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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临海的广场就是一个民间小宇宙。海岸
线三千多米，格局天然开阔，树种繁多，挺秀之处
鲜氧流动。玩广场的多是土著，认识或不认识，都
在游戏互动的过程中熟络起来。原创风筝的喜欢
较量心智和手工，上了天再看！他们齐齐仰望着
阳光的某个高处。大姐大妈最神奇的地方，就是
能把任意舞蹈都以“最炫民族风”的节奏跳得像
模像样。还有小花园里习武的老年人，一水儿的
武术套装，右手执红扇，以太极身姿左晃右移。至
于伴奏曲嘛，十几年了，屠洪刚的声音在广场上
从未消失过：“站——似一颗——松！”

近一年，大姑娘小媳妇老阿姨忽然都去跳操
了，在广场西南角，跟着一个帅教练暴汗甩体
重。中等强度的有氧健身操，早晚各一次，免费
的——帅教练直播赚钱，线下只赚人气。七十分
钟一场，相当于慢跑六公里。若每天坚持跑两个
六公里是不可想象的，换算成健身操就不是那么
难了，一来活力十足的音乐可以缓解疲惫，二来
有帅教练的带动和陪伴，大多数人都超越了自
我。帅教练很善于控场，他边跳边互动，喊出的

“加油”总是雄性荷尔蒙十足；要领分解言简意
赅，还不忘对着直播间说“感谢亲的小心心”；插
空卖卖健身鞋和无糖黑麦面包，调侃自黑都恰到
好处，真是老少通杀。很多人私下里打听帅教练
的来路，原来是一名从民营医疗机构跨界来做网
络健身直播的运动爱好者，常年锻炼，擅跑马拉
松，并通过运动将体重从200斤减到了140多斤，
关键是已经人到中年还像个小伙儿！

在早晨和晚上的固定时间，帅教练来到固定
地点，搭好直播支架、准备好补光灯、架起电子显
示屏、安装上手机、戴好耳麦……一切准备就绪，
帅教练就站在电子显示屏前点开了直播，广场上
队列自觉有序，帅教练一声“走起”，热身活动便
开始了。我因长期枯坐于电脑前，靠零食缓解焦
躁，体重已飙升到令人羞耻的状态，一狠心就加
入了跳操队伍。遥想当年我也是节奏带感的恰恰
女王，奈何时间不饶人，现在彻底衰落了，头两次
只跟了半场，心脏几乎要跳出喉咙。可我不想就
这么老去，死胖子是没有希望的，我咬住牙，决定
拼上——第四次渐有起色，全场下来已经不算太
累，大汗如洗，内心开朗。

跳操可塑造体型，改变身体姿态。跳操可释
放情绪，减少苍茫人生中的压力。长期坚持之，可
使心肌增厚，收缩有力，增加心搏出量，能更好地
为全身器官供血供氧。还可提高个人综合魅力，
尤其是肢体协调性、灵活性等等，如此坚持下去，
某日老掉的我应该不会是一只呆鹅。

跳操配乐十二首，都是帅教练精心挑选的，
徐疾穿插，雅俗共赏，甚至他会说：“仔细听这首
歌词，很励志哦！”最后一首是雷打不动的《千年
等一回》，节奏舒缓便于肌肉放松和呼吸整理，经
过70分钟的自虐，体内邪气被放走了，此刻确有
千年修仙已成，脱胎换骨的成就感。

“ 走 起 ！”
阿 占

阿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出版
文学作品十余部，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转载于
《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
《芒种》《散文海外版》等报刊，获得百花文学奖、
泰山文学奖等奖项。

阿占专栏 词与物

老家祖屋墙外是村子的街道，有一片开
阔的空地。那一年春天，母亲砍下洋槐树的
枝条，有八九枝，沿着屋墙插了一排。

每隔几日，母亲就会给它们浇水，盼望
着它们能够成活。洋槐树的生命力果然顽
强，不久后，都发芽了。

小树苗生长得很快，只四五年工夫，便
长得有胳膊粗，枝条努力伸向屋顶。

每年四五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庄
户人家的日子最难过。熬过漫长的冬天，农户
家里的余粮所剩无几。小麦还要等一个来月
才成熟。这时候，父亲就要为解决一家人的口
粮问题发愁了。母亲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
雀儿，等洋槐花开，咱家就有粮吃了。”

