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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俗语liezhe 猜想
◎袁敏杰

有乡党问及家乡民间方
言俗语“liezhe”相对应的应该
是哪两个汉字？说实话，我此
前还真未注意和琢磨过。

西 府 方 言“liezhe”“liezhe
人”之说，约定俗成就是办事
情干活儿利索、利落、麻利、
干 脆、敏 捷、有 窍 道 之 类 意
思，一时还真想不出相对应
的合适汉字。想了想，不妨先
将“liezhe”想象为古代老祖宗
口语里的古汉语文言句式词
语，“liezhe”“liezhe 人”其中的

“zhe”理解为人称代指“者”，
顺着这个思路，我查阅了辞
典“lie”字，却 似 乎 也 找 不 出
适合对应家乡利索之类意思
的汉字，比较之下，也似乎只
有“ 劽 ”字 还 算 搭 界。“ 劽 ”：

“有力”的意思，故而是否可
以与“者”组词“劽者”，意为

“有力者”“有力的人”。琢磨
之下，似乎与家乡方言口语

“liezhe”“liezhe 人 ”的 意 思 可
以契合，且有契合的逻辑。有

力的人，干事才能利索、利落、
麻利、敏捷、干脆、有窍道嘛。
故 而，“liezhe”“liezhe 人 ”，是
不是可以书写为“劽者”“劽者
人”呢？当然，这也只是我自
己的琢磨与猜想。

古人留存下来的一些古
汉语文言文词语，千百年来乃
至数千年来口口相传，遂约定
俗成，老百姓明白其中意思，
也随口而说，至于是什么字、
怎么写，也就忽略不计了，更
未必想过，况且，祖辈们多是
文盲，明白意思就是了。

由此说开去，家乡的方言
俗语，多是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口
口相传留存传承下来的，且多有
古汉语文言文古风古韵，实际上
也是民族语言瑰宝，不仅说起来
别有一番情趣，而且是在享用一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家里的老财柜
◎辛发强

从我记事起，在父母亲
卧室挨炕靠墙的部位有一个
柜子，高约一米二，长约一米
七八，半米多宽，全身涂着油
光发亮的枣红色土漆，外面
挂着一把锁子。大凡家里有
点贵重值钱的东西，都放在
里边。人们叫它银柜，也有人
叫它“财柜”，就是说它是一
家的藏宝库。

这个老财柜在我们家还
有另一个功能，那就是我们
的课桌，我们小学的家庭作
业都是趴在这个柜子上完成
的。记得母亲那时候是村干
部，还兼村上扫盲班的教师，
学生的作业她也是在这柜子
上批改的，我们还常常为这
个“课桌”你争我抢。

说是财柜，也是母亲的
锦囊，比如为了记住儿女的
生日，母亲在柜子盖板背面
依次工整地记着我们兄妹
四个的出生时分，虽则过了
五十多年，依然清晰可见。

每到腊月，父亲就会把
过年招待亲戚的瓜子花生买
回来，放进柜子锁起来，过年
时招待客人。有一年，尽管吃
了父亲分给我和弟弟的瓜子
花生，但我总觉得不够过瘾，
望着柜子上的铁锁，我真想
把它砸开再弄点吃吃。一天，
我和弟弟惊喜地发现财柜上

的锁子开着，然后每人满满
装了一裤兜的瓜子花生，感
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人。我俩满村子转悠着、炫耀
着，后面聚集起越来越多的
小伙伴。我分给他们几粒瓜
子一个花生，他们就特别听
我的话。我像大将军一样，指
挥着他们“左冲右杀”。多年
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母亲不
忍心看我俩嘴馋的样子，故
意不锁柜。

每年的除夕夜，母亲就
会像变戏法似的，从财柜里
把我们兄妹几个的新衣服新
鞋子都拿出来，还给我和弟
弟一人一个火车头帽子。我
们几个都会抱着各自的新衣
服睡觉，盼望着天快点亮，好
穿新衣服去炫耀。 

那时村里夏收，最怕雷阵
雨，弄不好遇上一场雨，麦粒
就会发黑变质，重则发芽。所
以，村里就炸油条油饼分给干
活的人，让大家有精力夜以继
日地抢收。每每母亲领到油条
油饼只是尝尝，然后拿回家藏
到柜子里，等我们兄妹几个回
来分给我们吃。

