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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 轻松贷
建行快贷 一触即贷

农历七八月，是新米成熟的季节。
奶奶还在世时，每年这时候，大姑妈和

大姑爷就会背着满满两背篼打好的新米到
我家。因为奶奶跟我们住。如果迟迟未送
来，年幼的弟弟就会问：“怎么大姑爷他们
还不送新米来呢？”逗得一家人哈哈大笑。
好像大姑爷他们是为他送新米来的。

打记事起，奶奶就是一副弓腰驼背、缺
牙豁嘴的样子。我记得直到初中，我家都是
奶奶负责做饭。她煮的饭总是又火巴又软，吃
起来细腻爽口，吞咽起来丝毫不费力。奶奶
煮了几十年的饭，她满七十五岁后，身体渐
差，改由母亲做饭。我一时间竟不适应了，
母亲煮的饭显然硬一些，更耐嚼。外出野炊
时，有人问我：“你喜欢吃火巴饭还是硬一点的
饭？”“当然是火巴饭！”我脱口而出。从小养成
的习惯，应该会承袭一辈子吧。

我们生产队是菜蔬队，也就是说，队里
没有大面积的水田，只有山坡土地，适宜种
植蔬菜。而嫁到同镇九龙村的大姑妈家却
是农业队，他们那里水田颇多，适合种植水
稻，因此，每年秋季都有新米。

暑假时，我和弟弟经常到大姑妈家玩，
也曾见过打新米的丰收场景。

新米成熟之际，稻田里一派金灿灿的
景象。稻禾在田里成垄成行，随田埂被分

割成不规则的一块块。但是，稻禾们吸纳
的营养都差不多似的，齐刷刷全都一尺多
高，从远处看，仿若一块块金黄的绒毯铺呈
在水田中间，齐整、规则又好看。风儿清
扬，稻禾们一溜儿俯身低头，如
同波浪轻轻追逐，在稻禾
尖上碾过来、碾过去。
风里不时传来些
清新润肺的清
香，那种香气，
沁人心脾，
叫人一闻
就难以抵
挡 。 走
近稻田，
才发现
那些稻
穗已经
垂头俯
身，它们
大 都 已
经饱满丰
硕了。有
经验的农人
就会摘下几颗
来，在掌心揉搓
开稻壳，仔细观察
稻米的成熟度，有时候
还会放进嘴里嚼一嚼。

其实，小暑以后，不少庄稼
人就开始陆续收割稻米了。最先收割的，
是向阳的水田，那里的稻米先成熟，不大的
几块，田中的水被事先放干。待到晴天，庄
稼人将一块田里的稻禾齐根割下，一把一
把捆束好，堆在稻田一角。然后，打谷子的

专用“搭斗”上场了。搭斗是一种用来收割
稻谷的农用木制工具，呈长方体，“斗”状，
长约3米、宽2米、高1米左右。打谷子时，
一般把它立起来，口子朝人，两旁还要围

上“挡席”，防止打谷子时谷粒
四溅。

几个壮实的庄稼
汉 上 场 打 谷 子
了。他们分工
明确，一般是
两 人 站 在
搭斗前挥
舞 着 一
把稻子
往边沿
反 复
拍打，
将 那
些 谷
粒打进
搭 斗
中；另外
的人排成

一线，从一
捆捆的稻谷

边排到搭斗边，
一把一把地传递

着稻谷。打谷子的两
人如果乏力了，就换另两

人上。就这样，直到所有割好
的稻谷都“脱粒”，谷子就算打好了。然后，
背篼、箩篼、竹篮纷纷上场，将谷粒装好背
回家。稻杆就一把一把地立在田中央，等
完全晒干后背回家生火或装枕头用。

打谷子完全是庄稼人的盛宴。年初

种下的希望此时开花结果，一年的温饱有
了着落，大家都满怀憧憬，充满干劲。因
此，打谷子虽然费体力、稻禾也痒人，但是
没有人埋怨，大家反而汗流浃背中乐滋滋
的。待到家中的粮仓堆得高高的，冒出了
尖，一家人更是喜笑颜开，纷纷希冀当年
的新米能有个好滋味、能卖个好价钱。但
是，新米好不好吃，全靠当年的雨水与太
阳是否“搭配”得当，另外，庄稼人的施肥、
加水也是因素之一。“看天吃饭”，是庄稼
人的真实写照。

