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早晨，骑着自行车行走在马路

上，初夏的阳光穿过法桐的嫩叶，明亮入

眼，让人无法忽略金色的阳光。

它就这样闯进了我的脑海里。

它叫小美满，是一只金黄色的猫咪，

随处可见的田园猫，大橘，不是什么名贵

的品种，一身金色的皮毛如同阳光般明

亮、温暖。

清明假期，海棠花开得正艳，它在睡

梦中，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如同它

来到我的世界时那样，没有任何征兆。

现在想起与它的初遇，恍若昨天刚发生的

事情。

那时，我家小姐姐还上一年级，小哥

哥还坐在婴儿车里。我推着小哥哥去接小

姐姐，走的是一条开满月季花的路，初夏

的微风拂过，丝带般柔滑的花香氤氲在空

气里，阳光也温柔了些许，这一切，都是日

常的样子。

突然，仿佛一根尖刺划破了花香，

“喵———”我驻足细听，循声找去。在花丛

间，一个小小的奶箱子，声音就是从这里

传出来的。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只见

里面三只比老鼠大不了多少的小橘猫齐

刷刷地抬着脑袋，琥珀色的大眼睛圆溜溜

地看着我，胖嘟嘟的身子在一块白色的小

毯子上扭来扭去。

我很想带它们走，可是想想刚刚一岁

多点的小哥哥需要人照顾，一年级的小姐

姐生活不能自理，我还是不要给自己找麻

烦了，伸手摸了摸它们的脑袋，盖上箱子，

推着小哥哥继续赶路。

“喵———”“喵———”

