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华文作品
责编：张鹏禹 邮箱：bnuzhangpengyu@163.com责编：张鹏禹 邮箱：bnuzhangpengyu@163.com

2019年2月16日 星期六

每年农历腊八，年节在望，我
国各地都有吃腊八粥的习惯。由于
各地气候、物产、习俗不同，腊八
粥所用的食材也略有不同，但大致
皆是一些未经研磨加工的谷米种
子，佐以诸样果蔬，且越是当年新
米，则越被视为上等食材。而单单
在青海，却不吃腊八粥，取而代之
的则是麦仁粥。

麦仁粥，是将当年的新麦装在
口袋里，连同口袋在冰面上反复搓
揉，使新麦脱去外皮，再在簸箕中
将外皮颠去，留下麦仁，经淘洗、
浸泡，入瓮熬制成粥。

同样的腊八，青海人何以如此
不同？究其原因，与青海汉人来到
青海的历史有关。

青海汉人，皆称自己是在明洪
武年间，从南京朱子巷迁来的——
尽管历史有确凿记载，早在西汉时
期，青海已经有汉人屯居——这些
汉人从南方鱼米之乡辗转来到蛮荒
的高原牧野，习惯了南方温润烟雨
的他们，遭遇到高原冷寒的风雪侵
袭，他们的身体与内心也遭受到类
似基因变异一般的痛苦蜕变。而令
他们最为痛苦的，不是这种地理、
气候上的截然不同，而是食物——
人类对食物的记忆，深入骨髓，可
以凭此记住自己的故乡和母亲。这
些吃着稻米长大的人们，来到一
个完全与稻米无缘的所在，对稻
米彻骨的思念几乎超过身心其他
的不适。

上世纪以前，在青海汉族农
家，家家都有一个装面粉的木柜，
但他们却从不把它叫做面柜，而是叫
米柜，尽管其中未曾装有一粒米——
思念以这种独特的命名方式遗传下
来，成为一种执念。而麦仁粥，更
是这种执念的产物：这些青海汉
人，来到青海，在相对暖和的河湟
谷地垦荒种田，种植着适应高原气
候的冬麦和青稞。进入腊月，他们
渐渐适应着六月飞雪和清冽寒风，
也适应着冬麦和青稞略显粗糙的口
感，愈加思念起自己南方的故乡。
思念系于一件事物之上，那就是一
把稻米，抑或是一把稻米熬成的米
粥。在南方故乡时，每逢腊八，必
然要吃腊八粥，而在这里，别说是
腊八粥，单单吃一碗米粥，也成了
一种奢望。对米粥的想念变成一种

难以忍受的折磨，侵蚀着他们的肉
体和精神，而稻米，则是唯一的解
药。可是，稻米在哪儿呢？他们无
奈地看着刚刚从开垦不久的小片农
田里收获的麦子和青稞，尤其是青
稞，这是一种粗粝如青海土著牧人
一样的粗粮，怎么能与故乡白润如
珍珠的稻米相比呢？但是又能如何
呢？比起青稞，麦子看上去相对精
致一些，虽然它同样不能与稻米相
比，但似乎更接近一些，如果把它
粗粝的外皮除去，内核也是白的。

忽然，一位青海汉人的先祖脑
海里闪过一道白光！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把麦子
的外皮除去。他们经过各种努力，
找到了一个十分见效的办法。腊月
的青海，冰天雪地，夏日里曾经欢
唱着谣曲的小溪，如今也成了一条
凝固的冰河。偶然间，这位青海汉
人的先祖，背着一袋麦子路过一条
冰河，脚下突然一滑，摔倒在冰面
上，袋子里的麦子也随之撒落。他
站起身来，准备把这些麦子重新收
拾到袋子里，这时，奇迹发生了。
突然接触到寒冷的冰面，低温使麦
子外皮即刻产生了类似化学反应的
神奇一幕：当他把它们用手揽入袋
子时，麦子与冰面产生摩擦，外皮
自然脱落下来。

