一个
距离我们修窑还算是近的十几
丈高的石崖上，但是石头质量很
糟糕，硬度很差，可实在没得选
了，只好将就了。父母亲和亲戚
商量，做面子石就去舅舅家那个
山沟搞，那里的石头硬度高，质
量好。父母亲觉得窑洞修建好
齐整整的会很有面子，我们村人
都会羡慕的。

修窑特别磨人。一件愁事
接着一件，遇到别人家的土地
边，即使是荒坡，也得和主家招
呼打到，甚至求情。庆幸啊！在
父亲摸黑天、顶明月、落汗水、湿
衣背的辛苦劳作下，一条拐了好
多个弯弯、上了一个又一个坡坡
的马路修好了。石头也有了着
落，接下来就是拉石头。这也是
个天大的愁。我们村养牲口的
没几家，父亲就去邻村，正值秋
收末，人家还不是很情愿，经过
父亲几次软磨硬泡求情，最终答
应下了。打好的放在沟里的石
头，一块一块蹚过溪水搬运到沟
这面的平车上，那平车简单粗
糙，几根木头钉一起，拦个沿，爬
坡的时候，“吱扭，吱扭”响个不
停。车夫自己肩上套了一根绳
子，另一端系在车椽上。车夫边
吆喝牲口，边自己用力拉着，

“驾、驾”的吆喝声和着车子的
“吱扭、吱扭”，连同人畜的喘气
声混在一起，如同一支古老的曲

子，飘荡在山旮旯、水沟沟，似乎
在吟唱、诉说陕北土圪 人修窑
洞的艰难历程。

父亲带领我们，在 畔上平
整了一块地，一边存放沟里拉上
的石块，一边雇用匠人出面子
石。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石
块，一天天多起来，堆了一大堆，
如同小山。秋收结束了，农民终
于闲下来的时候，我们正式开始
建窑洞。第一次是建两孔。堂
哥是有名的出面子石、安面子石
把式，他还领两个徒弟，建窑就
靠他了。父母分头走遍亲戚，找
来了侄儿、外甥、侄女、外甥女
婿，小工还是不够，又从村里、家
族里找了几个小工，一切就绪，
建窑正式拉开帷幕。

一串“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后，在事先挖好的窑腿巷子里，
正式放线、下石。一层石头一层
土，一块石头挨着一块石头，下
面垫着沙灰黄土拌好的泥，一块
块石头就稳稳当当、妥妥帖帖落
脚了。那提泥的包是用蛇皮袋
剪一方形，四角挽上绳子就成
了，这活大都是小孩干的。一声
吆喝“泥”、一声应和“有”中，所
有的人情绪高涨，都在按部就班
忙碌。二连石被身高体大的两
姨姐夫搬过来了，摆满了三个巷
子同时进行。几天后，平墙窑腿
就绪。然后修窑旋、滚旋、插窑
顶接踵而来。最后合龙口。垫
垴畔、倒旋、泥粉、安门窗，一系
列繁杂的活后，两孔窗明几净的
窑洞终于建好了。

后面几年，又分两次建了三
孔窑洞，一排五孔齐刷刷的，楼
门、墙院样样俱全，也安了玻璃
门窗，门窗还上了色，院子敞敞
亮亮，终于了却了父母一辈子的
心愿。

外婆家院子外，牛筋草、狗
尾巴草，还有粘人的苍耳子，牵
牛花开得很盛，粉色、紫色，每次
摘一把夹在篮子的竹片中间，一
颤一颤，像一个个稚嫩的笑脸。
有时候也插在头发里，和风儿一
荡一荡，一起亲吻着脸颊。

村子西头的那一片坡地，种
了一些苹果树，树下的草茂茂盛
盛地长着，小四拿着外婆专门给
孩子们做的一把小镰刀，小心翼
翼地割着草。绿色的汁液顺着
刀柄流到手上了，手心黏黏的，
小四在黄土上抹一把。小四喜
欢这些草，宽大的叶片，叶脉像
小河一样在叶面上流淌，直淌到
叶尖。深绿、浅绿、嫩绿，那些草
茎上的绿色异常丰富，她能在一
株草里找到各种各样的绿。

