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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

的石磨

陈
○国民

小区里开了家“老祖宗石磨坊”，专
卖用老石磨做的豆浆，生意极好。看着
那熟悉的石磨，我想起老家屋角里那个
静静的石磨，想起关于石磨的一些往事。
我家的石磨就架在屋檐下的大门旁
边，占地面积足有一平方米。可见它在
我家的显赫地位。祖上传下了规矩，石
磨即使空闲着，也不能放置任何东西。
尽管爷爷奶奶有许多蓑衣斗笠，也只能
常常挂在外墙的墙壁上，久而久之，大门
口放着整洁干净的石磨，外墙上挂着破
旧的蓑衣斗笠，
成了我家最重要的标志。
这石磨从我记事起就有，估计是老
祖宗传下来的，为了省力，还装有木头做
成的石磨架子。石磨架子带动石磨转
动，放在石磨里的食材就会慢慢地磨碎，
然后溢出浆来。推磨是个技术活，得按
逆时针方向用力，而且用力上特别有讲
究，在石磨转到对面的时候，要使用惯力
让石磨转到左边，否则用再大的力也拉
不动石磨。我小时候总是不会用力，经
常需要母亲搭把手，否则那个石磨就像
定了型，
怎么也拉不动。
喂食材也是技术活。食材一般都提
前用水泡过，这样碾时省力。喂食的时
候要瞅准时机，稍不注意就会撞到石磨
架，喂得太多，磨不烂，喂得太少，费时费
力。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我常见到的
一个场景，就是奶奶喂食材，母亲推磨，
母亲慢慢地推着石磨，奶奶慢慢地将食
材舀进石磨喂食孔里，她们俩边磨边聊
着天，那情景，
现在想来都很温馨。
奶奶经常用这石磨做豆腐。她做的
米豆腐鲜嫩爽滑，久煮不烂，是我最爱吃
的。将豆腐切成小块，放进少许油的热
汤里，用小火慢慢煮透，放上葱花，我一
次能吃两大碗。
后来奶奶去世了。母亲少了搭档，
父亲便趁空闲时帮母亲推磨，母亲喂食
材，和父亲有说有笑。母亲除了学得奶
奶一手做豆腐的好手艺，还用石磨推麦
子做麦酱，推蚕豆做豆酱。母亲做的辣
酱香辣味美，很好下饭。那些年，学校里
伙食不好，不是南瓜就是冬瓜，而且少油
少盐。我常常用罐头瓶子装一瓶酱到学
校里，和同学们一起分享母亲的劳动成
果。母亲做的酱，是我们同学中公认味
道最好的。
母亲老了，推不动石磨了，那个石
磨，渐渐就成了一个摆设。上次回家，母
亲告诉我，这个石磨有人出高价想买，她
想了想还是没卖。我猜想，她肯定不是
要拖延时间想加价，而是舍不得，奶奶去
世二十多年了，父亲也在十八年前去世
了，家里有些关于他们的东西，要不就是
太陈旧无法保存了，要不就是丢失了，只
有这个石磨，还像当年一样。母亲肯定
是舍不得那些年和家人共度的时光，保
存那个石磨，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吧。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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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往往忘记扑灭余烬，以至造成森
林火灾，弄得难以收拾。
猎人们多有斩获，便在夕阳的
余晖中凯旋了。倘若余兴未尽，便
在山脚村落投亲借宿，或者干脆就
地砍伐竹木，搭造棚屋，安营扎寨，
准备晚上另一种方式的行猎。夜间
狩猎，主要是在山间小路设置弩机，
挖掘陷阱，专等白天的劫后余生。
不幸的是，捕不到野兽反而伤人的
惨剧时有发生，灾祸由兽及人，遗恨
终身。
我们村只有十几户人家，没有
一家是猎户，但因为住在山里，难免
会跟野生动物发生厉害冲突。各家
都在山里种着庄稼，为了防止野猪
糟蹋，就在山中搭棚守夜。村民们
对付从自己口里夺粮的野兽，一般
不采取暴力捕杀手段，而是设法驱
赶了事。
记得当年每逢玉米成熟的时
节，入夜后会听到从山里传来“叭、
叭、叭”的声音。大人说，那是守夜
人在敲“响搭爿”。有经验的老人能
从声音的方向、远近，判断是从哪座
山上传来的响声，从而知道是谁在
守夜。还说，只要敲起“响搭爿”，一
定是发现有动静了。
守夜人究竟发现了什么样的动
静呢？一句话引起我许多联想，仿
佛看见野猪从黑黝黝的丛林里窜出
来。按照大人的说法，野猪受到“响
搭爿”的惊吓就会逃跑，那么，它们
会不会闯进村子里来呢？此时，山
村显得更加静谧，连月光也带有几
分寒意。

声，让夏天宛如多才多艺的音乐家，它
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更准确地说，夏天
应该是一个画家，它用自己的画笔渲染
了花香，临摹了绿翠，泼墨挥洒就是一
幅绚丽的天空，有白云几朵轻柔飘过，
给枝头的蝉儿彩蝶蜜蜂营造一个追赶
新潮的梦，最后不忘给大地一片留白，
唯见鸟语花香，绿意盈盈。有夏风掠
过，招摇的绿叶尽情挥舞扭动着腰肢，
为夏蝉的这份执着的情感而炫舞青春。
我愿顺夏蝉高鸣而去。走近一片
偌大的山林，只见树影婆娑，
又闻鸟语花香，弹拨山泉叮
当，恰遇空山人语。如此安
静甜美之夏色，在此起彼伏的蝉
鸣声中拉开帷幕，在大山的臂弯
中，那略带回声的蝉鸣，感人肺腑，荡人
心灵。来自大自然的天籁之音，让我如
痴如醉，一颗曾经纷乱的心，在这“蝉噪
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空寂意境中得
以安宁。
久违了，蝉鸣！如今的都市里难得
寻觅到你的声音。我只好，沿着记忆的
方向，边走边唱，抬头一看，蝉鸣高枝，
果然来了，我的夏季最强音！

