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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具记忆
董宁

锄头、镰刀和石磨，很多人都不陌生，但我更是感到
熟悉和亲切。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在这些过往的事物里
似乎看到了根脉和故土，并产生与生俱来的眷恋和怀想。

逆着时光追赶，抵达一个不起眼的村子，零乱的草
房横在一片土梁上。早晨、午间和傍晚，每座茅舍的烟
囱里都飘出袅袅的炊烟，它们呼应着升上天际，村庄里
到处弥散着柴草燃烧后的淡淡的糊糊的气息。我的家
人和乡邻，在这里不挪窝地过了一辈又一辈。他们在土
里刨食，与柴草相伴，用锄头、镰刀和石磨，打磨着时光
和岁月，在柴米油盐里艰难又快乐地度年月。

深浓的记忆里，父亲整天和锄头在一起，天不亮就
扛着锄头往地里赶。到了田间地头，袖子一卷，“哧溜”
钻进地垄里。锄草，松土，浇水，施肥，一垄一垄地往前
移，再从地块的那头返回来。父亲的身影从南头移到
北头，又从左边移到右边，一大块地眨眼间就在父亲的
锄头下变了样，一块又一块泥土翻了个身，褐黄的颜色
呈现在天空下，散发着浓郁的乡土味。父亲一辈子都
在和锄头打交道，一辈子都在做同一件事，这件事做完
了，下一个年头还要重复做一遍。父亲的青年、壮年和
老年，父亲一生的时光都在锄头挥舞的岁月里长大和
变老。

父亲用过多少把锄头，我记不得了，曾有一把长一
米半，锄把是一棵核桃树的树干。父亲一出门就带上
它，起早摸黑到田里去干活，将它插入土地，翻起土层和
草皮，回到家里，竖在院墙的拐角处。那锄头的锄把磨
得光亮又圆滑，锄刀明晃晃的，刀口中间有一个豁口。
10岁的我走过去，用手拭了拭那豁口，心里直发怵，好家
伙，啥东西把它钝成这样，它真是一头能出力干活的
牛！在一次次不停歇的劳作中，父亲的锄头一点点磨亮
了，又一点点磨损了。在过掉的时光和岁月里，父亲走
过的地方，都有锄头的影子在晃动。

乡村生活里，镰刀和锄头都埋头干农活，锄头使庄
稼快乐地长大，镰刀挥舞时节，乡亲们便迎来了丰收和
喜悦。父亲锄草、施肥和耕种，没白没黑地在田间劳作，
庄稼有了好收成，父亲就找来镰刀准备收割。田野上小
麦熟透了，一颗颗麦子挺得很直，麦穗饱胀欲裂，父亲先
是磨镰刀，然后再把它们收回仓。父亲有节奏地晃动着

臂膀，镰刀在磨石上发出“沙沙”的响声，每磨几下，就在
刀刃上拭拭手，无比锋利了，父亲猛地站起，响雷似地喊
道：“明天下地收庄稼喽。”锃亮的镰刀当中，有一把为父
亲专用，刀柄很长，上面缠了一层丝线，刀身优美地弯成
弧形，在一年年的收割中，父亲用它收获了多少金黄的
麦子，流了多少汗，没谁去想过。

麦浪像个金色的沙丘拥向天际，又从天际拥过来。
麦浪的一角，父亲一镰刀一镰刀地收割着自家的麦子，
虽然这是个慢活，但父亲动作麻利又娴熟，我躲到一边
闲散一会儿再跑回来时，父亲身后麦子已倒下一大片。
父亲直起腰来，回头看上一眼，兴奋地说：“今年收成好，
咱农民有指望啦。”话还没说完，他心思又沉重起来，慢
吞吞地说：“李海的庄稼遇上了病虫害，他家的口粮不知
够不够？”镰刀能给人带来喜悦，但不是每个庄稼人都高
兴得起来。

庄稼收获了，乡亲们就用石磨磨成面粉。在庄稼人
的生产和生活里，锄头、镰刀和石磨，都是他们朝夕相处
的家什，不可或缺。昔日的农家院落里，几乎家家都摆
放着一盘石磨，它们从岁月的深处走过来，打磨着乡下
人简单的日子和时光。石磨构造并不复杂，它由上下两
个磨盘组成。磨盘用石头打造而成，直径约40cm，厚约
15cm，靠近边缘凿有一个鸡蛋大小的添谷孔。谷物通
过添谷孔流入磨膛，均匀分布在四周，通过转动，被磨齿
磨成面粉，从夹缝中流到磨盘上，再流入试先准备好的
盆或瓮里。石磨像头任劳任怨的牛，磨豆子，磨高粱，磨
小麦，什么活都干。母亲常常一大早就起床，把金黄的
玉米倒进磨孔。父亲力气大来推磨，石磨沉重地转动起
来，发出沉闷的“嗡嗡”声。炊烟升起来，母亲把磨好的
细面做成面饼，日子就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在忘不掉
的记忆里，庄稼收成好，石磨磨出的细面多，乡亲们就有
饭吃。但庄稼时常连年发生自然灾害，石磨就磨不出面
来，乡亲们只能忍饥挨饿。石磨啊石磨，这既温暖又令
人无语的石磨！