大姑爷家的新米全部打好后，他们就
会背来两大背篼新米给我家。还是刚打好
不久的谷粒，稻壳完好，和着些许禾叶、稻
秆，老远就能闻见一股清香，就跟在稻田边
闻到的一模一样。逗得小孩子馋虫蠢动。

奶奶看见了，嘱咐父亲背一背篼到生
产队打米处打米。这次的“打米”跟打谷子
又不一样，是进阶版，也就是将谷粒脱壳的
过程。打好后，父亲背着大半背篼新米回
了家，一家人围着新米边看边讨论：“一背
篼要失脱五六斤哟！”“今年的米看起很饱
满，肯定好吃！”“不晓得糯不糯？”……

新米洗净、煮半熟、沥干、进甑子蒸熟
后，奶奶嘱咐一家人先不要慌着吃。她舀
了一碗，端到地坝边朝庄稼地里撒几粒，又
朝着天空撒几粒，最后端到房顶上放好了，
才进屋叫我们舀饭吃。小时候觉得奶奶的
做法很神秘，就悄悄问母亲，母亲解释了，
大意是新米要先敬土地、先敬老天爷、是老
天爷赏的饭给我们吃……

新米吃起来又糯又软又香，这是稻田
的味道，是勤劳的味道，是孝顺的味道，是
敬畏的味道。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那是一个夏天，发生在绿皮火车上的
故事，这事虽过去二十多年了，却让我难以
忘怀。

我乘坐绿皮火车出差去成都，天气暴
热，车厢里密不透风，头顶上一排摇头摆脑
的电风扇，在咔咔咔的噪声中送出阵阵热
风，热浪滚滚，旅客们仿佛在泡桑拿，难熬
无比。突然，列车广播通知，九号车厢一位
女乘客因病突发，乘客中若有医务工作者，
请速前往救治。

我立即拿上银针包袋，挤过人挨人的
旅客，快速赶到九号车厢，看见大家焦急地
围着一位倒在地上的年轻女警官束手无
策，病人旁边的女警官更为着急。

病人口中有白沫，从昏迷状态断定
是中暑，因天热通风不良所致。我见病
人周围，都没有医生出现，救人要紧，我
大着胆子向列车员表明身份：“我当过农
村的赤脚医生，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职责
所在，大家听我的。”于是我立刻指挥大家
让出通道和座位，和列车员以及女警官的
母亲一起将病人抬到座位上，脱掉她的鞋
帽，我拿出银针，扎向她的合谷、人中、百
会、风池、神门、足三里穴位，并叫列车员
去拿白糖开水，母亲为女儿打扇，两分钟
后，只见病人慢慢地睁开双眼，苍白的脸
上也恢复了红润，喝下糖水，她母亲高兴
地握着我的手说：女儿得救了，感谢你，同
志！我留下姓名后回到座位上，这事就这
么过去了。

一周之后，一封来自泸州警官学院的
感谢信，寄到了重庆市江津县康乐食品
厂。信中写道:“厂长同志，我和我女儿都
是人民警察，在去成都的火车上，女儿突然
昏迷，是贵厂的罗安会同志，救了我女儿一
命，不是看到他的银针包袋上印的厂名，我
还真不知道怎么找人呢……”

记得还是这年的冬天，遇到一件倒霉
的事。

我去义乌购货，带5捆十元钞票，像子
弹带一样捆在腰间，真够沉！而今谈起它，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啊! 当时，最大面额
的人民币只有十元钞，根本没有现在的百
元大钞和银行卡、手机支付。那时可以办
承兑汇票，但使用很麻烦，要跑到县城大银
行去兑换。我同伙伴商量，各自身带5万
元现金购货。为了资金安全，我爱人想办
法制了两条像武装带一样的布袋，将钱捆
在腰间前往。幸好是冬天，衣服穿得多，带
这么多钱还不显山不露水的，财不露白
嘛。但是，5万元现金起码有七八斤重，围
绕在腰间，你说是啥滋味？重庆去义乌有
一千多公里，乘特快也要30多个小时，没
有卧铺，只能硬坐。可以想像，几十个小
时，腰杆直挺挺的，像训练特种兵一样难
受。特别是晩上，又困又累又不敢睡，又不
敢取下，这是我们生意的全部本钱，不得有
闪失。特别是上厕所，只好取下交给同伴，
两人中途移宫换羽，防患未然。这取袋一
瞬间，被一双眼晴紧紧地盯上了。