初夏的暖风终于把洋槐树吹绿了，却迟
迟不见开花。我看到满树的叶子由鹅黄变
为墨绿，疑心这树还会不会开出花来。

当我几近失望时，忽一日，我欣喜地发
现，在一夜之间，洋槐树枝条上生出了一朵朵
小花蕾，还没有什么香味。那花蕾在嫩白中带
着一丝浅黄，形如弯月，又似金钟，还如一把
把小镰刀。花萼颜色多样，有浅绿色，有淡黄
色，还有紫红色。微风拂过，枝条上的花蕾
欢快地跳起舞蹈，如头戴彩色小帽、身穿白
色长裙的小姑娘在翩翩起舞，甚是调皮可爱。

花苞既已萌出，便发疯也似，快速生长
起来。只几天工夫，那花蕾便盛开了。花瓣

洁白如雪，形似飞舞的蝴蝶，你挤我，我挤
你，密密麻麻挂满了枝头，一串串、一簇簇，
重重叠叠，悬垂在枝条上，如一咕嘟一咕嘟
的白葡萄。远远望去，洋槐树好像披上了白
色的羽衣，片片稀疏的绿叶完全淹没在白
色的花海中。

那时候，家乡人大多喜欢在家门口、街
道边栽种洋槐树。槐花盛开时节，满街满巷
都被这素雅的白槐花填满了，空气中弥漫着
槐花醉人的香甜味道。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
那么多的蜜蜂，嘤嘤嗡嗡地爬满了槐花，欢
快地飞舞，似乎在和一只只白蝴蝶斗舞，直
乐得忘乎所以。这一刻，整个村庄沸腾了。

洋槐花期很短，不到半个月，枯黄的花
瓣有气无力地挂在枝头。一阵风儿来，一片
花儿落，天空中仿佛飘起了片片雪花。平日
里色彩单调的小村庄竟被点缀得如梦如
幻，有了诗样的风采。

洋槐花开放的半个月，是故乡一年中最
美的风景。

母亲高兴地说，救命粮来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家人的口福就是母亲

用洋槐花做的各种美食。
母亲把槐花洗干净，拌上面粉兑水，和

得稍微干一些，放在蒸笼里，大火烧开水
后，小火再蒸十五分钟就熟了。吃的时候，
浇点蒜泥、醋水、辣椒油，那种鲜美的味道，

直让人满口生津、回味无穷。要做出香甜美
味的槐花麦饭，必须选用鲜嫩的槐花苞。倘
若用那盛开的槐花做麦饭，那么，入口粗糙
松散，如同嚼蜡，香甜味道丧失殆尽，只可
勉强果腹，享受口福之美就完全谈不上了。

槐花开放的季节，盛夏的蔬菜还未上
市，家里实在是没有什么菜吃，我的口舌常
会生疮。母亲就给我做槐花炒鸡蛋，暂时填
补一下我那空虚的味蕾。

槐花满枝头，一家人是吃不完的。母亲
便给街坊四邻送去新鲜的洋槐花，请他们品
尝美食。乡邻间的淳朴友谊、平淡生活中的
简单快乐便在这一篮篮槐花中传递开来。

我参加工作后，无暇回老家。每年，洋
槐花飘香时，母亲总会托人给我捎几袋子，
让我品尝家乡的味道。父亲去世后，母亲跟
随我在西安生活。老家的洋槐树再也无人
打理，任其花开花落。

前些年，村里修水泥路，老屋墙外的洋
槐树占道，母亲找人把树都砍了，一棵也没
留。母亲说，真是可惜了，那些树都有腰粗，
却不值几个钱，现在谁还愿意栽种呀？

如今，我再回故乡，村子里的洋槐树几
乎不见踪影。洋槐树没了，洋槐花没了，现
在母亲也没了，不由得人悲从心生，可怜我
今生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槐花麦饭，再也
吃不出故乡的味道了。