农具已成为一段历史和记忆，但它还是一段走过来
的路。这段路酸楚又漫长，但最踏实和厚重。回头看一
看锄头、镰刀和石磨，我仿佛看到祖辈们从岁月的那头
挺着胸走过来，一步步把我们送进了新生活。

参观杨连弟公园有感
宋洪兰

儿子无意中发现了一封祖父留给父亲的信后，心
里不由得一阵窃喜。

父亲的脖子上戴着一条石头坠链，那是一块极其
普通的石头，上面甚至有一条很深的裂纹。关于石头
坠链的故事，儿子曾听父亲讲过。

在父亲6岁时，祖父送给他这条石头坠链。“这上
面有裂纹。”父亲嘟着嘴说。祖父却笑着说：“因为这
是上帝最爱的一块石子，他亲吻过它，留下了这条吻
痕。这是爱的裂纹呀！”父亲很高兴，视它如宝。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逐渐意识到，那爱的裂纹
是祖父的一个谎言。同学甚至嘲笑他：“你爸爸不愿
意送你贵重的坠链，故意编了谎话来骗你。”父亲觉得
很难受，回家对做珠宝生意的祖父发脾气。祖父张了
张嘴，又把话咽了回去。

后来，父亲又长大了一些，已经成为一个懂事的
小伙子了。那一刻，他才明白，其实当年祖父已经破
产了，还抱恙在身，他根本买不起昂贵的坠链，才煞费
苦心地编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从此，他更加珍惜那条
石头坠链。

如果儿子没有看到祖父留给父亲的那封信，他就
永远以为石头坠链的故事到此为止了。
“爸，我想开店做生意，您可以支持我吗？”瘦弱的

儿子站在父亲身旁还矮一截。父亲微微一笑：“当然，
儿子，我支持你做任何你喜爱的事业。”儿子迟疑了一
下：“爸爸，我是说，您可以在资金上给我支持吗？”父
亲有些为难了：“可是，儿子，这恐怕难住我了。你知

道的，我拿不出钱。”他建议儿子先努力工作，创业的
事晚点再作打算。

儿子愤怒地离开了，留下一脸尴尬的父亲。
不久，儿子旧事重提，但这次他强调只是跟父亲

借钱，三年内连本带利还给他。
父亲皱着眉头说：“抱歉，儿子，我真的没有钱……”

儿子忍不住说：“爸爸，你就不能暂时变卖某样东西，支
持我的事业？”父亲的脸色忽然变红了，窘迫地说：“可是，
我没有值钱的东西。”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儿子盯着父亲脖子上的石头坠链，忽然想到了
“偷”。趁父亲沉睡之际，儿子悄悄潜入他的房间，把
石头坠链摘了下来。沿着上面那条裂纹，儿子用力将
石子掰开，里面闪出一道璀璨夺目的光芒。

儿子无意中看过祖父留给父亲的信，信里提到当
年祖父虽然已经破产，但他最后“恢复元气”后，买了
一颗最昂贵的大钻石悄悄藏在石子里，送给他唯一的
儿子。可是这一段往事，父亲从来没有向儿子提及。
“难怪爸爸睡觉都不肯把石头坠链脱下来，原来

里面真的藏了那么大一颗钻石。”儿子把钻石取下来

后，又将一颗假钻石放回原位，嘴里念念有词，“爸，这
钱算我借你的，等我赚了钱，一定加倍还你。”

两天后，儿子专门为父亲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席间，儿子郑重地对父亲说：“爸，我决定听你的，努力
工作，以后再想创业的事。另外，钻石的事情，我已经
知道了。”父亲有些吃惊。

原来，儿子把偷来的钻石交给珠宝商时，珠宝商
说那是颗假钻石。儿子难以置信：“不可能，这是我祖
父留给我父亲的。怎么会是假的呢？”珠宝商哈哈一
笑：“噢，那颗钻石倒是真的，但是你父亲在十多年前
就把它卖给我了。”