列车过金华车站不久，已是下半夜。
我肚子疼要上厕所，将钱袋交给同伴，同伴
太疲倦，一会抱着钱袋睡着了，鼾声不断。
此时，那只罪恶的手轻轻地将钱袋拿走，同
伴仍在睡梦中全然没有丝毫察觉。座位旁
的乘客也在打呼噜。乘警和列车员时不时
地在过道穿梭。我从卫生间回到座位，叫
醒同伴，他惊叫起来，钱不见了，整个车厢
都被吼声震醒，我俩非常着急。当年这5
万元要买一套百多平米的房子了。

乘警立即赶到，不到20分钟，从垃圾
箱中找到钱袋，但钱少了2万。

乘警真神！在没有摄像头的时代，这
些乘警真是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在别的
车厢里竟将盗窃犯抓获，并让我俩指认，将
钱如数归还。

原来这个窃贼的座位离我们不远，上车
还不到两小时。他东张西望，从我们小心翼
翼的行为中，窥视到了我们的“秘密”。一直
跟踪着我们，等待下手的机会……

这就是我的两段绿皮火车往事。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在北京丰台区办事，离开时，看到路边
一块指示牌赫然写着“卢沟桥”字样。原
来，大名鼎鼎的卢沟桥就在附近，于是前往
一睹风采。

即使没有1937年那场震惊中外的“七
七事变”，卢沟桥也是要扬名于世的。这座
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整个桥
身都是石体结构，建筑质量非同一般，据
说，经试验，这座古桥曾通过429吨大型平
板车而无恙。那么，就算它只是一座实用
型石桥，其承载能力也足够让它傲立于世
吧，更何况它还有那么悠久的历史。再说
呢，在艺术上，它也是声名显赫——光是卢
沟桥的石狮子，就让多少年来多少人为之
眩晕。

眼前这座石桥，静静地横卧在永定河
上。河的对面，显然是乡村风光，林立的高
楼尚未蔓延到这里。也正因为如此，这个
地方，和人们的想像相差不远。走在桥上，
中间那一部分凹凸不平的石板桥面，让人
仿佛一脚踩上了沧桑的岁月，时空一下子
穿越回了几百年前。

这些大石板，据说是上世纪80年代对
卢沟桥进行修复时特意保留的原物。而在
此前，桥面曾经加铺柏油、加宽步道。直到
1986年卢沟桥历史文物修复委员会成立，
才恢复其原貌。文物的命运往往是坎坷的，
尤其是有那么一个时期，一些人对待历史的
态度出现了问题，荒唐的事因此在许多地方
上演。还好，卢沟桥总算没有太走样，而这，
也许和它强大的实用功能不无关系。

迈步桥上，不妨放慢脚步，缓缓地走。
桥不长，河面桥长仅210多米，包括两端引
桥，也不过260多米。但在“资历”上，它是

绝对的“老资格”，始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
九年（公元1189年），花了近三年时间建
成。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历中国，见到这
座桥后，十分推崇，在他的游记里说它“是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还说桥上的石狮子

“共同构成美丽的奇观”。由此可见，卢沟
桥初建时便不同凡响，以后的重建、修缮只
是进一步巩固它的瑰丽罢了。

桥上石雕护栏柱头上的石狮子，是卢
沟桥的另一张名片。石狮子大小不一，形
态各异，有的还躲躲藏藏，所以有“数不清”
之说，据说总共有五六百只（经历了多次修
补，每个时期的数量亦有差别）。因为久经
风雨，有些石狮子似乎显得神态模糊了（尤
其是个头小的）。岁月总是无坚不摧，只要
它有足够的耐心，再硬的石头也终将败下
阵来。

卢沟桥的东头，是名气同样不小的宛
平城。查阅资料得知，此城建于明末崇祯
十一年（公元1638年），于崇祯十三年建
成。修建此城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农民起
义军进击京师，所以当时叫拱北城、拱极
城。因为是出于军事目的而建，当时的城
池不设大街小巷，也没有其他生活区域，城
门也只有两座。直到1928年，宛平县从京
师划归河北省，这里才成为一座县城，称为
宛平城。再往后，宛平县不存在了，古城却
依然保存下来。

走进城门看了看，今天的小城，已然成
为一个宁静的城市社区。在喧嚣的大都市
一隅，有这么一处披着古装、流淌着古意的
处所，也算是很难得了。就让它和卢沟桥
在这里静静地守护历史吧。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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