这位青海汉人的先祖突然泪流
满面，他知道这是上天的襄助和恩
赐。脱去了外皮的麦子，还真的有
些接近故乡的稻米，除了自上而下
贯通着一条微微凹陷的中轴线，它
与稻米一样白润而饱满！麦仁粥的
原料就这样诞生了。

但是等这些来自南方的汉人逐
渐“土著化”，特别是他们有了下一
代时，已经开始与当地土著嫁娶通
婚，麦仁粥也很快“土著化”了：在粥
里佐入切碎的牛羊肉一同熬煮——
这似乎是一个嫁入汉人家的土著媳
妇随意的一个动作，但就在这样一
个瞬间，满结思乡愁绪的麦仁粥原
本那种极力接近南方的意味被改变
了，游牧文化的意味更加浓重起
来。如此，这样一道美食很快就背
叛了它诞生时的初衷，与之渐行渐
远，单单只把熬制的流程保留了下
来，成为一种把农耕和游牧两种文
化熬炖在一起的美食。麦仁粥的这
种变化，似乎是一种暗示：故乡已
经不再是那个遥远的南方，它就是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但凡离开家乡，在漂泊中寻找
新家园的人，无一例外，乡愁是他
们的病痛。如何让拥塞在心头的乡
愁稍稍释怀？那些背井离乡的人深
知故土难回，于是，他们想寻求一
种捷径，找到一种替代品，用虚拟
和假设去抚慰无处安放的思乡之
情，就像这些青海汉人，企图用高

原的冬麦去替代南国故乡的新米。
历史上，人类的迁徙在世界范围内
广泛存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被誉为自然文学之父的约翰·巴
勒斯就曾经记述了这样的案例。100
多年前，大批美国移民抱着各自的
发财梦奔向原本属于印第安人的西
部地区，当占据和抢掠所造成的纷
乱渐渐平息，人们的生活渐渐趋于
稳定，这些移民便开始以好奇、审
视的目光打量自己新的家园。他们
发现，新家园亦如自己曾经的故
土，山水逶迤，草木生长，其间有
野花绽放，鸟兽嘶鸣。他们不知道
这些鸟兽花卉的名字，于是开始仔
细观察，发现与故乡的多有相仿，
便把旧名赋新物，把老名称赋予新
家园的鸟兽花卉。当他们这么做
时，内心充满了欢愉，浓浓乡愁也
因此得到释放。这种张冠李戴的命
名是善意的，美好的，却给后来的
博物学家们带来了许多麻烦。研究
证明，美国西部许多鸟兽花卉的命
名，是从密西西比河以南那些曾经
人口稠密、物产日渐稀缺的地方硬
生生地搬来的，牛头不对马嘴。

这样的例子，也可在青海汉人
充斥南方方言词汇的语言中信手拈
来——曾有青海地方学者，从 《红
楼梦》中寻得大量“青海方言”，并
梳理著作成书。

湟鱼是人们对青海湖裸鲤的俗
称。湟鱼生活在咸水湖青海湖中，
它有个习惯，每年初夏便开始洄
游，浩浩荡荡地进入每一条流入青
海湖的河流中，逆流而上。它们要
把自己的卵产在河水之中。这些河
水，皆是淡水，由青海湖四周雪山
上的积雪和冰川融化后的水汇聚而
成。在涓涓溪流中，那些怀孕的母
鱼带领着它们的丈夫，奋力游在前
面，它们的丈夫则紧随其后，像一
种神圣的宗教仪式，盛大而隆重。
它们把鱼卵产在淡水之后，又返回
青海湖。留在淡水中的鱼卵，便在
水流中孵化，成群结队地游动着。
它们半寸大小，纤细、弱小。青海
汉人便把这些湟鱼幼鱼叫做“米
鳉”。米鳉，也叫稻田鱼，是栖息在
南方稻田水中的一种鱼儿。想来，
那些撕心扯肺思念着稻米的青海汉
人的先祖，同样也思念着米鳉——
据说米鳉还是一种腌制的类酱食
品。当他们看到溪流中的湟鱼幼鱼
外形酷似鳉鱼，即刻给它取了一个
隐含着思乡之情、来自故土家园的
名字。但在后来，这个名字受到当
地土语发音的影响，逐渐讹化为

