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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初，顺沿心路，回盐城老家看
望母亲。

家乡农事正大忙。菜籽、蚕豆收割
完了，麦子正收割中。

当年收麦子，弯着腰，用镰刀，一
刀一刀嚓嚓嚓地割。一块地得好几个
人割一天，现在收割机唰唰唰，一个小
时都不要。而且麦粒脱毕，进了口袋，
麦秆切断，洒在田里。当然每亩也得付
费50元。

母亲高兴地告诉我，她已拾到一
些麦子。大约6斤左右的麦穗，我掂量
后，赞赏说，收获蛮不错的。去年，前
年，大前年，我都是这样赞赏的。去年
母亲拾的麦子、蚕豆、菜籽，卖到 280
多元钱。

收割，总有遗落。正如思路，总有
遗忘。难免有几根麦子特别矮，或长在
墒沟里，或被人踩倒，或被风吹倒，收
割机便顾不上。屋后三弟四弟两小块
麦地里，这些遗落的麦穗，成就了母亲
的成就感。

用镰刀割麦，可以仔细到无一遗
留。然而赶时间抢收状态下，就难保证
了。何况捆麦子、挑麦子过程中，更难
不挂万漏一。白居易观刈麦曾触景生
情，“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
遗穗，左臂悬敝筐。”

母亲告诉我，三弟曾反对她拾这
些玩意儿，担心邻居们笑话。难道我们
4 个儿子养不了母亲？就缺这点钱用？
对此我未置臧否，只是重复说，走动走
动也好，注意脚下安全。我决不能说，
我们不在乎这么点钱；我稍微多给一
点就有了。

搓麻将也好，玩扑克好，串门也
好，拾麦穗也好，随母亲兴致。老麻友
牌友走了两个，新麻友牌友还没凑齐。
大忙季节，串门也不便。可以说，母亲
现在不缺钱用，但她要体现她的能力
和价值。

我理解母亲，是因为想到一个美
国80多岁的老翁坚决要洗碗碟的事。
一家人吃完晚饭，都坐着不动，看着老
翁颤颤巍巍收拾碗碟去慢慢洗完。老
翁要证明，他还能继续做事，而不是已

经一无所能了。
母亲 88 岁了，还坚持自我料理。她

做了60年田间农活，和父亲一起把我们
养大。她现在只是证明她还能挣钱，而不
是全靠我们子女赡养。

我买给父母的拐杖，父亲的用过，并
已带走。母亲的至今还倚在墙旮旯。前年
起，母亲左大腿常有酸麻感。走远了，就
想坐路边歇息。我说，拐杖可以用了。她
说，再等等；一旦用了，就丢不掉了。

医院检查，结论是关节退行性改变。
我说，能走，就尽量走走；能站着就不要
坐下来；能坐着就不要躺下来；不过分坚
持。母亲深以为然。

母亲个小力单。但当年在生产队里
集体劳动，从不落人后。全靠拼劲韧劲，
也就是咬牙坚持不服输。

到家第三日，母亲念叨，屋后那大户
的麦子什么时候收割呢。收割后，她要去
拾遗的。那可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是
母亲今年的主要希望所在。

三个弟弟以及周围农户的承包地，
大都租给种田大户了。各家只留一小块
地，自己种些口粮或饲料。村子里组织统
一谈判转租价格，各自签订合同。前年每
亩租金 850 元；去年粮价大跌，说要签
750 元。今年好像又上去了。种田大户也
是难的。

我们没闲着。母亲捡回来的蚕豆角
晒干了，还没有去壳。因为量少，不必用
连枷或棍子拍打了。我和母亲一边说说
话，一边用手逐个去壳。母亲说，两个人
剥壳比一个人快多了。其实，有人陪着说
话，更不觉得时间长。

到家第四日，大户的大块田麦子，仍
然没来收割。但东北边有一小块田的麦
子，收割完了。午饭后，母亲拿起一只蛇
皮袋说，去那块麦田看看，万一夜里下了
雨，那就拾不成了。我便到小镇上去买菜
和水果。