这些绿色的生灵和小四的
镰刀玩着游戏，也和小四谈着
心。外婆今天熬的绿豆汤放了
好多白糖，甜到脑门顶了；外公
赶集买回来的袜子，表姐她们挑
完小四才挑了一双，可是太大
啦；二姨给表姐买了一对粉红蝴
蝶结，妈妈什么时候也能给我买
一对呀……小四一边割着草，一
边把心事儿告诉小草。更多的
时候，小四只对着小草唱“小燕
子，穿花衣”，她翻来覆去地唱，
小草们都伸长脑袋，跟着小四的
歌摇来摆去，跳欢快的舞。

外婆教给小四好多草的名
字，小四认得了好多草。马齿笕
的叶片厚嘟嘟的，好认也好吃。

蒲公英常趴在地上，叶子有波状
锯齿，开小黄花，长白白的小绒
毛种子。可有些野菜还真认不
出来。一个傍晚，外婆背了一捆
草，小四拎着水罐子，看到路边
开了好几朵花，一根根紫色的毛
茸茸的花茎组成漂亮的圆形花
冠，带点粉色，小四欢乐地叫了
起来：“苦菜开花喽！”跑过去连
枝带叶地把花摘下。外婆笑了：

“这是刺儿菜，不是苦菜。”几天
后，无论走到哪，都能看到刺儿
菜粉紫色的花蕊在风里招摇，引
来了贪婪的小蜜蜂嗡嗡嗡地上
下翩飞吮吸花蜜，细长的身子沾
满了花粉。

外婆有十个外孙，每到假
期，外孙们一窝蜂地来到外婆
家。外婆特别慈爱，总尽其所能

地准备好多好吃的东西，什么杏
干啦桃干啦苹果干啦，瓜子花生
啦，烤得酥脆的干馍片啦，统统
藏在柜子里，等小人儿们一到，
金色小锁嘎嘣一声响，好吃的呼
啦啦一下子都到了小人儿的面
前，外婆就笑眯眯地抱抱这个，
亲亲那个，脸上笑开了花。

晚上，小人儿们齐齐地在大
炕上排了一排，外婆给外公倒了
洗脚水后，又到羊圈门看看，和
牛棚里的黄牛说说话，才坐到炕
沿上，开始给大舅纳鞋底。灯泡
小，白光里透着黄晕，外婆要穿
针就喊小四，小四骄傲地认真地
找针眼。

日子过得快，就剩下了小四
了，但小四不觉得孤单，她有外
婆哩。有时候她跟着外婆到地
里去，外婆锄地，她就在田塍上
玩，有时也拿个小锄头锄草，还
锄死了不少谷子呢。有时候她
就自己在外婆家附近割草玩，到
村子西头去，看苹果花开，把狗
尾巴草编个什么动物，把牵牛花
一朵一朵缀成花环。

下过几场雨，小四也要走
了。小四记得那条从外婆家出
来蜿蜒的小路，牛筋草、狗尾巴
草还是那么茂盛，好像从没有被
小四割过一样，牵牛花一朵挨一
朵，粉粉嫩嫩的花瓣像小四的
脸。淡蓝的天上飘着鱼鳞一样
的云，小四的手被父亲牵着，渐
渐地走到小路的尽头，路两边的
草好像越来越高，小四透过草尖

看天，看云慢慢地移动，耳边还响
着外婆一声声的叮咛：放假再来
啊——外婆的声音拉得很长很
长，足够让小四在满眼绿油油的
青草里回望外婆在大门外伫立的
身影，看到她蓝色的大褂模糊了，
低矮的身子越变越小，眼里蓄满
的泪再也忍不住，一串串掉在草
丛里，掉在牵牛花的花心里。

小四长成了大姑娘，无暇顾
及浪漫之外的事了。偶尔，外婆
的脸庞会浮上脑海，一股甜蜜的
思念充满了她的心灵，她低低地
对自己说：等冬天，冬天来了，我
会回去的。

也许，外婆一直在等小四，
等她怀抱中的小人儿把娇嫩的
小脸贴在她深蓝大褂下面的心
口上，等小人儿再一次把脸仰
起，亲亲热热地在她脸上印上一
个吻，缠着她讲个古老的故事。
外婆一个劲捎话让小四放假了
就来。

小四在冬天回来了，从村口
延伸到外婆家的小路边，茅草花
一片一片似白不白地在风中飘
摇，夕阳的光照过来的时候，简
直可以说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小四用眼睛搜索童年熟稔的每
一寸土地，却没有看到哪怕一点
绿色，路边的地里荒草萋萋，杨
树、槐树、枣树，都垂着暗黑色的
枝干，冷漠地站在凄冷的风里，
不言不语。