儿子从小羸弱多病，父亲为了帮他治病倾尽所
能，甚至不惜卖掉祖父留给他的宝贵钻石，然后叫人
做了一颗外形一样的假钻石放在里面，聊以自慰。父
亲不愿意把这段故事告诉儿子，就是怕儿子愧疚。
“爸，谢谢您！”儿子惭愧地望了父亲一眼。“不，孩

子，千万别因这事感到愧疚，对我来说，最昂贵的不是
那颗钻石，而是那条爱的裂纹。”父亲笑着拍了拍儿子
的肩膀。

春雨淅沥，点点是离人泪。又是一年清明雨上，折菊寄到您身旁。
听，雨打窗棱，如约而至。今我来思，细雨纷飞。昨夜，魂牵梦绕，承欢膝

前。往事如烟，我已四十不惑，而您埋骨至今，已三十余载。犹忆儿时，扶您起
床，牵您漫步，祖孙嬉笑，其乐融融。您是我外祖，我是您外女。您未背过孙儿，
却只独背我一人。您郑重其事，告知母上大人，此生，只我一人即可。什么传宗
接代，什么儿女双全，都不及培养好一个。一儿孝顺抵得过千军万马。我在您
身边，倍受呵护。您说：“我的外孙女，天之娇女，生来伶俐，福相自显，将来定能
衣食无忧，住高楼大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的天地广阔，连柏油路也是难
见的，您却把自己看过的最远的风景寄寓给我。那段时光，悠悠难忘。

可惜我还小，您却已老。一场疾病，夺去了您的生命，从此阴阳两隔。您未能
看着我长大，看着我过上理想的生活。您走了，在我年幼懵懂，还不知道死亡真正
意义的时候。这世间，除了父母，您是最爱我的人。您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我
身上，我希望自己没有辜负您的厚望。母亲还在老家生活时，总要在清明时去您
的坟墓祭扫。小小的我跟随母亲身旁，随着母亲跪拜，一起流泪，一起思念。母亲
没了您这个父亲，所有的委屈无人撑腰；我没有了您这个外祖，感受被疼爱的能力
似乎都消失了。母亲总是坐在家里的炕上，和您的墓塚遥遥相望。那是一份寄
托，一种倾诉。长大的我，明白了死亡的意义。但我又似乎感觉到您无时无刻不
在我身边。我想在梦里与您相会，但您却从未肯见我。直到我的孩子出生之际，
您来梦里看我了，虽然您没有说话，但我知道您在告诉我：好好活。常年生病的母
亲被我照顾得很好。您就知道我孝顺，有出息。没有白疼爱我一回。我想再在您
的背上趴一趴，想让您再背我走一走，可您却板着脸拒绝了。您不想带我走啊！

遗忘，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
活着。外祖，您还活着，活在我的心里，活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我还在，您就一
直跟随我活着。

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我把对您的爱与思念，流淌在笔尖。我希望，有
一天您的故事，能够代代相传。

我从去年底搬到杨连弟公园儿附近住。今年清明节前后，我亲眼目睹各地
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纪念革命烈士，重温入党誓词，立足本职工作，激
发干劲儿，为更好开局“十四五”贡献力量。

清明节前，公园附近的幼儿园大、中、小班儿童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举行扫墓
活动，有各种礼仪实践以及参观纪念馆活动，从小教育培养孩子们爱国、爱英
雄。各处的大、中、小学生也来搞纪念活动，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也参加了扫墓
活动。他们决心学好中医文化，学好医学，毕业后像张伯礼校长一样为解除人
民群众病痛而奋斗在卫生事业第一线。

天津市各区及外地的机关干部，企业职工每天都排队进行祭扫活动，到纪
念馆参观，回顾英烈事迹。中铁十一局不但清明搞祭扫活动，平时也组织团队
学习英烈的事迹，提升员工素质，设立各种奖项，用杨连弟的精神鼓舞士气促进
工程进度，提高工程质量。

吃水不忘挖井人。现如今生活富裕了更不能忘记为创造幸福生活而牺牲
的万千烈士，他们用鲜血、生命给我们换来今天的美好生活。刘长龙就是这样
的有心人，我亲眼看到清明节前他带领十多位工作人员，将烈士纪念碑擦洗干
净并描涂金粉，修剪松柏，使其焕然一新，坚持几年如一日。他说，没有烈士的
光荣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搞好企业，用实际行动回报烈士恩
情，为国家多作贡献。

