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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跑镰
◎杨青峰

“算黄算割”清脆的歌喉，
唱醒了乡村的黎明。东方天际微
曦初露，缕缕金光映射得林木格
外清爽，青堂瓦舍格外明亮，静
谧的村庄沐浴在温馨的气氛里。
生产队长杨勇叔走出家门，来到
村中央大槐树下，用手中的铁杵
撞击吊在树杈上碗口大的铁钟，
清脆的声音回响在村庄上空。盼
望了一年的庄稼人，早已铆足了
劲头，将“秦州镰”刃磨得锃锃发
亮，摩拳擦掌，枕戈待旦，等着挥
镰上阵哩！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
黄。”村南一片上百亩的麦田是
每年开镰收割的地方，阳光洒
在平平展展的麦海里，在微风
吹拂下泛起道道金黄色的波
浪，股股清新的麦香味扑面而
来。杨勇叔、志明叔、百福叔、培
林叔、关关哥几个领头的把式，
各自带着十来个青壮劳力，分
成五路人马搭镰。大家头戴草
帽，手握镰刀，弯腰弓背，一个
跟着一个，拉开间距，摆开“雁
翎队”般的阵势，霎时淹没在麦

海里，随着“嚓、嚓、嚓”的声响，
一摞摞麦捆顺势倒卧地头。戴
在人们头顶的白色草帽，随着

“跑镰”时抬脚挪步一起一伏的
节奏，远远看去，像在茫茫大海
里飘动，又好像是一队队游泳
健儿在麦海里开展有序竞赛。
大家割完一趟，擦擦额头的汗
水，喝几口水，又从头起镰，形
成又一队“雁阵”。如此壮观的
场景，唯有在一年一度夏收时
才能看到！

在我的经历中，传统的割
麦就是“割攥把”和“割跑镰”。

“割攥把”是一只手攥住麦秆，
另一只手用镰刀割。割麦的人
或蹲着挪动，或半弯腰割一把
放一把，等割到够一个捆子时，
拦腰捆起来。人的手就那么大，
攥着的麦子很有限，割一把放
一把，速度慢且容易腰困腿疼。
比较起来，“割跑镰”的方法能
够加快收割进度，大约一个星
期就能收割完全部麦子。可是

“割跑镰”的技艺不是容易掌握
的，从“割攥把”到“割跑镰”需要

一个逐步熟练的过程。一般妇
女或年龄稍长的或初学割麦的
半大孩子们“割攥把”，精壮劳
力都是“割跑镰”的，这是要有
熟练技巧的，贸然下镰会割到
腿膝盖上。

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我在
生产队参加过夏收，那时还是个
年轻娃娃，开始只能“割攥把”，
或蹲着挪动或半弯腰迈步，割上
一会儿，不是手上没劲攥不住镰
刀，就是腰困腿酸，难以持续割
下去，割一会儿歇一会儿，一上
午割不了多少麦子，手上还磨出
了水泡。后来经过大人们手把手
地教，我逐步掌握了要领，慢慢
熟练起来，加入“割跑镰”的行列
中。与大人们一样，半弯着腰，用
左手揽住麦子放在左腿边用膝
盖顶着，右手挥镰割倒麦子，随
割随挪动脚步前行，前后两人拉
开一定距离，配合默契形成一道
收割链条。即前面的人“跑镰”到
大约 3 米到 5 米左右，拢住堆在
怀里的麦子停下来，用麦秆拧一
条类似草绳的“麦腰”顺手放下，

将割下的麦子搁在上面，后面的
人割到这里把怀里的麦子合起
来用麦腰扎成捆子，就算是完成
一道工序。随着一捆捆麦子整整
齐齐、匀匀称称地倒卧在地头，
一大块麦田逐渐缩小，百亩左右
的田块五六十个精壮劳力，一大
晌午就收割完毕。