“名将”，前缀加了青海周边北方方
言表示“小”之意的“尕”字，后
缀又出现北方方言的儿化音，便成
了“尕名将儿”。

除了这些张冠李戴，却又温情
脉脉氤氲着无尽思乡之情的名字，
他们也把故土的歌装在心里，带到
了新家园。一首 《茉莉花》 就这样
伴随着从南方西迁的人们来到了并
不生长茉莉花的青海高原。

《茉莉花》是一首在吴侬软语中
滋长出来的民间歌谣，曲调、旋

律、歌词都透着南方的阴柔和温润：
好一朵茉莉花啊，
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花开香也香不过它。
我有心采一朵戴，
又怕看花的人儿骂……
几乎是一张口，南人的细致、

谨慎、欲言又止以及那么一点点的
束手束脚，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音
韵之间。而当这首歌从“小桥流
水”的江南到了“古道西风”的青
海，历经强劲西北风的劲吹，原本
的阴柔渐渐消失，一种与高原狂野
的地理与风物相契合的粗犷与直
接，便出现在了歌曲中：

好一朵茉莉花啊，
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的花儿赛也赛不过它。
我也不采它呀，
我也不摘它，
有朝一日我连根挖回家！
歌曲也不再是南方的轻吟浅

唱，而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吼叫。
一首小调里，隐藏了多少人类

迁徙的密码啊！那里有困苦，但也
有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就。

而湟鱼的遭际，又与这些背井
离乡、被迫落脚在新家园的人们何
其相似——它们原本生活在古黄河
中，悠然自得地游弋着，突如其来
的地壳运动阻断了黄河的流淌，日
月山隆起，山下形成了堰塞湖，它
们就这样被滞留在堰塞湖中。千万
年过去了，堰塞湖成了一个巨大的
咸水湖，它们又要适应在咸水中生
存！在这样的磨砺中，它们的鳞片
一片片地脱落，慢慢成了一种无鳞
鱼。当这片堰塞湖有了名字，它们
也成为了一个新物种，人们把那个
堰塞湖叫青海湖，把它们叫做青海
湖裸鲤。但它们还是在自己的鱼鳃
处留下了七八片鳞片，或许，这是
对自己的先祖，抑或是古黄河的一
种怀念吧。洄游仿佛一种纪念先祖
的隆重仪式，它们或许是想通过这
样的仪式，让自己的孩子——那些

“尕名将儿”，从幼年开始，就记住
曾经的故乡。

“尕名将儿”是什么意思呢？若
问如今的青海汉族，除了知道它指
湟鱼幼鱼，却不知其来源——原本
源自南方先祖的绵绵乡愁已经被高
原的风沙严严实实地遮盖了。但偶
尔，这些遗留在名词里的信息，也
会在史学家面前露出一条缝隙，透
出一缕微光，把人类迁徙的些微痕
迹勾勒出来。

大雪中，我提前来到关山村。这
是我供职的甘肃省社科院的帮扶村，
一会儿，单位将来人慰问村民。大山
深处，丝绸古道，正如其村名一样，
关山村位于古代从关中平原进入大西
北腹地的一条支线上，属甘肃省天水
市清水县管辖，距兰州 400 多公里，
再往东走几公里，就进入陕西地界
了。从县城到关山村，几十公里路
程，车辆或在峡谷中穿行，或在山顶
上颠簸，而关山村与所在的山门乡还
隔着一座高山。刚才翻山的时候，乡
村公路窄而陡，站在山顶张望，林海
茫茫，风雪凄迷，不由得生出“关山
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的感慨。

雪还在下，村支书雷得有正在组
织村民清扫院落，准备迎接慰问队。
对他的事迹早有耳闻，与他面对面交
流的愿望日甚一日：一个连续任职
42 年的村干部，每次到了卸任期，
全体村民都要深情挽留，这究竟是怎
样的一个人？其实，他是一个再普通
不过的山区农民，而正是这样一个普
通农民，让这一片山区燃烧着希望，
延续着走向未来的梦。