槐花飘香
两木金

从我记事起，外婆家院后就有一棵大枣
树。它长得又高又粗，枝繁叶茂，几乎每年都结
满密密麻麻的枣子。阴凉的枣荫下，成了周围
男女老少饭前饭后乘凉闲聊的好去处，更成了
小伙伴们摸爬滚打嬉戏玩逗的乐园。听母亲
说，这棵大枣树是外公小时候栽的，外公二十
五岁那年要不是躲在这棵树上，定被抓了“壮
丁”。论树龄，它该是村里的“枣树之王”了。每
逢八月，满树的枣儿，压弯了枝，羞红了脸。这
时候一群群小伙伴们天天在这里玩，一双双小
眼睛睁得枣儿般溜圆溜圆。

那年夏天，我正忙着打枣。枣子下雨般哗
哗落下，一个个小伙伴在地下滚成一团。这
时，一个陌生的小姑娘，站在一边，一动不
动，她怯生生地看着热闹。终于一个大红大
红的枣子滚到她脚边，她一弯腰拾起后刚要
往小嘴里塞，突然看到我走到她跟前，她不
说话，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怔怔地盯着我。

“你是哪来的伢？不许你吃我打的枣子！”我
说着伸手去压，她也没反抗，手指松开了，
枣子掉落在地上，她转身哭着跑了。

后来，她一次也没到我外婆家的枣树下来
过了。再后来，我才听说她叫枣花，她家是才从
大山里搬过来的“外来户”，就在离我家不远处
住着。

终于有一天，她又来到外婆家的枣树下，
亲热地叫我一声“鸿哥”，把一大把东西塞到我
的手里。哟！原来是大颗大颗的野红枣。

“哪儿来的？”
“这是从我老家带来的！”
“你们那也有枣树？”
“有，好多好多呐！我们那山里到处都是枣

树，枣熟时，采好多好多呢！以后，我每年回家

带野枣给你吃，好吗？”
我吃着红油油的野山枣，嘴里甜丝丝的，

脸儿火辣辣的，相信一定比枣儿还要红。我低
下头轻声地说：“枣花妹妹，还生我的气吗？以
后，多到我这儿来玩，我再也不会欺负你了！”

枣树吐绿，枣花芬芳，枣儿红透。枣花
成了我的好伙伴，我们一起荡秋千，捉迷
藏，比爬树……无忧无虑地玩得好开心！特
别令人难忘的是在枣荫下过家家，她真像一个
漂亮的小媳妇，头上蒙着一块红丝巾，羞羞答
答上了“轿”，唱着从山里人那儿学来的出嫁
歌：“枣儿开花淡幽幽，枣儿熟时红油油，姑娘

熟了要嫁人，嫁个郎君好开心……”平时最爱
出风头的“狗蛋子”争着要当小新郎，可她说啥
也不肯，她说她学不像。我很喜欢听她唱的出
嫁歌，就答应做小新郎了。为这事，“狗蛋子”向
枣花妈告了密，还害得枣花挨骂了呢！

天有不测风云。枣花上小学三年级的时
候，父亲突然因病撒手人寰。一个月朗星稀
的夜晚，枣花找到了我，说她妈要带她回老
家……那一晚枣花仿佛开得特别茂盛，也特
别的香，只是我们没有心情去欣赏，去品
味，我们有的只是依依不舍，打那以后，枣
花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如今，枣花又开了，枣子又红了。当已
参加工作的我再次回到故乡看到外婆家后院
的那棵枣树时，心里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
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这时，树下传来了
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嬉闹声。噢，其中还有一
个小女孩，长得好像枣花，看到他们开心的
样子，我仿佛又听到了枣花唱的那首出嫁
歌。我想，这时的枣花，是不是真的嫁了个
如意郎君呢？