清
明
思
英
烈

篆刻张学仲

爱的裂纹
罗倩仪

我和春天都在北方
路边的山桃花已开出几分羞涩
像我固有的矜持
夕阳洒落的声音惊到我的眼泪
春天满含情感的告慰
我的灵魂长满翅膀
带着春天一路飞翔
那座山，那片水，那每一寸家乡的土地
熟悉的让我窒息的春天伸出温暖的手
抚摸着，轻轻地抚摸着这里的一切
我的脚步凌乱
春天落地生根

白玉兰的春天

挥别三月的手不曾孤独
此时，白玉兰已敞开心扉
和春天谈一次恋爱
随风，依然是它们招展的情怀
和太阳光一起揉进浩渺的时空
我拥有着柔风掠过的清香
你依墙固守的春光
洒落一地的倩影
此时，我的心海澎湃
每一次等待都滋生泪点
当春色渐露斑斓
白玉兰多像一束束燃烧的焰火
燃烧着我 燃烧着天空 燃烧着春天
燃烧着自己
最后融进深沉的土地

温暖的身影

走进春天，走进农家门槛
孩子在床上，一张渴望的脸
几名教师带着爱，带着课本，带着轮椅
还有对温暖的解释
那是一种情怀
像春雨润物的无声
孩子的眼睛亮了
没有一丝呻吟
托举，把她们托的更高
哪怕，我们粗糙的手
抚摸她们的头颅
泪水一定在她们眼里
不用哭，祝你们健康幸福
因为，你们是未来
穿越地平线的朝霞
匍匐，站起，前冲
风景这边独好
背后的山如此巍峨
形象总会有比喻
贴近，贴近现实
持续，持续送课
山乡的爱那样朴实
像极了温暖的身影
……

我和春天同路
蔡学军

（组诗）

清明雨上
王辉

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二章德厚流光

1983年，北京市体委通知穆祥杰考
国家级裁判。他一打听，是祥英主考，由
跟他关系挺好的一个裁判老前辈庞先生
出题。祥杰想这下可好了，只要他们把
题告诉自己，稍微念念就行了。他到体

育场去找祥英。祥英回答是：“泄题，没门儿 ! 你好好念吧。”他又去找庞先生，
没想到庞先生出完题就住院了，病得很重，来不了，他只好连夜复习。第二天去
考试，顺利通过。穆祥杰在担任裁判委员会主任时，有多少人考试前找他送礼，
到他家敲门，他都不开。他在大会上严肃地说：“谁要给我送礼，我就给你不及
格。”一位某大学的体育系副教授要考国家一级裁判，托她一个当副市长的亲戚
介绍，想通过国家体委游泳部部长找穆祥杰。部长问：“你找他干嘛？”她说：
“我考试，想请他给我辅导辅导。”部长说：“我给你讲，你千万别找他，那老头儿
太固执，别去碰那钉子。”她找不到穆祥杰，只好自己去考试，结果成绩还不
错。后来她认识了穆祥杰，对他说：“当时我找你，你知道多困难啊。我要知道
你这么随和就直接找你来了。”穆祥杰说：“你可别找我。凡是当裁判的，一定
要公平，‘严肃、认真、公正、准确’八字方针必须记住，千万千万不能有一点闪
失。你考的是裁判，可是托关系、走后门就不够当裁判的资格了。”

有些教练跟穆祥杰很熟，一次比赛前，有个教练和领队夜间去他家砸门。
穆祥杰开了门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进来把门关上，神神秘秘地塞给他一个信
封。祥杰打开看看，是3000 元钱。他说：“你们这就错了，这钱我绝不能要。
咱们熟归熟，你请我吃顿饭我倒可以去，但是在比赛前我也不能去。这钱我绝
不能要，你不要毁我一辈子。”来人说什么也不顶用，只好把钱拿回去。这件事
穆祥杰从未跟别人说起过，直到他退休多年后，笔者盘问，他才讲起此事。穆祥
杰是总裁，又是仲裁，在公正执法方面受到裁判和运动员们的敬佩。

1958 年，秀英在天津河大女附中毕业，报考了北京体育学院。管理游
泳池的大爷说：“你还用考试？你爸爸一句话哪个学院还不找你？”秀英说：
“我父亲绝不给走后门。”结果，北京体院来津招生的牛伸琪老师是穆家的
老邻居，大姐秀兰又是北京体院游泳教研室主任，也没有为妹妹说一句话，
她照样按照规定让牛老师给考了专业，然后她又在市里参加文化课的统一
考试，一分钱费用没少交，一个手续没
落下，完全凭自己的水平和实力考上
了北京体院。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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