我从镇上回来，母亲还没回来。心
想，我何不也去重温一下50多年前拾麦
子的感觉呢。

过去用镰刀收割麦子，牵牛耕地，效
率很低。这个季节，当年比现在更忙，农
民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季节不等人，要抢
时间收，抢时间种，俗叫双抢。

那时，我们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多
两个假期。即夏忙假和秋忙假，各两周。
支农，到农田劳动，帮助双抢。

回想着陈年趣事，找到一只蛮大的
蛇皮口袋。那是四弟的化肥袋子，不要
了。母亲便拿来洗一下，用处蛮多。

走近麦田，看见母亲远远地在麦田
另一头。正弯着腰，隐隐约约两只手一摆
一摆的。不觉想到米勒的油画《拾穗者》，
那三位老妇人拾麦穗时的定格形象。说
是田园牧歌，多少欢乐，多少辛酸。

米勒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省的一个农
民家庭。自幼参加田间劳动，后举家迁居
巴比松村。上午下地干农活，下午在家作
画。《拾穗者》，成为法国现实主义绘画巴
比松画派的代表作。

而我国许多“拾麦穗”画作，从麦茬
看，就脱离真实，不能与米勒的《拾穗者》
比拟。我怀疑我们的画家们，是否曾去麦
田观摩过。

我睁大眼睛寻找麦穗。找到麦穗，就
掐下穗头，放进袋里，扔掉麦秆。想寻找
的东西，总是觉得太少。收割机操作得还
是不错的，麦茬很矮，遗落者便少。

小时候拾麦穗，喜欢高麦茬。过年母
亲做的一双布鞋，要上学时穿，冷天里
穿。初夏天不冷，到田里劳动又不是上
学，鞋子就舍不得穿了。走在高麦茬里，
把脚放低向前压，脚就不会被麦茬戳。

矮麦茬里，就只好拣空档立足。很容
易被戳的。到初中夏忙假时，我割麦子，
总喜欢把麦茬留高一点，让学弟学妹们
拾麦穗时少戳点脚。现在不愁没鞋子穿，
麦茬留得再矮也不用担心了。

当年拾麦穗，不必掐下穗头，连秆子
抓在手上。但不是米勒《拾穗者》中老妇
人抓得那样凌乱，而是整齐地抓住麦子
颈部。所有麦穗，恰在左手虎口上。麦子
多了时，穗头形成“绣球花”。虎口满了，
就拉出一根麦秆，紧贴虎口绕很多圈扎
牢，放进老师那里的大筐里。

再次感叹收割机干净利索。每平方
米，平均找到两个麦穗都难。后来发现还
是靠小水沟的麦田边缘地带，麦穗相对
多些。心想，不知道母亲是否发现了这个
秘密。待我拾得好多麦穗时，或能让母亲
感到惊讶。

做同样的动作，容易走神，我又想着
当年拾麦穗的情景。我们会搓揉麦穗玩，
搓揉后吹掉麦壳，欣赏留在手心的麦肉
粒。然后仰头闭眼，把麦粒倒进嘴里，嚼
出麦浆。口感远不如两周前灌浆小满时
的青润麦粒味道好。

我们会捻着麦芒玩。观看芒上小刺，
有点像虾头上额剑的刺。麦芒钻到衣服
里，会在纠缠中游走。放到嘴里，会吐不
出来，很危险。裹住麦粒的壳，形状像汤
匙，我们叫糠瓢。我们听说，人一天能养
成的血液只有一糠瓢，极少。我们更害怕
流血。

就这样想着，走着，寻着麦穗。有时
用手捻一下，看看是不是干瘪的。捻了几
次，感觉大拇指的罗纹处疼痛，皮肤被揉
粗糙，直至破损了。回到常州来还疼了好
几天。

快到麦田另一头不远处，突然发现
一把剪刀。好眼熟。不就是母亲房间柜
台上的那把剪刀么。这时母亲已在麦田
另一边，和我隔着麦田的宽度。我问母
亲剪刀怎么到这里了，她才发现她的剪
刀丢了。原来她开始用剪刀剪麦穗，后
来感觉反而慢，就把剪刀放兜里了。掉
了，没发现。