枣 花
洪 鸿

野三坡的林阿乡
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他出生在野三坡，从小
在野三坡长大，从未出
过远门。不过他从小野
在野三坡，上树下河，
对野三坡的一峰一峦，
一沟一涧，一草一木，
了如指掌。自从野三坡
开发为旅游景点后，村
里多位年轻后生与年
轻姑娘去当了导游，领
着游客走走说说，轻轻
松松就赚了钱，让不少
人羡慕，林阿乡也有点
动心。

村里人说：林阿乡
原本可以是野三坡最
好的导游，可惜他只读
到小学，文化程度不
高，文化历史他讲不出
个道道，再说他姓错了
姓，如果做导游，游客
每天朝着他一个小导
游叫他“林导、林导”，肯定别扭不舒服。若真有领导
来旅游，喊他林阿乡为“领导”不成笑话了。因此，他
父亲对他说：“孩子，你干什么都行，就是别干导游。
你不是领导的料。”

林阿乡向来听父亲的话，就跟着父亲开了个小
饭店，生意还不错。旺季时，一顿饭要翻几次台子，
来不及做。收入也不赖。林阿乡与他的父亲都很满
足，小日子过得充实而滋润。

自开了小饭店，来吃饭的天南海北的各色人等
都有，淡季时，还有游客来饭店歇脚喝茶，带来不少
外部世界的信息，有些林阿乡闻所未闻，听得张口
结舌。

有游客问林阿乡出去旅游过几个省市几个国家？
林阿乡老老实实说一个地方都没有去过。
有游客鼓动他外出走走，说要不这人生亏了，

亏大了。
说的人多了，林阿乡决定外出一趟，去开开眼

界，看看外面的风光。
父亲拦不住他，就让他去了。
这一去，就是整整一年。一年后，胡子拉碴，风

尘仆仆的林阿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野三坡，他对他
父亲说：转了一大圈，还是家乡野三坡好。这回，不
走了，安安心心在野三坡，并告知父亲：下决心当导
游，把野三坡的美景介绍给世界各地的游客。为此，
林阿乡花了点时间，特地去考了导游证。

林阿乡满有信心地对父亲说：一年来，跑了不
少名山大川，结识了上百成千的摄影家与驴友，他
这次回来，就是专门开发摄影游与驴友游。他告诉
父亲：摄影家与驴友与普通游客不一样，他们的线
路要另外制定，越是难走的险峻的，他们兴致越高，
而一般导游路不熟，景不熟，不敢去、不愿去，而这
正是他的优势，当地旅游主管部门开始持观望态
度，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

谁知，士别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林阿乡拿到
导游证后不久就接待了一个国家级的摄影家团队，
来的一拨二十多人几乎个个都是中国摄影家协会
会员，有三分之一出版过摄影集。令主管部门吃惊
的还在后头，这摄影团来到野三坡第二天，网上
就出现了他们拍的照片，不几天，有关野三坡的
照片就几十张几百张地出现在摄影家的博客上，
有百里峡天桥、百里峡金线悬针、百里峡擎天玉
柱，百草畔云海、百草畔风动石、百草畔冰川奇
观、拒马河露营景致、清泉寺与古银杏树、鱼谷
洞、篝火晚会、烤全羊，等等。这可是花几十万
都难以买到的宣传效果啊。

再后来，林阿乡接待了几个驴友团，有多位驴
友坚持写日记的，还有写博客的，把野三坡的美景
与风土人情全发到了网上，以游带游，以游促游，来
野三坡的客人越来越多，还指名道姓要林阿乡亲自
导游。林阿乡名声大振。

旅游局局长专门来到林阿乡的家，征求他对开
发野三坡旅游的意见。林阿乡这一年的游历，让他接
触了形形色色的游客，去了一个又一个景点，多少也
看出了点门道。他见旅游局长很诚恳，就老实不客气
地建议：1、对省级以上摄影家协会会员与作家协会
会员，还有持记者证的一律免收门票；2、每年组织一
次笔会，邀请摄影家、画家、书法家、作家、记者来采
风；3、组织规划建设专家与旅游方面的专家、教授举
办野三坡旅游论坛；4、邀请外地旅行社老总来观光、
视察，争取野三坡线路在全国各大城市旅行社挂牌；
5、对发表在省级以上报纸、杂志的有关野三坡的旅
游文章、照片给予奖励；6、对第50万名、100万名进
入野三坡旅游的游客进行奖励……

