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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纸里的温暖

“耩！耩！耩芝麻儿！耩到头儿开白
花。”耩芝麻是精细活，是慢活。芝麻种
子籽粒极小，耩快了，苗会长得不匀时。
所以啊，耩芝麻要老把式。
我写芝麻不是为了说耩芝麻，是无
意中发现了芝麻的“奇迹”。我从书上看
到芝麻叶下汤面香死个人，就生了心，
想尝尝芝麻叶的味道。那天回了老家，
本来是采了点儿马齿苋炒了吃，孩子们
都说，嗯嗯，不难吃。我受到鼓励，拿着
塑料袋又去采马齿苋。老远发现一片嫩
嫩的绿，很养眼。像芭蕉叶子的颜色，绿
得喜人，走近了一看，
“ 啊！芝麻！”葱绿
的叶子，直杆上顶着一串粉白的花，还
结了毛茸茸绿油油的角。
四处看看无人，两手飞舞，掐了一
袋子芝麻叶。做贼一样跑回家，泡在洗
菜盆里，看一盆水映出莹莹的绿。然后，
极度夸张地给孩子们讲述我的偶遇。
然后，孩子们又听到我夸张地说；
“快来看！泡芝麻叶的水，居然稠的像果
冻！”为什么芝麻叶水果冻一样呢？
我只知道芝麻籽儿的香，炒芝麻盐
儿是坐月子的女人们的健身法宝，它既
有滋补作用，又有润肠的功效。要知道，
生活条件不好时，生孩子是件能要命的
事情。鸡蛋芝麻红糖小米粥是河北女人
坐月子的最高待遇。
我 素 炒 了 芝 麻 叶 ，没 有 书 上 写 得
香，反而有股清苦味，但也不难吃。孩子
们大呼难吃，以示抗议。连我炒的薄荷
鸡蛋都受到了质疑，有的说，
“像吃口香
糖”，有的说“像牙膏”。看来年轻人的饮
食习惯和老一辈人不一样了。
我夏天极喜欢吃凉面，也是贪芝麻
酱的香。还有涮羊肉，小料还是芝麻酱
的最对路。
我记忆里芝麻就是芝麻，和胡麻是
两回事。可是书上说芝麻也是胡麻的一
种，由张骞从西域带来。近年考古遗迹
证明，芝麻早在数千年就出现在我国人
的食谱中。这待议，是考古学家的事情。
我要说的是，小时候家家都种几捆
芝麻，
换油，
留着过年包饺子吃。
那时候，
一家人一斤香油能吃一年。
有笑话说，
一
家人的香油吃了一年反倒多了。其实多
啥呢，
是面汤带到了香油瓶子里。
我结婚
时，大嫂子盛饭，我端碗，大嫂特意用筷
子在我的碗里点了几滴香油。
打完芝麻的芝麻杆，我们老家叫芝
麻秸儿（因茧），平时是舍不得烧的，留
着年初一煮饺子。三十晚上，院子里撒
上芝麻秸儿，踩上去，啪啪的响。我记得
老一辈人说，三十晚上，开始敬神，姜子
牙封神时，没给他老婆留神位，所以这
个神就四处串游，偷吃供品。她脚片子
奇大，踩在芝麻秸上，啪啪响，就会被人
们发现，放鞭炮轰走。芝麻长得很美，绿
叶粉花娇娇弱弱的，却还能保家护院。
人们都说，芝麻开花节节高，是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小时候，哪个村子里
长大的孩子，不会唱着“耩！耩！耩芝麻
儿！耩到头儿开白花……”的歌谣，在黄
土地上用两个手指头耩芝麻儿呢。

◎贾登荣

芝麻
老物件
◎黎大杰

◎刘亚荣

木制风车
那些从柏木纹路中吹出来的风
都是麦芒，
瘪谷和田埂上的地热
一架木制风车，在乡村的肺叶
上滴溜溜地转
我是一个时常在日记里摇风车
把的人
我试着想把院坝里那群食麦粒
的鸡都吹走
我试着想把沉闷的夏季都吹走
然而，
我最终把自己吹丢了
像秋天把弃落的麦芒，把瘪谷，
把地热吹跑了
但我知道，风车里还偷藏有一
根小小麦芒
卡在风去不了的某一角落处