又是一年麦收时，“算黄算
割”清脆的叫声在耳际回响，唤
起我对父老乡亲割麦的记忆。时
代进步了，现代化的收割方式替
代了传统的劳作，人们不再为收
割麦子付出那么多艰辛，庄稼人
告别了烈日炙烤的熬煎和弯腰
弓背的折磨。可昔日父老乡亲挥
汗如雨艰辛劳作的画面，以及那
个颇为壮观的收割场景却深深
刻在我的脑海里，它是那个年代
农村耕作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
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个时代农民
艰苦奋斗精神的充分展示。这种

“割跑镰”的技艺以及白色草帽
组成的“雁阵”，将永远留在我们
这一代人的心里，成为挥之不去
的乡愁。 

麦子黄了，我想家了
◎谢红江

小满一过，麦子便开始染
黄。漫山遍野的麦子从山洼到
川塬，似乎一夜间便穿上了金
色的外衣。

漫步在乡间原野，微风轻
拂，金色的麦浪翻滚，麦香弥
散。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六年前
的那个夏天。

那是小满过后的第二天，
麦梢已开始发黄，夏收将至。我
心想该回家看看父母了，正琢
磨着该给父母买什么礼物时，
母亲摔伤住院的消息传来，犹
如晴天霹雳。我火急火燎地坐
车从城里往回赶。母亲双目紧
闭，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一言不
发，身上连接着各种导管和心
电监护的设备。我们姊妹五个
在医院守护了五天五夜，大夫
用尽各种救治方法，但终因外
伤颅内出血过多，77 岁的母亲
还是丢下我们走了。她走得那
么匆忙，连儿子最后一面都没
有见上，就连日夜陪伴在她身
边的父亲都没给留一句话。

父母平日生活在乡下。料
理完母亲的后事麦子便黄熟
了，二哥将麦子割完晾晒入仓
后，便把父亲接到城里，和二嫂
一起照顾父亲的生活。父亲 81

岁高龄了，我们本想着让他在
城里好好享享清福，安度余生。
谁料想半年后，父亲也因突发
疾病离我们而去。和母亲一样，
父亲走得也很匆忙，我闻讯赶
回家时父亲已闭上了眼睛，同
样未能见儿子最后一面，也未
曾给儿子留下一句话。

想到二老的离世，我常常
凄然泪下。父母辛劳一生，在
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含辛茹
苦将我们姊妹五个抚养成人，
供我们读书。我排行老五，最
受父母宠爱，常常可以吃到饼
干、罐头之类的美食，这是令
两位哥哥和姐姐十分羡慕的
事情。我读书也很用功，常常
一个人躲在牛棚里刻苦攻读，
最终考上中专。按说我在城里
安了家，理应好好孝敬父母，
让他们过个舒心的晚年，可
父母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常常
到城里小住几日后便又回到
乡下，用父亲的话说他的根在
乡下，那里才是他的家。我只
好抽空或利用休假时间回乡
下看望，哪怕是陪他们包顿饺
子、唠唠嗑我都很知足。

小时候家贫盖不起房子，
父母日夜辛劳，硬生生在后院

挖了两孔窑洞供我们栖身。母
亲早出晚归，修水库修水保，煮
菜做饭，缝补浆洗，操持一家人
的生活。父亲在生产队管水磨、
做饲养员，他饲养的牛个个膘
肥体壮、毛色发亮，父亲连年
被评为先进社员。包产
到户后，为了让一家人
生活得宽裕，父亲学会了
编芦席，随后把编好的席子
拿到集市上卖掉贴补家
用。父亲还种红薯、种花
生。清早，母亲蒸一大锅红
薯，足有五六十斤，父亲把蒸
好的红薯放到两个篮子里，用
瘦弱的肩膀挑到十里开外的集
市上去卖，途中要爬一架坡歇
十余次才能到达，但为了我们
父亲坚持了好几年。后来父亲
又育了几年花椒树，他把育好
的花椒苗用架子车拉到县城去
卖，常常是迎着日出赶落日。为
了卖个好价钱，父亲还赶在端
午节前将采摘好的芦苇叶子用
架子车拉到县功街道去卖，翻
山越岭往返近百里路程，但父
亲起早摸黑从不说累。