旅游局局长没有想到林阿乡竟一套一套的，还
都说在点子上，兴奋不已，当场表态，一定召开论证
会，集思广益后推行下去。

林阿乡如今是野三坡的优秀导游，如果你想请
他做野三坡的导游，必需提前预约呢。

据说，旅游局局长对林阿乡很欣赏，有意推荐
他出任野三坡旅游公司的副总经理，如果任命正式
下来的话，林阿乡真的要当领导了。

野
三
坡
的
林
导

凌
鼎
年

人间小景 小说世情

人间小景

儿时，老家院子里有一口水缸，里面的
水一年四季满满的。后来，父母翻盖了新
房，那口水缸便不知所踪。随着客居他乡的
时间越来越久，水缸如同记忆中的炊烟一
样，常常在心间袅袅升起，挥之不去。

那口水缸是陶制缸，皮肤青黑青黑的，
口径有一米多，我趴在缸沿上小手触不到
底。奶奶说，水缸是分田到户时大集体分
的，在当时抵两把锄头。由此可见，过去的
水缸并不值钱，但对农人来说很有价值。奶
奶从大集体回来后，在自家开了一间豆腐
作坊。做豆腐离不开水，那口水缸便陪伴了
奶奶数十年。记忆中，不管严寒酷暑，我每
天都是听着舀子在水缸里打水声醒来的，
同时还闻着暖暖的豆花香。

我上小学一年级之前，村子还没通上自
来水，全家的饮用水由父亲负责挑。每天傍
晚，父亲从工厂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拿
起扁担，提上两只塑料水桶，到东河边挑

水。东河边树木环绕，鸟语花香，有一座石
拱桥架连两岸。东河边的水清澈见底，是全
村饮用水的主要来源，路人若是口渴了，捧
起来就喝。父亲挑水的技术非常娴熟，扁担
在肩上晃晃悠悠的，满满两桶水从河边到
水缸，滴水不漏。

1998年，老家发大水，东河边的水变得浑
浊不堪。污水溢出了河堤，漫上两岸的砖街石
巷，人们蹚着水出行。那时，我家有余粮，不愁
吃不饱肚子，但是吃上干净的水成为全家的
难题。后来，母亲从一位远房老中医处得知，
用明矾可以淀水。明矾在农村不是稀罕物，过
年蒸馒头要在面粉里放一点，用来发膨；刚出
生的小孩，防止胳肢窝、小脚丫燥湿，就用明
矾涂上等等。父亲把水从东河边挑回来，倒进
水缸里，母亲拿出家里纸包着的明矾，用手捏
一小撮，洒到水缸里。第二天早上，当我起床
打开缸盖时，发现里面满缸污水变得清澈透
明。我又惊又喜，光着脚丫夺门而去，逢人便

说：“我家的水干净了。”
当时的水缸对农家来说，除了储水，作

用还有很多。夏天农家没有电冰箱，中午吃
剩的菜就用搪瓷碗装着，放进水缸里浮着，
晚上再吃时就不会变质了。有时母亲从地
里摘个西瓜，如果立即吃便显得温热，不能
解暑，而洗干净扔到水缸里，过半小时再
吃，又甜又凉，沁人心脾。特别是相亲时，女
方到男方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水缸盖看
看。儿时的我不懂其中原因，就问奶奶。奶
奶说，如果一户人家，水缸都不挑满，说明
这家人懒惰，不会过日子，肯定不能将女儿
嫁给这户人家。

在那个年代，家里的水缸是不能空的，
缸里有水才有生活的气息，日子才会过得
安稳。让水缸保持满盈状态是一种朴实的
生活态度，正如每年除夕，母亲都会把家里
的缸缸甏甏都满上，便对我说：“缸缸满，甏
甏满，天天满。”

缸缸满，甏甏满
张 素

信笔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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