蓼叶壳

美餐。文静 摄

袅袅清香莲花茶
◎钟芳
儿时伙伴来访，
馈赠我一盒莲花茶。
打
开包装，
拈上一朵，
放入透明的玻璃杯中，
沸水冲泡。
少顷，
看似柔弱的无骨莲花，
缓
缓地在茶浪里袅袅婷婷，
露出清逸优美的
姿态，
道不尽的空灵幽寂、
豁达恬然。
端杯细观茶水的颜色，那茶汁翠绿
娇艳，澄明透亮，缕缕莲香从鼻腔缓缓钻
入肺腑，顿时神清意明。我急不可耐地啜
饮一口，任浓郁的香气伴着淡淡的一丝
甜润在口中慢慢溢开，直润心脾。那种高
洁娴雅的感觉，醇厚而甜润，染得芳心无
限，倍感安详清凉。
初见莲花茶，还是在绿色军营从军
时，一位战友的妈妈远从故乡苏州托人
给她捎了一袋家酿的莲花茶。听战友说，
莲花茶是她家乡的迎客茶，是以莲花为
原料，采用独特的科学工艺，将含苞欲放
的莲花烘焙而成的天然饮品，具有清热
解毒、养颜美容、益肝健脾的功效。每到
盛夏荷莲飘香时节，那里的人们都会收
集莲花瓣，制作莲花茶，邀请亲朋好友共
尝。每次用 3 至 5 朵，配上嫩尖绿茶一小
撮，袅袅茶香中，整个身心都被一片无边
的凉意弥漫，
暑意全消……
战友将莲花放进茶杯里，把刚烧好

文学

的白开水冲入，只见那娇艳的莲花在缓
缓的水流中浮动着，沁人心脾的清香味
溢满了整间小屋。我贪婪地吮吸莲花仙
子身上散发出的袭人芳香，如痴如醉地
品味着战友递过来的那杯馨香莲花茶，
清清爽爽中满是香透肺腑，气韵五内，真
是世间难得的好茶啊。从此以后，我爱上
了莲花茶，也明白了饮茶有十德：以茶散
闷气，以茶驱睡意，以茶养生气，以茶除
污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
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德，以茶可
雅心。
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后，在沈复的《浮
生六记》里，看到芸娘制作莲花香茶的情
景：
“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
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
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意思是说，在
晚上，用一个小纱袋盛些茶叶，轻轻将莲
苞的花瓣拨开，把茶叶袋放到花心上，然
后让花苞自动闭合。到了第二天早晨，莲
花开始绽放，而在花胎里熏了一夜的茶
叶袋也饱沁莲芬，用袋中的茶叶泡茶，具
有独特的香韵。芸娘被林语堂誉为“中国
文学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当然经她
之手秘制的莲花茶更是温情香韵，清淡

高远，
让人眷恋喜欢。
氤氲的茶雾中，轻轻晃动手中的茶
杯，起伏旋转的莲花，十足地像是一个粉
衣素裙的凌波仙子在舞蹈。此时，我的脑
海里又浮现着我和战友们泡莲花茶的情
景，
从那初蕾绽放、
清新醉卧的莲花里，
我
仿佛还看到了儿时家乡荷塘里的朵朵清
荷。每逢炎炎夏日，莲花盛开，亭亭玉立，
竞相绽放，微风轻轻拂过，缕缕清香扑鼻
而来，让人不由得陶醉其中。我悠闲地静
坐在屋后的池塘边，呼吸着甜美的空气，
看莲叶田田，赏莲花朵朵，在莲花清淡幽
雅的清香中，感受她的恬静与超然，把内
心的浮躁洗涤得风清月明般澄清。
莲，
花之君子，
出淤泥而不染。
莲花茶
不仅具备茶叶消炎清热、生津止渴的功
能，还具有莲花所特有的幽香。有人用富
有诗意的文字描述莲花茶：
“一心两叶三
泉水，四月清明五采莲，六雨菁，七碗露，
八分情谊九巡盏，
拾得茶馨满园香。
”
寥寥
数句，让人感受到莲花茶的神韵。脉脉清
莲，悦我心灵，悠悠莲茶，沁我心脾。这个
酷暑难耐的夏季，因有莲花茶的醇香，心
里尽是一种诗意美妙的温馨，
也让我细细
感受到人生路上的幸福、
美好、
欢喜……