这时，我也意识到，我只是在母亲
找过麦穗的路线，又找了一遍。原来母
亲也发现麦田里边落穗极少，边缘地
带多一些。我的发现，远不是世界上最
早的发现，只是别人拾遗后的再次拾
遗而已。

不过，我后来发现新大陆，收获巨
大。在田中段的横墒沟里，很有些低矮秆
子的麦穗没被割掉。那里似乎也曾装卸
口袋什么的，遗落不少。我把蛇皮袋口迎
着风，两手疾速捡麦穗掐下扔进口袋，把
当年干农活的功力都使出来了。

晚上，母亲拎了一下我的口袋。说我
的分量比她的重，我表示赞同。次日，麦
穗晒了一个好太阳，母亲用棍子捶了。我
拿一个蚕匾，放在好的风口，用畚箕装了
捶碎的麦穗，左手五指举畚箕过头顶，右
手指捏住畚箕一角轻轻抖动，让碎麦穗
一点一点均匀落下。自由落体过程中，风
把轻盈的糠芒吹到远处，沉重的麦粒落
在蚕匾里。

几番处理，妥当后，麦粒装在小塑
料桶里。母亲说，桶重 1 斤半。我用手
掂了一下，说麦子 13 斤，后又改口 12
斤半。母亲称了，结果是 12 斤 4 两。我
把自己表扬了一下，估得太准了。其实
是碰巧。

在家住了 6 天，我回常州了。临走
时，后面种田大户的麦子还没收割，我也
没等机会再显一下拾麦穗的身手。

柏文学

陪 着 母 亲 拾 麦 穗

有人说，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色
达，来这里看一眼，或许在这里你会遇
见另一个自己⋯⋯“一花一世界、一方
一净土”，一排排绛红的小屋，一件件
绛红的外套，一张张虔诚的笑脸⋯⋯
这就是信仰的国度、灵魂的天堂——
色达！

做了3年的攻略，或者说耽搁了3
年之后，我终于开启了“色达”之旅。
成都、汶川、九寨沟、若尔盖，这条大家
熟知的长途旅游线路其实才走了“色
达”之旅的三分之一不到，接下来的三
分之二大多在高海拔、诡天气、差路况
中度过，说两个途经的地名，就知道这
是绝对的“眼睛的天堂、PP 的地狱”
了：青海省的年宝玉则（藏民心中最后
的香巴拉）、四川省的瓦切（红军跋涉
过的草原沼泽）⋯⋯

色达县位于我国西南，青藏高原
东南缘，四川省的西北部，属于甘孜藏
族自治州，而我们在网络或杂志上见
到的那满山满坡夺人心魄的绛红，其
实并不是色达县城，而是县城东南 20
多公里洛若乡的色达佛学院，全称色
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色达”在藏
语里的意思是“金马”；“喇荣”是出家
学佛的意思；“五明”为声明、工巧明、
医方明、因明、内明。1980年，法王如
意宝晋美彭措在此创立了五明佛学
院，当年 32 人到如今最高峰僧众 10
多万；1993 年被美国《世界报》称为

“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东方耶路
撒冷”；后来经过《中国国家地理》、《摄
影家》等媒体的图片推介，色达成了众
多驴友心中“最远最美的佛国天堂”。

一路颠簸、一路高反中终于来到
了心中的圣地，尽管头很疼、也没胃口
吃什么，但我们还是坚持夜游了色
达。因为游人太多实行交通管制，所
有外来车辆只能停在山下停车场，然
后乘当地专用公交上山。在停车场的
时候，我们就被满眼满屏的红色震撼
了——谷底和山梁上有几座金色的寺
庙，沿着山沟向上密密麻麻的小红房
绵延数公里，在傍晚灰黄的天空下，更
是充满了宁静与神秘之感。跟着专用
公交沿山而上，红房子越来越近、越来
越多、越来越亲切——如果不是亲眼
目睹，怎么也想不到在这样荒凉遥远
的山沟里，竟隐藏着这样一个神秘的
佛国圣界！随着夜色的降临，色达的
灯光亮了，天空也更宁静了，因为是阴
雨天，我们非常遗憾没有看到色达的