送葬的队伍里，小四哭成了
一个泪人。

微风吹来
流水淙淙
所有与春天有关的事
都从河畔开始

胸前挂着相机的女孩
从一棵树 嫩芽 蓓蕾
从一只虫子的骤然蜕变
从燕子衔起第一块新泥
还有风筝 开始
在唐诗的韵律里
在宋词的婉约中
寻找玑珠
滴滴摄取

我坐在窗前 静对阳光
茶的馨香侵入每个毛孔
然后麻醉每根神经
母亲怀中的小侄女
牙牙学语
所有被我们熟视了的事物
却从小侄女这里开始变得新鲜
这一切 似乎都与春天有关

给故乡的信
春天来了

桃花开了吗
我知道村里的人们不会去踏青

老槐树上的喜鹊窝增大了吗
漫山遍野的羊群中依然有笛

声传来吗
二哥家的牛犄角还是很骇

人吗
老窑洞仍有孩子捉迷藏吗
被杨红 占荣偷过的三老婆

的苹果后
三老婆的咒骂声 或长或短
依然会在炊烟升起的时候响

彻整个村庄吗
庙山的那几棵小树长大了吗

嫂子家的门修好了吗
门缝太大，那些不怀好意的

小伙子
总能清晰地听到幸福故事
那锃亮锄头 镰刀没有闲下

来吧
爷爷的旱烟锅谁用着
信天游吼出了 依然
没有内容吧
我知道这一切都与春天有关

春
天
的
事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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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

□
杨
明
国

春天的影子
沿着黄河
沿着苍穹的大漠
我看到了
春天投向人间的影子
那是金色耀眼的光线
那是自由飞翔的鸽子
那是风中摇曳的沙柳
那是洁白悬挂的冰凌
春的信息
都在我的眼中
慢慢地传递

人们等待

春的到来

如同黄河里的鱼儿

祈盼开河

我站在田垄

已经闻到了麦苗的清香

我抬头仰望

看到春天的影子

从天边的光芒中

一直投射到

大地的深处

春
天
的
影

□
肖
峰

河的心事
把冬日灰色
整理成午后暖阳的心情
沿河细数
缓缓流淌的波纹

将要去向哪里
不问
河的心事
我懂

俗事
俗事吞噬诗心
看滚滚红尘
时时冒出烟草的味道

时醉
清风明月
在时间的缝隙里
挤出唐诗宋词的模式

人海中
努力识别
属于我的角色

阴影踩在脚下
向着光的方向

只要你来
你讲你的故事
我总是容易走神

你的脸上
已经写满故事
足够我一读再读

昏黄的灯影
熬不成
滴泪的蜡烛

浓浓的咖啡
却搅拌出
明天的味道

月下共酌这一刻
将往事
一饮而尽

只要你来
你来了
便是晴天
便是暖阳

剪一段时光
剪一段时光
编辑成所有心事
十指相扣

风是自由的
云也是自由的
海的宽广
已倾尽了
所有温柔

翻卷的潮水
打湿了衣角
却再也引不起愁绪

阳光穿过指缝
将所有安暖
一边寄予远方
一边定格在脸上

温
暖
时
光
（
组
诗
）

□
申
世
芬

院落的砖地上有点杂乱
昨天忙碌的镜头
依然在，旋耕机与深耕机如

同兄弟
鲜红色的漆皮，沾满风尘

仆仆

粗犷感越来越近
黑黝黝的北乡汉子
像抚摸孩子一样，围着转
好大的拖拉机，马力真大

谈生意就是做人
老板她一说话，笑声早已

滋生出三月的问候语
满意满意，已是第三台

沧桑巨变是新农村的篇章
补贴，精准扶贫
层出不穷的合作社
好似聚宝盆，富国富家

两个男人的话匣子
农忙还没有开始
打算早就在心窝窝里
酝酿着发家致富
村里人一家看一家

喝酒不爱与年轻人坐
对事的，在一起都是老交情
你一句、他一句
半盒烟就底朝天

乘着当前这股暖人心的风
在这片黄土地上
播撒下希望与梦想
收获着欢歌笑语

致富路上的引路人
不骄不躁，却带动好多家庭
粗糙的手看不出烟熏
唯独憨厚，成为毕生的荣誉

三
月
的
春
风
（
外
一
首
）

□
杭
建
新

修
窑
岁
月

□
任
润
郎

春
草
青
青

□
韩
青
莲

春耕（国画） 田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