生于 1960 年的雷得有已年届花
甲。1977年，他17岁，出任生产大队
文书，因为全大队只有他一个高中生。
那时候，现在的关山村所辖的8个自然
村，分别属于3个生产大队。雷得有担
任罗垣大队文书。1983年，他入党，
担任罗垣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村支书的
工资报酬是什么呢？多给一亩承包地而
已。熟悉山区情况的人都知道，山区不
缺地，缺的是种地人，缺的是土地带来
的收获。而他擅长做生意，即便风调雨
顺，一亩地的收入也抵不上他跑外一
趟。他要面对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呢？全
村没有一个富裕户，都缺吃少穿，没有
一个读中学的学生，男孩最多读完小
学，家长就不让上学了，大多数家庭压
根就不让女孩上学。

既然组织信任，村民信任，个人
利益就得无条件退居其次。雷得有跑
生意时，去过一些地方，他深知，之
所以敢出去闯，也闯出了一些名堂，
就在于他读过书，有见识。眼下，发
展家乡的根本在于两条：一是办学，
要致富，先治愚；二是修路，要治
愚，先让大家睁眼看世界。罗垣村是
有一所小学的，但已经名存实亡，他
组织村民去几十里外，依靠人挑驴
驮，花了半个月时间，运回一万多块

砖瓦，建起了校舍，这也是当时全村
唯一的一栋砖瓦房。村民不愿让孩子
上学怎么办？好办。土办法虽然土，
却是管用的办法。先是一家一户动
员，苦口婆心不管用，就强迫命令，
甚至恐吓威胁，谁家不让适龄孩子入
学，就会影响到享受国家福利和土地
承包等方面的权益。还有另一种办
法，谁家孩子入了学，学习好，考上
中学、大学，村里还给相应奖励。山
区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有一个
人站出来做某件事，并且有所收获，
大家都会群起效仿。雷得有带头把自
己的孩子送进学校，而那些先前读书
较多的村民，日子也率先有了起色。
罗垣村的小学一时红红火火。在邻近
几个村没有一个中学生的时候，罗垣
村出了一个大学生，三个中专生。过
来人都知道，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考上大学或中专是多么重大的事情，
尤其在教育落后的山区。

要致富，先修路，这是那个时代
强劲的口号。对于大山深处的村民来
说，修路不仅与致富有关，还便于闭
目塞听的村民接受外来信息，让他们
敢于走出去，改变落后愚昧的思维方
式和生活方式。

进入新世纪，原来的8个自然村
合并为关山行政村，上级让他担任村
支书。此时，雷得有真的不想再干
了，孩子长大了，一个考入大学，一
个学会了做生意，他也人到中年了。
想想自己辛苦多年，也该专心过自己
的日子了。贫困山区的村支书实在不
好当，出不完的力，受不尽的烦恼，
几乎等于义务劳动，没有个人利益可
言。村支书当时的工资，一年仅有
1200 元 ， 还 真 不 够 他 跑 一 趟 小 生
意，而他又是一个擅长做生意的人。
关山村国土面积几十平方公里，全部
走一趟需要3天，他平均每半个月就
都得走一趟。时代在发展，所有人的
生活半径都在扩大。村里出外的年轻
人多了，长了见识，他们看见雷得有
不愿担任村支书，觉得他要是卸任

了，这个村子就失去了最合适的当家
人，这可是大家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
地方啊。一波波，一趟趟，在大家的
反复挽留下，雷得有想着自己是老党
员，应该有最起码的组织观念和群众
观念，再说了，乡亲们的日子过不
好，自己的日子过得再好，也没有什
么意思。他又接过了支部书记的重
任。关山村距离最近的乡镇十几里路
程，隔着一座高山，而那个乡镇，仍
然在大山深处。这条山路在天气晴好
时，勉强可以通过架子车，遇到雨雪
天气，要不被洪水冲毁，要不大雪封
山，完全与外界隔绝。外面的农资产
品进不来，村里的土特产运不出去。
仅靠村民的力量是完成不了一条硬化
公路的。正好国家也有打通乡村公路
的计划，雷得有拿到了项目，政府出
资出技术，村民出力，很快地，关山
村与广阔的外部世界连为一体。