此起彼伏的喵喵声好像一根线一般，

把我拉了回去。

不管那么多了，先带走再说。我把它

们放到了小哥哥的手推车下层，同时发了

个朋友圈，问大家有没有领养小猫咪的。

接上小姐姐回到家，看到朋友圈里一

位朋友说想要一只。小姐姐挑了一只小花

脸让我送人，给它赐名“小满”，并叮嘱我

一定要跟它的主人说。小花脸有了名字，

剩下的一只大黄脑袋，另一只秀气地跟擦

了粉似的，我们给大黄脑袋起名大圆满，

给擦了粉的小秀气起名小美满。

送走了小满后，大圆满和小美满一直

无人认领，就在我家住了下来。它们太小

了，不会吃猫粮，也含不住小哥哥替换下

来的奶嘴，我只好去诊所买了一根注射

器，拔掉针头，一点点给它们往嘴里推奶，

它们就在我的掌心一天天地长着，渐渐的

开始吃猫粮，也学会了用猫砂。

大圆满总是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傻

乎乎的，死皮赖脸的不长记性。相比之下，

我们都更喜欢小美满，它敏感，活泼，脾气

大，如老舍笔下所写的那样，高兴了，出来

转一圈，逗着我们玩玩，不高兴了，找个舒

服的地方睡大觉，怎么唤都不出来。

它的性格很古怪。虽然我们都很喜欢

它，可是只要不渴不饿猫砂盆不脏，它根

本不搭理我们。唯独喜欢小姐姐，小姐姐

写作业的时候，趴在她的桌子上陪着，睡

觉的时候，趴在她的床头陪着，到现在我

也不明白，这个不给它水喝不给它饭吃不

给它铲屎的小女孩哪里吸引了它。

虽然它不会主动跟我玩，但是我还是

很喜欢它的，谁让它比大黄脑袋的大圆满

要好看呢。

或许跟名字有关系吧！大圆满越来越

圆润，肚子鼓得跟吃饱了的蜱虫似的，大

黄脑袋看起来都没那么大了。小美满越来

越秀气，圆溜溜的大眼睛布灵布灵的，金

黄的外套，雪白的衬衫，小哥哥小姐姐都

说它应该是个女孩子。

胖胖的大圆满越来越懒，小美满越来

越可爱，也越来越会和我们沟通，每天早

晨起床的时候，它都跑过来，喵呜喵呜地

叫着，让人给它添饭添水，等吃喝俱备，它

等着大圆满慢悠悠地踱着步子过来一起

吃，也会在猫砂盆脏了的时候把我引导猫

砂盆旁，让我给它铲屎，换猫砂，换好后，

它会先让大圆满进去做个标记，然后它才

进去。

姐姐写作业的时候，它一如既往地陪

在她身边，或趴在姐姐脚下，或爬到桌子

上当眯着眼睛当监工。就在它去喵星的前

一天晚上，姐姐在家做仰卧起坐，它还转

来转去，看姐姐有没有偷懒。

第二天早晨，按照惯例，我六点钟起

床，脚底下很安静，没有一个毛茸茸的小

家伙围着我蹭来蹭去，喵喵喵地叫着，因

为忙着做饭，我也没多去想，也没去看。小

姐姐起床的时候，发现小美满还在睡，侧

卧着，一如既往地它最常见的睡姿，就想

把它叫起来，没想到怎么推它都不动。小

姐姐赶紧把爸爸叫了起来，爸爸抱起小美

满，发现它已经没气了，身上还热乎乎的，

四肢还没僵硬，却怎么呼唤，都没有了回

应。爸爸找了个盒子，垫得软软地把它放

了进去。大圆满围着转来转去，好像在为

它送行。小姐姐含泪吃完了早饭，小哥哥

起床发现小美满还在睡，却再也叫不醒，

问我它是不是死了。我告诉小哥哥，它在

地球的使命完成，回到了喵星。

中午爸爸下班，和我一起把小美满带

去了山上，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找了一个向

阳的山坡，把它埋在了那里。这是它在我

家待的七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出门。

家里一切照旧，猫砂照常换，猫粮照

常添，水照常加。唯一不同的是，大圆满变

了，除了吃饭喝水上厕所，它整天睡觉，以

至于我看到它半天不换姿势，总要去戳戳

它，让它睁开眼瞄我一眼。

或许，它在梦中能梦见它的兄弟，小

美满！

今天早晨发了一条朋友圈：“有些事

情，如果能对别人说出来，说明心里的坎

儿过去了。如果一直藏在心里，就成为一

直无法过去的大山。”