说斗笠，
相信多数人懂得
说蓼叶壳吧，
那太土语了些
土就土吧，反正蓼叶壳就挂在
篾芭墙上
蓼叶壳从田野里带回了风
从天空中带回了雨
那些干了的风或雨全在篾芭墙
上流
流成一条干涸的小河
而小河上有一座小岛
小岛让一床晾晒的蓑衣覆盖着
蓼叶壳就寄居在小岛上
于是，
小岛上就没有了风和雨
那些风或者雨都长成一朵朵小
蘑菇
开成我们记忆中的小木屋

磨刀石
一块坚硬至简的石头
一块石头中的石头
一块与自己较劲儿的石头
一块没刀锋却去驯服刀锋的石头
一定是一块仍然摆老家阶沿边
的磨刀石
每一块磨刀石的胸口上都压有
一把刀
一把用闪亮去试探刀锋的刀
刀锋里，
有奔驰的牧场
刀锋里，
有时光转动的齿轮
刀锋里，
还有缺牙的月亮
刀锋是拿来抽刀断水的，而磨
刀石不
磨刀石只磨刀，磨刀石内心有
一条
压抑已久的河床，一直不放弃
打磨锋刃之事
磨薄了的零碎时光，全聚在锋
刃的舞台上
长袖善舞，
时不时还飞出来
让生活上演一出，猝不及防的
落英缤纷