麦梢发黄的时节，母亲
走了。种好麦子，天变冷了，
父亲又走了。回到老院，再没

有 了 往
日 的 生 机
和那一句问
候，留下的是
冰 冷 的 房
屋、家具，还
有父亲挖掘
的但已坍塌
的 窑 洞，一
切是那么的
熟 悉。麦 子
黄 了，我 想
家了。

夏日的风景
◎孟民

八百里秦川染上杏黄，太
阳烤着田野，麦浪一波接一波，
涌向公路、铁路，扑打着远处的
山、天上的云。金色成了田野主
色调，热风浮动，飘过麦田、果
园、城乡，把麦香的气息带进鼻
孔。一种成熟的味道，丰收的滋
味，酝酿成大气之势，在田野、
在天地间涌动。而南山和北坡
上绿草如茵，密密的，很茂盛，
如绿带，如长廊。

夏日的脚步是紧张的，从
黎明时分就起步了。黑夜的大
幕慢慢撤去，东方刚泛出一点
鱼肚白，庄户人就起床出门了。
一刹那，好像事先约好的，张家
李家赵家的大哥叔叔们都匆匆
赶往公路边，请“铁麦客”帮自
家收麦。夏天的忙碌是从早晨
开始的，夏日的风景也从这时
徐徐铺展开来。

歇了一夜的太阳抖落身上
的疲惫，挣脱云层的挽留，从东
方跃动着爬出地平线时，一束鲜
艳的光亮便洒向田野。金黄的麦
田，像打翻了黄色的水彩铺满川
道，好似一幅浓墨重彩的水粉
画。金黄的麦芒上，还挂着黑夜
赐予的露珠，阳光下晶莹剔透，
随着风儿一闪一闪的，像玛瑙、
像玉石、像蜜蜡，令人顿生爱怜。
麦田里的水分在阳光的照射下
不见了影子，滚滚麦浪抖掉满身
的湿气，麦穗一会儿窃窃私语，
一会儿前呼后拥，像千军万马，
站立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等候
指挥官发号施令。

太阳升到竹竿高的时候，
起早的人们连同联合收割机就
到了地头。随着农人左右比画
一番，在隆隆的机声中挥手向

前，收割机如彭大将军指挥的
战马，“轰隆隆”向麦海里冲去，
孕育了几个月的小麦，“刷刷
刷”从铁皮筒中流入麦仓，粉碎
的麦秆撒满麦地。当主人撑开
编织袋，望着麦粒“哗哗哗”地
流出，挂满汗珠的脸上，写满了
丰收的喜悦。

站在麦田边，现代化的夏
收景象，不得不令人感叹。过
去，被称为龙口夺食的“三夏”，
要持续月余时间方能收场。如
今，收割机前脚离开，播种机紧
跟着就下地。一行行笔直的小
沟，播下了玉米、豆类，也播下
了农民新的希望。农民等候着、
盼望着的夏收夏种就这样轻松
落幕了。

那 时，毒 辣 辣 的 太 阳 下，
农民得挥舞镰刀割麦，弯腰流
汗不说，要一把一把割、一捆一
捆绑、一架子车一架子车往场
间拉，或用背夹从山坡上背回
来。起得早，睡得晚，只想着快
点晒麦秆、快点套牲口碾场、快
点腾地方晾晒麦粒。场间的麦
秆晒着，顾不得歇息，就要全家
总动员去种玉米。挖窝的、下种
的、施肥埋土的，一环套一环，
刚一完就得马上灌水催芽。农
民讲，秋田作物要争上势，就是
说秋天庄稼上午种和下午种生
长大不一样。因而，农人们宁愿
不吃少睡，也要给腾出的地里
种上秋庄稼。“田家少闲月，五
月人倍忙。”他们肩上挑着夏秋
两季。