合并后的关山村，摆在雷得有面
前的境况仍然不容半点乐观。最大的
短板还是教育落后，适龄儿童入学率
低。村里只有一所三年制小学，男孩
勉强毕业，家长就让他们回家参加劳
动了，大多数则没有机会上学。男孩
长大成人后，因为文化程度太低，出
门打工只能干苦力。女孩长大后，家
长狠捞一笔彩礼，随便嫁人了事。对
此，雷得有既痛心，又颇感无奈。长
此以往，谈何乡村振兴。文明的办法
就是登门劝说，大道理，小道理，反

复说。土办法就是强迫命令。好在，
雷得有是大家选出来的支书，是大家
深情留任的支书，在村民中拥有很高
的威望和号召力。

他的工作有了成效，适龄儿童全
部入学。后来，人们看到了受教育带
来的好处，为了让孩子上学，年轻的
父母大都选择一边在城镇打工，一边
陪孩子上学。近几年，从关山村走出
的大学生多达十几名，仅去年，考出
去的大学生就有 4 名。正好是寒假，
我见到了这4名大一学生。这些受过
良好教育，见过世面的年轻人，与待
在村里或出外做苦工的站在一起，不
用说，精神面貌判然有别。这就是榜
样，不言自明的榜样，现代教育的根
系已经扎在关山大地深处。

我与雷得有相谈正欢，甘肃省社
科院慰问队冒着风雪赶来了，整个关
山村喜气洋洋。慰问结束，社科院领
导专门留下4名大一学生，与他们交
流学习生活情况，谈未来，谈理想，
主动提出为他们联系勤工俭学岗位。

关山村自然环境优良，满山都是
青冈树，关山河清流淙淙，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社科院扶持的养殖大
棚已经建成，春天就可以生产了。而
雷得有主导成立的合作社已经运行几
年，山区的木耳、土蜂蜜，种种农副
土特产，通过电商，行销四方。看到
一个个农户宣告脱贫，整体脱贫很快
就要实现，雷得有沧桑的脸上露出了
欣慰的笑容。42 年，风华少年渐入
老境，种种辛劳，归结为欣慰一笑，
也算是壮志得酬了。

洋洋大雪，此时恰好停了，太阳
从云层中露出头来，关山大地一派明
丽。整体脱贫只是近期目标，雷得有
还有长远打算，他指着风光秀丽的山
川对我说，到了春天，我们这里山花
烂漫，风景非常好，请你带几个作家
朋友来看看，我们这里最适合开展乡
村旅游了，真是天堂一样美丽。我
说，咱们春天见！

（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

晚饭后，爸妈和我都想下楼走
走，我妈说，去公园吧，好久没去了。

公园与小区只隔一条马路，很
辽阔的一个长方形，草坪、树木、花
草、长椅，曲折的小路，舒适安静。

要过马路了，我们站在斑马线边
等。这个地方没有红绿灯，汽车来来
往往，开得发疯，对行人好像视若不
见。我爸说，真怕过这条马路。

终于，候到了一个空隙，两边
都没有车了。我赶紧护在爸妈身
旁，和他们一起过马路。爸牵着妈
的手，急急地迈步，像是小跑。我
说不要急，不要急。他们像是没听
见，急急忙忙就到了对面，比我走
得还快。

天色已显昏暗，遛狗的，散步
的，在草坪上打羽毛球的，安闲静
谧。公园把城市的噪音吞没了。爸
妈顺着小路往公园深处走，走得很
慢。我顺着公园边缘的路往前慢跑。

空气中飘扬着桂花的幽香。跑

到公园尽头，折回，转入公园深处。
手机响了，我停下来，一边接

电话，一边看着爸妈。爸近来好忘
事，走路双腿发沉，有点颤巍巍
的。他们一前一后慢慢走着，说着
什么。不远处的路边，有一条长
椅，空着，爸妈走到那里，大概是
累了，便在长椅上坐下了。