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父
母亲为了我们有个宽敞的家，
倾其所有，在村里盖起了为数
不多的二层楼房。记得搬家那
天，我们用架子车拉着家里唯

一的一个大物件——老财柜，
既是搬家具，也把它当作一个
展示台，在上面搁上一个寓意
新屋落成、有吃有乐的大锅
盔，在街道转来转去，边走边
分给路人吃。

如今，虽说父母已经过
世，但每当春节临近，我们兄

弟都会带着儿女，赶回老家
过年。

每回家一次，首先看到
的就是父母屋里的那个老
财柜，它多么像健在时的父
母，既 装 满 了 我 们 家 的 财
宝，更满载着我们家的幸福
与欢乐。

犹记麦苗香
◎王艳茹

那 一 年 的 春 风，如 雾 如
纱，轻拂人面。

那 一 年 的 春 雨，如 丝 如
缕，润泽大地。

那一年的麦苗香气，清新
如昨，萦绕心田。

二月里，惊蛰一过，仿佛
是在不经意间，整个世界褪去
了冬的寒气，大地一片新绿。
草木萌芽，燕子归来，在万缕
春风的抚慰下，一个满眼春意
的世界，正款款而来。而这一
场盛大的仪式的主角，是麦
田，它们经过了一冬的休眠，
积蓄了全部的力量，正等着春
的呼唤呢。

春来麦苗香，天气回暖，
麦苗返青，绿茵茵的，随风飘
摆。随着麦苗生长，杂草也多
了起来，所以需要人工除草。
村里以种植小麦为主，农户家
家都有专用于锄草的小板凳
和小锄头，有一把灵巧的小锄
头，锄草时事半功倍。我很喜
欢跟着大人去锄草，拎起小板
凳，手拿小锄头，三步并作两
步蹦跳着就跟着走了。

我们这个村子小，在半山
坡上，坡地多于平地。记忆里，
我家的麦田在山坡的梯田上，
天高地广，视野开阔。对面是
邻村，也还是山，还是梯田，一
层一层全是麦田。绕着山腰弯
弯曲曲，形成特有的纹路，浅
蓝色的天空飘着丝丝缕缕的
云烟，山地沟壑绵延，整体的
画面极具艺术美。麦田里绿意
盈盈，身处其间，闻着麦苗混
杂着泥土的田野气息，感觉特
别踏实、满足。

大人们锄草手脚麻利，甚
至一并给田里松了土，只要是
锄过的地方就像是给人新理
了发，原先胡乱疯长的苗子变
得清爽又整齐。我却不行，须得
小心地拨开麦苗再下锄，手轻
了，草没除掉根，手重了怕伤着
麦苗，更何况有些草长得和麦
苗很像，或者直接和麦苗长在
一簇，只能用手拔。即便如此谨
慎，还是会锄错，看着被自己锄
掉的好苗，心里就难免有些自
责的情绪。春天的空气干燥得
很，麦田里也是，自己锄不好，
就越发气馁、焦躁。不时有麻雀
飞来，有时候三两只，有时候是

一群，我想这些小鸟多好呀，想
飞哪里就飞哪里。

春天雨少，但只要下，不
管是大雨、小雨，对植物来说
可遇而不可求，所以说春雨贵
如油。一场场春雨，丝丝缕缕
飘洒着，这天降的甘霖，麦苗
渴盼已久，它们会抓住机会，
痛痛快快地喝个够。它们真的
是在喝水呀！不然你在雨后
去看，原本嫩弱的苗子，忽地
一下就硬挺了起来，茎秆长高
了，叶子变得油亮亮的，宽厚
有力，无边的麦田像新染了
色，绿意浓浓，这勃勃的生机
令人欣慰。

雨后的麦田，那香气又变
得不一样。麦苗经过了洗礼，绿
得无边无际，生命最初绽放的
气味充分释放，通透而干净，沁
人心脾。空气变得清爽，原本焦
躁的土腥味被洗掉了，那浮尘
重归大地，安安分分地睡在母
亲怀中。经雨水浸润过之后，泥
土颜色变深，积蕴着生发的力
量，透着丝丝的甜。