现代化的夏收，让夏天不
再沉重，不再苦涩。农民收获着
丰收的喜悦，收获着幸福的日
子，收获着欢乐的风景。

夏虫奏鸣曲
◎赵红霞

裹着甜蜜，带着荷香，把诗
意写在长长的柳丝里，把欢喜藏
在“啾啾”的鸟鸣里……回眸间，
时光已依依不舍地作别了旖旎的
春，欢呼雀跃地来到了斑斓的夏。 

夏天，是鸟虫的季节。盼望
着、盼望着，待到南风吹过、绿荫
遍野、陇上麦黄、池塘新荷，那些
鸟雀、布谷、蝉儿、蟋蟀……便迫
不及待地登上夏的大舞台，拉开
夏日奏鸣曲的序幕。你听，麦浪滚
滚的田野、杨柳依依的湖畔，青青
的草丛中，处处都回荡着夏虫的
鸣叫声。你看，麻雀在柳树梢“啾
啾、啾啾”地歌唱，布谷鸟在田间
地头“布谷布谷”地欢叫，蝉儿在
茂密的林中“吱吱、吱吱吱”地鸣
叫，蟋蟀偷偷地潜伏在葡萄藤下

“嘟嘟嘟、溜溜溜”欢歌，青蛙静静
地躺在荷叶上“咕呱、咕呱”地低
吟，歌声此起彼伏，清脆悦耳，让
人如沐天籁。它们时而独奏，时而
合唱，仿佛要抓住夏日的美妙时
光，演奏出最优美动听的乐曲，歌
颂大自然的美好，让小小的生命，
在这个缤纷的季节, 释放出最璀
璨的光芒！

“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
中夏令新”——火热的夏天来了，
可爱的布谷鸟早已闪亮登场啦！

你瞧，它们像个小精灵，拥
有完美的线条、质
朴 的 颜 色，尖 利
的嘴喙、修长的身

段，因为颜值高、蹿
得快，深

受 孩 童 们
的喜爱。农家

人也将布谷鸟看
作是提醒农时、催生
幸福的益鸟。“算黄
算割……”那一串串
抑扬顿挫的叫声，
似乎给农家人下
达了快快收割、速

速播种的命令。于是，家家
户户、老老少少都忙碌了起
来。收麦子的收麦子，种谷

子的种谷子，孩子们猫着腰，在麦
田里捡麦穗，欢声笑语在“绿树村
边合，青山郭外斜”的乡村回荡。
此时，布谷鸟常常会在农人的头
顶盘旋、鸣叫，仿佛在给辛劳的人
喊号子，加油伴奏。布谷声声，啼
出了小麦的清香芬芳，也啼出了
人们收获后的喜悦幸福。布谷阵
阵，在蔚蓝的天空，在巍峨的群山
间，演奏起一篇华丽的乐章。

夏日的鸟虫里，蟋蟀的称
谓最多 ：促织、蝈蝈、蛐蛐儿等
等。有趣的名字里，流露着人们
的喜欢和疼爱。无论燠热的白
天，还是宁静的夏夜，鸟虫里叫
得最响亮、最欢快的，非蟋蟀莫
属了。“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从

《诗经》中跳出来的蟋蟀，曾陪伴
着乡村的孩童们，熬过了酷暑难
耐的夏日，才迎来了五彩斑斓的
秋色。麦收时节的阡陌间、山坡
上，随处可见这样的画面 ：三五
个小伙伴一起，男孩子们忙着捉
蛐蛐、斗蛐蛐儿，女孩子们拣来
干净的麦秆，专心致志地编蛐蛐
笼子。青葱的笑脸、欢快的模样，
有点像《山海情》里的花儿们。

蝉儿，是夏日里的小歌星。
春末夏初，蝉儿就从地下爬出来，
如凤凰涅槃般，历经阵痛后，羽化
成虫，开启快乐的巡回演唱之旅。
蝉儿天生就是歌唱家，从朝霞满
天的晨曦，到凉风习习的深夜，它
们一直高唱着夏日情歌，从不歇
息。那嘹亮的歌声、热情的演唱，
婉转悠扬、扣人心弦，让人在闷热
烦躁中感到了丝丝清凉、缕缕温
馨。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六月三日
夜闻蝉》中写道 ：“荷香清露坠，
柳动好风生。微月初三夜，新蝉第
一声。”是的，从第一声蝉叫开始，
整个夏季都是蝉的。池塘边、稻田
里、榕树上、蝉儿总是在深情地、
陶醉地、一声声地唱着，永远不知
疲倦，不厌其烦，有时甚至有些歇
斯底里，把一个夏天吵得沸沸扬
扬、热热闹闹。古诗“高蝉多远韵，
茂树有余音”就勾勒出了这样一
幅诗意的画卷 ：一片高高的树林
里，蝉鸣呖呖，在浓荫茂密的树叶
间回响着。天气越热，蝉儿们唱得
越欢快、越响亮。