我心里暖暖的，继续打电话。
这时候，爸妈站起身，往家的方向
走，走得很慢。

可是，也就几句话的工夫吧，
就看不见他们了。暮霭变得浓稠，
公园里的人似乎多了起来，朦朦胧
胧，人影憧憧。我慌了，急忙去
追。以我的经验，车灯晃眼，让人
难以判断车的远近，他们这个时候
过马路是很危险的。

沿途都没有看见爸妈的身影。
汽车都开了灯，呼啸着闪过。空气
中有了些许秋凉。

莫非爸妈已经回到了小区？我
急急忙忙过了马路，跑进小区，跑
进楼，进入电梯，一路上都没有看
见他们。电梯里有一对老头老太，
不是爸妈。我身后，急赶过来一对
老头老太，也不是爸妈。4 个老头
老太见面打着热情的招呼，电梯里
回荡着说笑声，但他们很快前后都
下了电梯。

电梯里只剩我一个人。升到楼

层，急按门铃，无人应答。怎么还
没有回来呢？莫非在小区的露天椅
子上坐着？我没带钥匙，进不了
门，于是急忙下楼去找。院里的小
路和空地上，有健身器材，有小方
桌和藤椅。我找了附近，没有找
着，便坐在楼前的椅子上，瞄着楼
下大堂。大堂里灯光通明，能清楚
地看见进出的居民。

等了好一会儿，一直没有看见
爸妈。心急，无心再等，于是顺小
路快速去找。小区的几株桂花树开
得正茂，我顾不上欣赏，急走一
圈，仍然没有看见爸妈。心中不免
更急，想喊，又怕影响别人。于是
换了另一条小道，一口气跑完，同
样没有找到。找不见，心慌起来，
从来也没有过的那种心慌。

想打爸的手机，一想他肯定没
带。他的手机几天难得响一次，还
多是骚扰电话。开始，我爸不知道
是骚扰电话，很认真地听，很多时
候听不清楚，他慢悠悠的反应和语
言，让那些打骚扰电话的人忍无可
忍，只好主动挂电话。我爸还嘀
咕，这是谁呢，咋没说完就挂了？

记忆中，找爸妈好像不是第一
次，但是心慌却只有这一次。爸妈
越来越老了，眼睛看不清了，耳朵
听不清了，走路越来越慢了，尤其
是过马路，真让人担心。

心慌得失措、无助、恐惧，像
是身在一望无垠的戈壁，或者是孤
舟辽阔的海洋，一个人影也看不
见。我甚至感到绝望，有一种走着
走着就散了的苍凉。

为什么要离开他们独自去跑步
呢？寻找的路上，我自责，并告诫
自己，今后，一定要多陪陪他们，
再也不离开他们了。

重新回到楼下，仰头望去，只
见楼耸入云，分不清哪一扇是自家
的窗。再一次往家里拨了固定电
话，我爸接了，还是那样的大嗓
门，说我们刚到家，你在哪？我一
下子放下心来，笑了，泪水却模糊
了双眼。

此时，满楼的灯火，像繁星点
点，灿烂一片。

本期华文作品版向读者推荐三篇文章。《麦仁粥闲话》从一碗粥说起，谈的却是文化地理学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系列重要命题：人
与环境的博弈与斗争，江南文化与西北文化的差异与共通，人类迁徙带来的文明交流……作者用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笔法将人与命运
的和解、人与环境的和谐这一主题附丽于麦仁粥、湟鱼、《茉莉花》等之上，于寻常中见妙悟。《四十二年村官路》以作家实地探访为基
础，讲述了甘肃天水市清水县山门乡关山村党支部书记雷得有的故事，基层工作者的辛酸苦辣，困顿与游移，信仰与坚守跃然纸上。小
小说《满楼灯火》讲述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寻常小事：在陪父母遛弯儿的过程中，一不小心与父母失散了，让人联想到杨绛《我们仨》
的开头。“我”内心的紧张、焦虑、不安在见到父母的一瞬间得到了平息，作家用细腻的笔触截取生活中的这一微小片段呈现出一个孝
子内心的微妙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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