今天，我能把小美满的片段，凌乱地

写出来，或许就能说明，它的离开，我已经

淡然。

祝它在喵星一切安好。

这世界 它来过
张店 孙元葵

在乡间，雨季来临之前，房屋漏水的

农户，就要请倒瓦垄的师傅们。倒瓦垄这

个活，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跟老师傅们干

过。这个活挺累。倒瓦垄一般选择晴好的

天，大太阳在头顶上炙烤，师傅们站在屋

顶弯腰摊泥倒瓦，汗流浃背。我们几个小

工将准备好的麦秸草与泡好的泥土和在

一起，和得泥草均匀，黏稠适中，然后一兜

一兜顺着脚手架往上递。家里的房子已经

建好二十多年。这几年，每到雨季就漏水。

今年下决心请师傅们给倒瓦垄。

事前给倒瓦垄的包工头打了电话，来

家里看了房子。我家的房子较其他农户高

且宽，预计一天不一定完成，尽量往前赶。

倒瓦垄这个活，就怕下雨。师傅们起早贪

黑，就是要当日完工。

倒瓦垄的师傅们提前到场支起脚手

架。现在的脚手架都是钢铁材质，比以前

的竹木更安全可靠。高高的脚手架，让我

这种恐高的人望而却步，师傅们却如履平

地。

三叔用农用三轮到村外给拉了两车

黄土，母亲拿出了早准备好的麦秸草，一

切准备就绪。

次日清晨，不到六点，我就听到院子

外面有电动三轮车的声响，随之有男人的

咳嗽声。院子里的黄狗汪汪汪地叫起来。

我赶忙起床洗脸，去开门迎接倒瓦垄的师

傅们。

这个倒瓦垄的小包工队有六人，最大

的已经七十一岁，最小的也已五十三岁。

技术总监就是把檐头的王师傅，他已经六

十二岁。他除了干好自己的活，还要总览

全局，用长长的细竹竿随时调整屋顶上两

位师傅安好的瓦。

在地面和泥的两位师傅，把黄土用水

泡好，撒上麦秸草，脚上穿一双长筒雨靴

子，在泥草上踩。踩上一段时间，又用铁钩

把泥草钩匀，然后用铁锨把和好的泥装进

泥兜里。

四五个泥兜放进小铁车的车斗里，推

到脚手架下。现在与三十年前不同的是，

他们一改泥兜人传人往上递的方式，在脚

手架上直接安装了一台电动小吊架。把四

五兜泥挂在钢钩上，站在脚手架上的张师

傅按动电钮，就徐徐上升到屋檐下。已逾

古稀之年的张师傅把泥兜子再一兜一兜

递给把檐头的王师傅，王师傅再递给站在

屋顶的师傅。

干活中间挪动脚手架，可谓惊心动

魄。五个人抬着脚手架挪动，一个人站在

旁边观察四周情况，脚手架很高，上晃得

厉害，似乎稍不小心，就会倾倒向某个方

向，钢铁砸在哪里都有危险，用步步惊心

来形容不为过。

从清晨六点干到中午十二点，他们停

工休息。下午一点接着又干。好在倒瓦垄

的这一天半阴天，气温不高，他们干活舒

爽，少流很多汗水。

从下午一点到傍晚七点，倒瓦垄的活

接近尾声。地上和好的泥已经全部上房，

红瓦和脊瓦都挂好了。匠人师傅爬上屋脊

用水泥灰抹缝子，地面的小工师傅开始拆

脚手架。

七点三十分，这次倒瓦垄大功告成。

师傅们把脚手架装上三轮车，包工头把从

我手里接过的一叠钞票揣进腰包，笑嘻嘻

地招招手说声再见，打道回府。

这种活，也只有这些中老年人干了，

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为了生活好一点，默

默支撑着。年轻人不屑干这种一身泥一身

汗的脏活累活。像王师傅把檐头的技术，

年轻人都不会，也不屑去学。

在城市里，同龄的人早已退休，或在

家含饴弄孙，或在公园练功养生，或在广

场上随着音乐跳舞，或在老年大学里学习

诗词书画。而在乡间，这些倒瓦垄的汉子，

还在为了生存而劳作。他们粗糙的大手改

变着自己的生活，也在改变着别人的生

活，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他们的价值就

得到了最大的体现。

乡间倒瓦垄的汉子们，像庄稼一样朴

实无华，像土地一样默默奉献，像白杨树

一样傲然挺立于天地之间。

这也是人生的一种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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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瓦垄的汉子

苦尽甘来
周村 赵正祥

临淄 齐汉

苦瓜大量上市，苦瓜被称为植物夷

岛素，有糖尿病患者都喜欢吃，但是苦

瓜处理不好很难吃。今天我们这种做法

使苦瓜“苦尽甘来”。

首先把苦瓜切成两半把瓤挖净，在

热水中烫一下，大约二十分钟。然后把

去了皮的香蕉酿到苦瓜中，用刀切成厚

薄均匀的片，均匀的摆在盘中，然后撒

上白砂糖，香甜微苦，色香味俱全。

苦瓜是药食两用的食物，苦瓜中含

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氨基酸，有

心脑疾病的患者吃苦瓜，能够非常好的

预防疾病的复发，同时还可以降血压和

降血糖。苦瓜中的脂蛋白还能够促进免

疫力系统抵抗癌细胞的发生。多吃苦瓜

也可以起到清暑清热和解毒的效果。苦

瓜中含有的高能清脂素可以阻止人体

脂肪、多糖等高热量物质的吸收，有减

肥的效果。

这种做法既能起到苦瓜的作用也

能展现苦瓜的独特风味，身体发福的朋

友不妨试试！真是苦尽甘来。

“哑巴”新娘
临淄 王秀玲

(一)