生长在乡村田间，我从小
眼见着大人们成日里辛苦劳
作，对于各类农事活动耳熟能
详。也经常跟着大人在田野、
山川里行走攀爬，那山间的小
径、野地里的凉风，那些野花
野草以及附着其上的清凉的
露水，对我来说不是干巴巴、
空荡荡的词语，而是切实的触
感，烙印在记忆深处，丰沛着
我一生的情感与理想。

有着这样的童年的我，何
其幸运！ 

前几日我和孩子们路过
一片麦田，我们在田边逗留了
许久。蹲在地上挖土，捡石头，
拔草，找虫子，玩得不亦乐乎。
我给他们讲了麦子播种、生
长、收割的过程，告诉他们初
春的麦苗刚刚开始生长，是它
们最娇嫩的时候。小儿子在麦
田边发现了一丛小芽，用两只
小手轻轻地拨着土堆在嫩芽
周围，对我说 ：“妈妈，这里有
一些小苗苗，这些小苗苗真可
爱，就像我刚生出来的时候一
样，我们一定要爱护它们！”

风吹过来，麦苗随风摇曳，
我又闻到了那久违的香气，它
们仿佛听懂了我们说的话。

古 人 历 来 重 视 植 树 造
林，《礼记》云 ：“孟春之月，
盛德在木。”说的是春暖花开
时节，是植树造林的最佳季
节，植树也是至高的道德行
为。所以在古代，植树造林是
古人春天里上演的一项重头
戏，而富有诗情画意的柳树
深得他们喜欢。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当明媚
的春天姗姗而来，柳树展露
碧翠垂下万条丝绦，婆娑婀
娜，风情万种，恰如“春江一曲
柳千条”，令人心旷神怡。此情
此景，在东湖最具神韵。《凤翔
县志》就载 ：“凤翔有三绝 ：
东湖柳，西凤酒，姑娘手。”

漫步在东湖，湖边柳丝
婆娑、碧浪翻空，其中高 20
米以上的合抱古柳就有 20

多株，还有古杨树 12 株、老
榆树 1 株，古朴庄重，令人心
生敬意。不系舟旁那株古柳
最为引人注目。树下有一石
碑，上书“东坡植柳处”。这株
柳树树干遒劲而粗糙，两人
手拉手合围也搂抱不住，称
它为“柳树王”一点也不为
过。相传苏轼曾在此种下许
多柳树，但随着时光流转、岁
月 变 迁，大 多 已 不 复 存 在。
后来苏轼到杭州任职时，主
持筑起至今闻名的西湖长
堤——苏堤，为后人呈现出

“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
图画”“东风二月苏堤路，树

树桃花间柳花”的美景。
沿 着 东 湖 堤 岸 继 续 前

行，你还会发现两株古柳，虽
没有东坡柳久远，但也颇具
沧桑感。一株是林则徐手植
柳。清道光二十一年，湖广总
督林则徐禁烟之后，迫于英
军压力，道光皇帝以林则徐
虎门销烟“办理不善”为由，将
他流放新疆伊犁。流放途中
路过东湖，林则徐深深陶醉
在东湖的美景中，于是在东
湖旁亲手栽植了这株柳树，
虽历经百余年风吹雨淋，但
它依旧巍然屹立在东湖的粼
粼湖光里，向游人诠释着民

族英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祸福避趋之”的铮铮铁骨。

东湖内的另一株古柳就
是受游人称颂的“左公柳”
了。这株古柳矗立在湖心的
君子亭畔，枝干突兀，树身、
树枝多处疙疙瘩瘩，数人才
能合抱。随着时光流转，树洞
清晰可见，但树洞的旁边，又
新长出翠绿的枝条，树冠青
翠，枝条下垂，向后人昭示着
左宗棠与将士们团结一心、
誓死抗敌的浩然正气。

古人的柳树情结，深情
又饱满，植下了希望，收获了
清荫绵长。

怀念土窑
◎周长江

那间土窑，在小山村的
老家。

沿着崎岖的山路向西行
走，进入大树掩映的村口，一
溜长满酸枣树的崖畔下就是
土窑。

土窑曾是爷爷的住所，
它不宽不深、冬暖夏凉，窑里
大大的土炕边永远堆放着待
烧的柴火，窑的一个角落长
期靠放着锄锹之类的农具。

在这土窑里，有我难以
忘怀的时光。

学生时代，每年假期我
都要去看爷爷，和他一起去
山坡放羊，一起到田里锄草，
一起跑沟里拉水……小山村
位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附
近，民间流传的古今故事颇
多。从年轻时就担任村支书
的爷爷，肚子里装满了各种
奇闻逸事。每天劳作结束，吃
完奶奶做的晚饭，他就会走
进窑洞点亮油灯，躺在炕上
一边抽着卷烟一边被我缠着
讲故事，从唐代将领征战沙
场到红军护陵剿匪，发生在
当地的各种趣闻被他讲得有
声有色，常常让我听得心驰
神往、回味无穷。从那时起，
爷爷讲的故事便对我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