夏 夜，淡 月 笼 纱，一 帘 幽
梦。我在温柔的灯光下，看月光
穿过帘笼，写着自己欢喜的文
字，夏虫们则小心翼翼地躲在一
个偏僻的角落里，忘我地弹着，
唱着，伴着我……

忆麦客
◎于同兴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
黄。”每当这个时节，我总是会
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旧时的麦
客，那憨厚的笑容、质朴的身
影，总是在我眼前晃动。

农业机械化以前，每当陕
西关中的小麦快要成熟时，总
会有一批批远道而来的麦客，
准时来到我的家乡，帮助收割
麦子。那个时代，麦客是收割大
军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特
别是家中青壮劳动力欠缺，或
是天气不好、雨水多的年份，农
人们更是急切地盼望外地麦客
前来帮助收割。

当年，村庄内外、庄户门前
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麦
客，成为麦收时节村庄中一抹
别样的色彩，格外吸引人们的
眼球。特别是喜欢热闹的小孩，

总是睁着好奇的目光，跟着这
些陌生的客人，在麦客群里东
瞧瞧、西看看，显得异常兴奋。

麦 客 多 的 时 候，就 跟 街
市上赶集跟会的人一样，黑
压压的一片，人们就叫“麦客
集”。这时，也就有人向麦客
卖一些简单的饭食，如片片汤
面、稀饭、拌汤等。我家乡岐
山周原的麦客，大部分是从甘
肃天水、平凉等地来的，也有
一小部分是从北面麟游县来
的。麟游是深山，小麦成熟比
岐山晚十多天，他们就利用这
段时间到山外来割麦挣钱。甘
肃的麦客一般结伴而来，有兄
弟、父子，也有少数夫妻。麦客
的生活很辛苦，故此，他们特
别能吃苦耐劳。他们出门时每
人都戴着一顶旧草帽，携带一

把割麦的刃镰，一件又厚又脏
的破旧棉袄。为了不饿肚子，
甘肃的麦客一般还带有炒面，
没有麦割的时候就吃炒面、喝
水。麦客们大多时间睡在房檐
下。如果碰到不设围墙的戏楼
等场所，那就是麦客的高级

“宾馆”。下雨天，或天气阴冷
时，破棉袄就是他们“温暖的
被子”。

麦子大面积成熟后，麦客
一般都能找到雇主。而价钱由
双方协商，按收割面积结算。协
商好后，雇主把麦客带到要收
割的麦田，指明界畔，麦客就开
始收割。

割 得 快 的 麦 客，一 天 可
以收割二亩多小麦，慢的一天
也能收割一亩多。收割麦子的
时候，就由雇主管饭。在关中

西府地区，早饭一般是馍、菜、
汤。菜多是生拌洋葱或黄瓜
等 ；午饭和晚饭多是热干面或
具有西府特色的文王浆水面，
再拿几颗新鲜的大蒜瓣。这也
是麦客最喜欢的饭食。麦客的
劳动强度非常大，所以必须让
麦客吃饱吃好，这是“礼仪之
邦”的西府人待客的礼数和风
俗风气。

麦客，过去麦收时节一群
特殊的劳动大军，他们浪迹他
乡讨生活，披星戴月，日晒雨
淋。收割麦子时，汗流浃背，灰
尘满身。时间一长，身上的衣服
脏兮兮的，脸也被夏日的炎阳
晒得黑里透红。但他们却都有
火热的情感、善良的心肠。他们
是一群永远令我尊敬的人，也
是一群永远令我怀想的人……

情满夏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