学校不大，安静地窝在村庄西头。

穿过嵌在南边院墙上的一道小门，越过

一条颠簸的土路，缘坡下去就是八仙湾。

八仙湾水清可鉴，天天铺展着一湾

碧空白云。傍晚时分，女人们从田间荷

锄归来，常常会提上一大桶衣服，有说有

笑地聚在岸边淘洗。

学校西边，密集着一户户人家。有

的人家图省事，就借学校的墙做了自家

院墙。学校西墙边有一棵枣树，不知几

时栽的，也或许是它自个儿冒出来的，枣

树枝条旁逸斜出，很容易攀缘。

我们常常顺势攀上墙头或翻出墙

外，好奇地扫向张家李家的院落，像月光

一样肆无忌惮又浑然不觉。

然后，把探寻来的消息像草木种子

一样四处散播。不论是张家窗户飘逸而

出的撩人的香气，还是李家夜晚轻微而

恒久的院落的震颤，好的坏的，鸡零狗碎

的，都像花香一样无法阻挡，掩盖不住。

（二）

五月风暖，呼呼作响的暖风送来忽

浓忽淡的麦香。同时，在大街小巷游来

荡去的还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小鬼

子要结婚了。

小鬼子三十有五了，五短身材，头小

脸方，一脸雀斑像是哪个淘气小子撒了

一把芝麻在上面。

小鬼子本名有贵，虽然没有上过一

天学也没有读过一本书，但头脑灵活能

说会道，只是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娶

妻。住在村庄里的大多数人，在一生中

会有三个名字：大名、小名、绰号。

前两个是父母长辈赠予的，往往饱

含了父母辈对子女的期冀和祝福；后一

个则是旁人硬塞过来的，是他人眼里的

自己，名不由己无法选择，然而，却正是

因为此种缘故，在某些方面反而更能显

出人如其名的妙处来。

小鬼子结婚那天，仿佛是全村人的

节日，我们小孩子也个个雀跃不已，像是

自己得了什么喜事。课间休息时，我们

一个接一个轻松跃到墙外，映入眼帘的

大红喜字火焰一样迸射出炫目的光芒，

大家径直涌入堂屋讨喜糖吃。我悄悄折

向一旁，走近小木格子的窗户朝里面看。

她一个人坐着，安静的样子让人想

起夜深人静的校园，屋子另一边的热闹

与喧哗仿佛与她无关，也许是同学们吵

嚷着涌出屋外喊我离开惊扰了她，就在

我打算转身走开时，她微微朝向我偏了

偏身子。

我瞬间呆住了：她的眼睛真美！

那种美，我之前从未曾见过，看似空

无一物，又好像蓄满万物，看似风平浪

静，又好像波涛暗涌，没有新婚燕尔的欢

喜，也不见一丝初为人妻的娇羞，干干净

净，就好像放学后空无一人的教室。

（三）

暑假过后，我升入乡中学，有很长时

间没有再见到她。

听说，她生活得不愉快，她看不上她

的男人。至于为什么不喜欢又要嫁，坊间

流传着几个版本，有人说她虽然长得好

看，但脑子有点儿毛病，也有人说她是抱

养的，养父母为了彩礼“卖”了她。

接着，又有新的传言悄然滋生，说她

出嫁前，虽然脑子是有点儿问题，但也不

是什么大毛病，只不过不太爱说话，少跟

人交流。

现在呢，一村庄人竟然没有一个听

她说过一言半语的，而且脑子的毛病看

上去也越来越严重了。

春节过后再见到她，脸色明显红润

了许多，肚子微微凸起，有个小宝宝住进

了里面。到了遍地小麦开花的时候，她隆

起的肚子又缩回去了，那天，她像往常一

样蹲在八仙湾边洗了半下午衣服，满满

两大盆，站起来时一阵眩晕，强撑着挪步

回家，土坡上到一半时一阵更猛烈的眩

晕铺天盖地而来，她一个趔趄滚下坡去。

再后来，人们便常常看见她一个人

在湾边，长久地绕水而行，或者一动不动

呆呆地盯着水中央，梦游一样的。过了

一段时间，又有人在几十里外的火车站

看见她。她一次又一次走出村子，越走

越远，每次都找不到回来的方向。

一开始，小鬼子还会及时寻她回来，

一而再的，不免就失去了耐心。更何况她

没有兄弟姐妹，养父母也不过问她的下

落，小鬼子便越发没有忌惮，任由她在外

面流浪，内心里权当没有她这个人了。

（四）

我毕业就业，结婚生子，一晃二十年

过去了。关于她的消息，停留在了二十年

前，这二十年里，她音信全无，就像一滴

眼泪滑落水中，消失了，不见了。

那个在车站最后见过她的人说，看

见她时，她身边有个年老的异乡人，于是

推测十有八九是被那个老单身汉领回了

老家。

那天，我走出村子，铺了沙砾的乡村

公路直直地向东延伸而去。迎面走来的

一个女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她灰白的头

发看上去又干又硬，乱蓬蓬堆在脑袋上，

高个儿，背微驼。她走路一直低着头，死

死盯着地面，目不他顾。

擦肩而过时，她下意识地仰了仰头，

又迅速低下去，眼睛直直盯着路面，像个

假装认真听课的小学生。

这么多年过去，我依然能够如此清

晰地记起她那与众不同的眼睛，就是凭

借这个，我在一瞬间认出了她。只是，她

的眼睛更空了，空无一物的空，忘却了所

有的空。

我回转过身，看向她的背影。在她前

面走着一个异乡人，花甲的年纪，与她始

终保持着五米左右的距离。

他们朝向村庄移动，一前一后，步履

迟缓。在我眼里，她的背影越来越模糊，

梦一样迷离。

此时正是五月时节，风暖日丽，左右

两边的田野里，一路铺伸向远方的麦子

卯着劲儿，你追我赶地奋力灌浆，而声势

浩大的猎猎麦香正一步步走来，风雨兼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