自打使用电脑写作以后，便慢慢与曾经早夕相处
的稿纸告别，书桌上，也就渐渐没有了稿纸的踪影。前
不久，上海巴金故居纪念馆在寄赠馆刊《点滴》的时候，
附寄了一沓仿制的“新月”稿纸。手捧这散发着淡淡墨
香的稿纸，那些浸透在薄薄纸张里的缕缕温暖，便从心
底涌了出来。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我，闲
暇时光，开始用笔把所见所闻，写成文字，然后悄悄地
寄往报社。过了半个月左右，收到了一家报社的信件。
当然，这不是刊稿的信息，而是退稿的消息。编辑在统
一印刷的退稿单上填上我的名字，然后附上我的稿子
一并退回。不过，在退稿单的末尾，编辑手写了一句话：
请不要用通行纸，
要用方格稿纸，
便于编辑。
方格稿纸？原来有这讲究。我赶紧跑到供销社去购
买方格稿纸。很快，垂头丧气地回家了。那时，物资相当
匮乏，供销社根本就没有方格稿纸出售。过了几天，恰
好生产队要送一批槐花到县城交售。本来没有派遣我
去，但自己主动请缨，要挑棉花进县城。在等待交售棉
花时，我请了假，跑到正街的百货公司逛了逛，但还是
一无所获。
就在自己为四处寻找也没有得到方格稿纸而发愁
时，突然脑子里想到，从前上学用的作文本不就是方格
的吗？赶紧把读高中的东西从一口木箱里找出来。果
然，有好几个作文本都没有用完。于是，把没有的作文
本撕下来，装订在一起，用作文纸代替稿纸使用。不过，
作文本每页的字数还不到两百字，一篇千字短文，也要
耗用好几页稿纸。余下的作文本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
只剩下薄薄的几张了。这，不禁让我有些挠头苦脑，不
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就在作文本稿纸告罄时，一本稿纸从天而降了！那
天，
邮递员送来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
仔细看，
是四川人
民广播电台寄来的。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张“用稿通知
单”
，
上面写道，
某月某日，
在对农村广播节目中，
你采写
的新闻稿件被播发。
与这张用稿通知单装在同一个信封
里的还有：
一个笔记本，
一本稿纸，
一本《新闻知识》。
不期而至的稿纸，让我喜出望外。其实，投稿以来，
总是石沉大海，已经让自己有些灰心丧气。这张用稿通
知单，既是我人生被刊用的第一篇稿件。它让人从迷雾
弥漫的天际间，看到了蕴藏在宇宙深处的曙光。当然，
随之而至的这一本稿纸，更像是“及时雨”，解除了自己
的燃眉之急。
有些懈怠的写作情绪，
又高涨了起来。
奇怪的是，就在收到省电台寄来的稿纸不久，
《四
川日报》、
《四川农民报》，也分别给我寄来了一本稿纸，
顿时让自己不再为稿纸发愁了。其实，这两家报纸，并
没有发表我的任何稿子。每当在洁净的稿纸一笔一划
书写时，
心中就会涌起丝丝温暖，
增添无穷的力量。
收获，有时总是与辛勤耕耘划等号的。在经历了若
干次退稿以后，终于在地区报纸上发表了一首小诗。那
时，生产队只订了一份报纸，这期报纸不知是谁捷足先
登，从邮递员那时拿走了，自己并没有得到诗歌被刊登
的消息。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中午，从农田劳作归来的
我躺在床上休息。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叫，开门一看，
是队上的一个社员。我刚伸出头，他塞进一个胀鼓鼓的
信封。
“你的！我从邮政所帮拿的。”瞟了瞟信封，是县文
化馆寄来的。迟疑片刻后，我打开了这个厚厚的信封。
信封里，装着两本书，两本稿纸。我有些莫名的兴奋了。
它们，在书籍与物资短缺的岁月，对于我来说，无疑是
雪中送炭呀。不过，文化馆为啥要送给素不相识者这些
礼物呢？在信封中夹着的一页信中，我找到了答案。原
来，他们在地区报纸上看到了我的那首诗歌，便四处打
听作者的地址，然后寄来一套《写作知识》和两本稿纸，
以示鼓励。信的最后说，欢迎以后到馆里作客。虽然这
以后也多次进城办事，曾进踱进了文化馆，但总只是徘
徊在文化馆前面的展厅里，没有胆量踏进设在后院的
办公区，去见见给我寄稿纸的老师。直到一年后，去县
上参加故事创作班，在文化馆的会议室，才见到了给我
写信的人——责群众文化的李本固先生。不过，那两本
稿纸带来的鼓励，如同给我打了持续的“强心针”，激发
着我的写作热情。每当我遭遇退稿，灰心丧气想打退
堂 鼓时，望着那印有文化馆字样的稿纸，心情又释然
了。是呵，有人在默默关注自己、帮助自己，只有一往无
前，才对起别人呀！于是，又拾起勇气，在写作的道路上
顽强地前行。
在农村的那几年，送给我稿纸最多的，当数县广播
站。大概是省电台刊播我稿件不久，乡广播员找上门
来，要我担任乡上的业余通讯员，给县广播站投稿。稿
件刊登后，会奖励我一定的工分。在大集体时代，一个
人挣得的工分多少，决定秋后粮食与现金的分配数量。
能够通过投稿挣到工分，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哟！
我欣然同意了。这以后，我采写的稿件开始在县广播站
的自办节目中频频播出了。过不多久，我也会收到县广
播站寄来的邮件。邮件的内容，不是一本稿纸，就是两
本稿纸。这些源源不断的稿纸，让我再没有遭遇“无米
之炊”了。更让人感动的是：那年，省上举办县级广播站
编采人员培训班。县广播站恰好缺乏一位编辑，他们便
向县上报告，准备选派我去参加培训。得到同意后，县
广播站派出了工作人员前来乡上考察。其中的一位，随
身还携带着几本稿纸，一到乡上，就通知我前去领取。
后来，由于我不是下乡知青，下乡时间也不到两年时
间，自然参加培训的事情也就“黄”了。尽管我与广播战
线失之交臂了，但稿纸里浸透着的深情厚谊，在特殊的
年月里，
始终温暖着我的人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