“星灯齐辉”的壮美场面，但记着喇嘛
（男僧）或觉姆(女性）手中摇动的经筒
声入梦，竟然是我们这次色达之旅最
安稳的睡眠。

第二天一大早，我 5 点多就起来
看了天气，依然是阴雨，看不成色达日
出，只好无奈地继续躺到床上等大家

一起上山。白天的游人更多，全是拿着
单反、手机或摆不同POSE的，而身披绛
红色僧袍的喇嘛和觉姆来来往往络绎不
绝似乎比晚上还多，不过他们好像走在
完全脱离我们现实的时空，根本不为满
脸惊讶或好奇的游客所动，继续着自己
的行走、念经、摇经筒⋯⋯离开大部队，
我从小红屋之间穿行而上，抵近了才知
道，这些房子原来大多是木头或彩钢瓦
搭建的，只是木头上涂了红色、彩钢瓦是
红色的。在途中，我好不容易才请教到

几位喇嘛，了解了他
们的生活概况，真是
天堂也是炼狱——上
午 8 点开始集体上课
或辩经，下午 5 点散
学，早中晚饭都是自
理，而当地平均海拔
4200 多米，一年当中
至少半年雨雪天，长
冬无夏，生活很是辛
苦，即便是生活用水
都要到集中点去用塑

料桶背回来。之所以我们从山下看到密
密麻麻的都是红房子，是因为他们信奉
的是藏传佛教宁玛派，也称红教，近十几
年全国各地来修行的越来越多，过去的
房子住不下了，于是就在房子和房子之
间搭上几块红木头、一张红色彩钢瓦，用
石块压一下，几个平米就是一个家了
⋯⋯不过对于物质条件的艰苦，他们一
点也不在乎更不会讲究，因为他们在色
达的全部只有一个——修行！不修来
世只修今生。所以，在途中见到很多手

头肘膝全部着地磕长头的信徒、看到很
多围着坛城一圈一圈行走的僧人，而我
们平常人所思量的想家、享受，在他们看
来根本不会去考虑也不值一提⋯⋯

近几年，地方考虑到消防安全及旅
游发展，正在大规模拆除红色小木屋，异
地新建很多水泥成品的红房子，其中至
少三分之一的红房子将于今年拆迁完
毕；到明年除了川籍僧人，外省市的都将
被遣散；而更让人难过的是佛学院大门
口已经建了闸机，据说色达将直接申报
国家级 5A 景区开始收门票了⋯⋯于
是，今年看到的可能是最后的原本模样
和味道的色达，以后就不知道了。

依依不舍之间，天空忽然出现了一
丝阳光，蓝色的云朵也在远方跳了出来，
看着那满山满坡的绛红，满头满脑虚空
的时候，我只是想到了一点：提升色达消
防能力、改善僧众生活条件等等都无可
厚非，但唯一希望的是不要把色达改成
世俗的模样——这个世界景区很多、佛
堂也很多，但独有那一抹佛之红的色达，
只有这一个⋯⋯

老虎不哭 文/图

色达、色达，让我再看你一眼⋯⋯

我自小住在麻巷，从家里去工
人文化宫，不过 10 分钟路程。那年
代并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也缺少休
闲娱乐的去处，所以，多少年来从文
化宫所感悟的点点滴滴，一直镶嵌
在我的记忆深处。

工人文化宫坐落在市中心的繁
华闹市区。宫门朝南，宫内大道两
侧，龙柏与红枫树的余荫落满一地，
偶有穿过枝叶间缝隙投落在地的光
斑，也不过是疏星点点。一阵微风袭
来，顿觉神清气爽。这是工人文化宫
留给我的初步印象。