上世纪 90 年代，报名参
军是家乡青年的热门选择，我
的几位堂哥相继穿上了军装。
临去部队前，他们一一到土窑
和爷爷告别。看着曾和自己一
起玩过的哥哥，胸戴大红花、
身着绿军装是那样光荣英武，
我羡慕极了，随即告诉爷爷，
长大了也要去当兵。爷爷用他
粗糙而温暖的大手摸着我的
头，嘱咐几位哥哥，一定要像
故事里的英雄那样干出个名
堂来。1996 年的冬天，我报名
应征。爷爷得知消息后，竟在
窑洞里坐卧不宁，隔上几日就
要问父亲我验上没有，分到了
哪里？当我穿着崭新的军装
出现在爷爷面前时，他高兴得
合不拢嘴，平时很少喝酒的他
那天主动在饭间拿出了酒。

到部队后，因工作关系我
回土窑的次数极少。有一年，
爷爷的耳根长了一颗肿瘤，在
甘肃工作的叔父将他从陕西
老家接到兰州治疗。得知爷
爷做手术住院，我随即搭上班
车去看他。爷爷没想到在陌生
的异地他乡，会见到我这个当
兵的孙子。我坐在爷爷的病床
边，爷爷满眼欣喜地看着穿军
装的我。他说，家里先后有五
人参军，我是年龄最小的一

个，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干，努
力为家族争光。听着爷爷的
话，我在他慈爱的目光里看到
了殷殷的期望。后来，他病愈
出院返回老家，又让人给在军
营的我带话，说我爱吃的杏干
在土窑里给我留着，村里一个
当兵的小伙立了军功……我
被爷爷的话温暖而激励着，在
军旅路上坚定地走过二十余
个春秋。

那年，爷爷撒手人寰，噩
耗传来的中午，心里难过的我
一个人静静待在军营的宿舍，
任凭泪水在脸上长流。之前他
还说要到我的部队看看，谁能
料到他老人家说走就走了，生
死离别前我们也未见上一面。
给单位匆忙请完假，回到山
村的土窑已是第二日。在置
满鲜花柏叶的棺椁里，我见
到爷爷脸上那丝了无遗憾的
笑。环顾熟悉而亲切的土窑，
我在一片哭声中又一次泪眼
蒙眬，仿佛看到了往昔窑洞
里的爷爷和我，我们一起摘
来梅杏砸核吃仁，一起捉来
毒蝎养在罐里，一起坐在炕
上分享欢乐……

土窑是我从军梦想的发
源地，爷爷是我投身军旅的
启蒙人，没有土窑，没有爷爷，

就没有至今仍在军营摸爬滚
打的我。初秋，单位换发新式
军装，我特意照了一张军装
照，并把这张照片夹进土窑
墙壁上的相框里，想让爷爷
看看我现在穿军装的样子。
在妻子的建议下，我把政府
先前发放的光荣军属牌挂到
土窑的门旁，这是我给予爷
爷最好的勋章。

爷 爷 是 土 窑 永 远 的 主
人，土窑是家族发展的源头。
几十年间，我的父辈和兄弟
姐妹怀着理想，在社会多个
领域拼搏向前，不管是头生
白发的长者，还是青嫩如葱
的少年，他们都像蒲公英一
样把孕育生命的根系永远培
植在最初的土窑，埋在心底
最难忘的还是土窑的亲切，
留在心头最难舍的还是土窑
的淳朴。

再回山村老家，走进那
孔留着火炕不再住人的土
窑，看着遗照上微笑的爷爷，
想起土窑里的旧日时光，仿
佛觉得爷爷不曾离开，他点
燃的艾草还在炕头弥漫着袅
袅青烟，他拨亮的灯火依然
在黑暗中熠熠闪耀。

古人的柳树情
◎絮芯

周秦风

风物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