1970年代初的一天。
我来到工人文化宫，走近文庙

大成殿。这里小桥流水，亭台楼阁，
古树参天。文庙原为清代武进、阳湖
两县学宫一部分，始建于宋咸淳元
年（1265 年），历代均加以修建。现
存 的 大 成 殿 为 清 同 治 六 年（1867
年）重建。大殿飞檐翘角，巍峨宏伟，
庄重古朴，现今成为“戏曲会馆”。殿
前为大成门，硬山顶木结构，壁间嵌
重建文庙石碑 3 块，大成门前有泮
池，石桥遗址，保存完好。泮池右前
方竖起“县学遗址”石质标志碑，碑
背面刻有常州市总工会立，延陵沈
经成书《重修县学碑记》。

年幼的我，约三五同学在这里
放过风筝，捉过蟋蟀，玩过捉迷藏游
戏。在大成殿流连忘返，常常忘记回
家吃饭。我在“县学遗址”碑上看碑
文记载，方才知道，县学培养出许多
名人大家，元朝状元陈祖仁、明代状
元杨廷鉴、进士唐顺之、清代状元吕
宫、赵熊诏、庄培因、进士赵翼、洪亮
吉、诗人黄仲则等。我读到此处，感
到肃然起敬。县学真是人杰地灵，人
才济济，真是了不得！以后，每次走
到这里，都有一种神秘感、庄重感。

我就读的新坊桥小学组织全班
同学到工人文化宫参观“校外课
堂”，同学们整齐地排列在大成殿
前，听班主任给我们讲课：大成者，
取之于孟子的“孔子之谓集大成”语
意。宋徽宗尊崇孔子是“集古圣先贤
之大成”，所以大成殿又称“礼圣
殿”。这些话激励我树立勤奋学习、
报效祖国的信心，将来成为一个对
社会、对人民的有用人才！

时隔10多个春秋。
工人文化宫西北角绿树成荫，

鸟语花香，树荫下有一幢高大的文
体大楼，职工图书馆位于三楼，那是
我经常光顾的地方。职工图书馆面
向社会服务，借书便捷，服务周到，
每天晚上照常开放，这样方便了像
我这样的“上班族”。

那个夏日的午后，我来到职工
图书馆办理借书证，图书管理员小
张竟然是我住在麻巷的邻家小妹，
她那双明亮有神的眼睛，笑脸上两
个甜甜的酒窝，以及作为邻居的我
所享受的特殊照顾，令我久久难以
忘怀。

图书馆人流量较大，读者们带
着自己的期待在书架上寻觅理想和
智慧，常常把温馨的笑意流露在脸
上。借阅大厅的东侧，有一个引人注
目的“新书介绍”栏目，每月更新两
次，大多是介绍最新出版的各类新
书。如《NBA光荣之梦》《家族战争》

《1000个人心理游戏》《夏季中医养
生》等，吸引着许多读者驻足观看。

那个年代，到职工图书馆借书，
书是不开架的。查阅书目卡片、书籍
分类、还借登记手续等，都是手工操

作。有时候为了借一本书，要花费好大
的劲，甚至跑到书库里找书。因为当时
书籍比较少，借书手段落后，所以远远
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

站在图书馆门前，我感受到一种
强烈的时代律动和无法抗拒的力量。
这里的书籍，包括政治的、科学的、历
史的、文学艺术的⋯⋯种类齐全，无所
不包。常州作为“千载读书地、现代学
习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热
爱阅读成为广大市民的理想和追求。
一缕缕书香，绘就了一幅精美的画卷，
成为常州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光阴的转盘，又转了10多年。
工人文化宫作为“职工的学校与

乐园”，每天都有许多市民前来参加各
种活动。影剧院、图书馆、教学楼、篮球
场、溜冰场、文艺活动大厅，这些活动
既有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有现代人文
气息的交融，市民置身其中，尽情享受
精神上的快乐。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世界青年联
欢节”在工人文化宫隆重举行，来自全
世界 20 多个国家的 300 多名青年汇
聚常州，庆祝这一隆重节日。时任团中
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参加活动，并发
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不同国籍、不同语
言、不同肤色的青年朋友，在欢快的旋
律中热情相邀，翩翩起舞，互相传递青
春气息，尽情表达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身披节日盛装的工人文化宫，也成了
友谊的海洋，欢乐的海洋，“世界青年
联欢节”一直持续进行到深夜才结束。

青年时代总会留下一些甜蜜而又
温馨的回忆。工人文化宫就是一个值
得回味的地方。我第一次约女朋友（后
来成为我的妻子）看电影，地点就在工
人文化宫影剧院。那天晚上，我因有事
下班晚了，等赶到影剧院，已经迟到
15 分钟。我走进影剧院时，心里忐忑
不安，在影院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找
到座位。一时紧张，竟不知怎么说话。
斜视身边的她，好像若无其事，我这才
侧过身赔礼道歉，压在心里的石头总
算落地。

结婚以后，我常去工人文化宫。陪
妻子散步，漫步在绿树青草之间；女儿
长大了，送她参加英语培训和象棋兴
趣班；我邀请年迈的父母去赏花，拍几
张心仪的照片。一家人其乐融融，尽享
天伦之乐。

工人文化宫如同我身边的古运
河、老银杏、旧阁楼一样，成为我生命
的某种背景，与我的生命相遇。多少年
来，工人文化宫留给我的，都是关于成
长的记忆。岁月是生活的长链，历史是
活在我们心中的文化，工人文化宫成
为我精神家园的一部分。

站在工人文化宫广场前，我眺望
着古老而现代的工人文化宫。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以及 90 年代的三个
历史瞬间，如一幕幕精彩活剧从我眼
前掠过。梧桐树叶沙沙，叙述着光阴的
故事，迎面吹来清新的风，弥漫着一股
新鲜的时代气息。

徐澄范

我与工人文化宫的
三段情缘

搬新家的脚步逐渐临近，可我
没有丝毫兴奋，反而有点焦虑。

理由之一说出口就遭到同事一
致讥诮：新家电我都不会用，遥控器
太多，切换麻烦。老公看我一味给
新家添置物件，数落我：有些现在用
的东西可以搬过去啊！分明是嫌我
浪费，可我心里的真实想法他也许
难以捉摸。

几个月前我用相机拍了许多旧
家的角角落落，坐着音乐娃娃的窗
台，画架上留着女儿尚未着色完毕
的紫阳花草稿，门厅口我五颜六色
稍显零乱的鞋子，厨房置物架上的
杯杯盘盘。

我舍不得破坏旧家的原貌，我
竭力在维护它的完整，当年看茜茜
公主电影时，她欢快地回到她娘家，
打开她的房间，父母那句“还和你离
开时一样”的话感动了我。

不足八十平方米的屋子容留了
我将近二十年的光阴，站在洗漱台
前，向左旋进了厕所，向右折进客
厅，向后退到厨房，一个转身而已。

而新家我随手放置的一块抹布找得我
晕头转向。

我守着旧家，就像找到一条时光
隧道的入口，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穿
越到过去。当然，一件一件搬走，无非
就是在摧毁我的精神家园，让我的往
事旧梦无处寄托。

旧家的充塞就像懒人沙发一样贴
合，有安全感，新家的开阔只会让我徒
增空虚。

还有诸如将来的卫生怎么办？工
作量猛增一倍，我还可以找老板涨薪，
可是这？好像无从启齿。

上班路途远了，离城市中心远了，
被边缘化了。新家，想说爱你不容易。

人到中年换房就像大龄青年不得
不谈恋爱一样，人生潮流推搡着前行。

最终我还得拿出勇气忍痛将自己
连根拔起，植入一处陌生的土壤，深深
地扎根，再度流年。

张业华

新家，想说爱你不容易

“文化宫情缘”有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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