静静

和守夜者

我虽然是在山里长大的，却从
小不喜欢猎人。那时候，只要听说
打“野猫”的来了，就害怕得心儿扑
扑跳个不停。
那是些外村来的陌生男子，一
律肩背弯把子镶铜的洋枪，腰间别
着装火药的牛角，脚蹬厚实的多耳
草鞋，粗布袜子长到齐膝，个个昂首
阔步，很是神气。在十来只猎犬的
簇拥下路过山村，拿腔拿势得显着
威风，尤其是那些狗，一会儿朝着看
热闹的人们狂吠，一会儿把鸡公鸡
婆赶上豆棚瓜架。
约摸半个时辰之后，山里传来
几声枪响，接着是一片杂乱、疯狂的
犬吠之声，那是猎人和他们的狗找
到了猎物，开始狂热地追逐、围堵、
撕咬、射杀，活生生地从大山的怀里
夺走无辜而又无助的生命。闭上眼
睛，仿佛看到稚嫩的幼树被摧折，芬
芳的山花遭践踏，山泉里浮着兽毛
禽翎，
山岩上沾满斑斑血迹。
有时，山里会冒起一股浓烟，大
人说是猎人在用火熏“野猫”。据说
找猎物有几个过程：一是嗅。训练
有素的猎犬能从路边、草丛嗅出猎
物的气味，猎人随犬搜索，很快便能
发现目标；二是追。猎物出现，则紧
随其后，即便翻越几道山头，亦穷追
不舍；三是守。有经验的老猎人，知
道野兽逃逸的必经之路，事先设伏
守候，伺机拦杀；四就是熏。万一野
兽奔回洞穴，猎人在洞口堆积柴草，
举火焚烧，将滚滚浓烟煽入洞穴，野
兽终究受不住，只好冒死出洞，最终
难逃厄运。猎人如愿以偿，得意之

生灵的语言，历来是丰富而又动情的，
知了也是，知情又知性，知了一叫，一鸣
惊人。听着听着，渐渐地幻化成“祝你
成功”的悦耳音符，这是我聆听蝉鸣高
歌之后所产生的心灵深处的共鸣。
我想，如此高雅之蝉，每日顶着骄
阳，枕着树叶，唱的首首都是动人的情
歌。这情，是讴歌夏天之情，赞美大自
然四季变奏之意，这情，浓烈而不失大
方，欢快而不失淋漓。蝉鸣高枝，如同
民乐笛子独奏《牧民新歌》中那个引子，
悠扬阵阵。蝉为谁而鸣？应该说来是
夏，炽烈的夏阳，摇曳的荷叶，盛开的莲
花，茂密的树枝，
都被蝉声萦绕着。
热热闹闹的蝉儿，总喜欢隐身在一
片绿海之中，啾啾复啾啾，唱不尽夏日
的美好生活。细细聆听，应该是一支高
歌猛进的交响曲吧。正是因为有了蝉
的高歌，你看那花丛中，七彩的蝶儿，或
黑白相间，或金黄璀璨，或紫气逼人，踩
着花香翩翩起舞，像极了天仙一般的女
子，让一首缠绵之歌在心中流转。那边
的勤劳小蜜蜂也应声而来，嗡嗡地和着
节拍，
载歌载舞。
蝉鸣高歌与彩蝶蜜蜂形成了大自
然的齐唱和轮唱，这些难得的天籁之

为买诗书
散千金

夏阳娇艳，蝉鸣高枝。蝉是夏天里
的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它底气足，声音
亮，穿透力强，从遥远的旷野飘来，为了
驱赶闷热，一声声，一段段，如歌如诉如
行板，从高歌猛进到婉转缠绵，击退了
无数个酷热的汹涌浪潮，为夏伴奏尽是
情，与夏清欢只留歌。
那些远去的乡情，在蝉鸣夏枝中一
一浮现。乡下老家的后院，一片郁郁葱
葱的树林，我在这里避暑消夏，常常是，
一把蒲扇，一张竹床，便是一次幸福的
午休小憩。盛夏阳光妖娆，我枕着时
光，读一本连环画，迷糊之中，忽而，有
蝉声穿越树林，
“ 吱——吱——”，清脆
的，长长的，带着饱满激情的，我一个激
灵坐了起来，原来是知了的叫声，惊醒
了我的夏日轻梦，光着脚丫，披一路夏
阳，踩着斑驳的树叶影，林里寻蝉千百
度，那蝉却在，高高树枝处。
我知道，蝉是成熟季节里的优秀吹
鼓手。越是在乡间靠近收获的季节，我
的父老乡亲们，顶着夏阳干活，挥汗如
雨，心烦意乱之时，聆听蝉鸣，群情激
奋，活力倍增。因为，那知了的声音，刚
劲有力，意欲未尽，仿佛在告诉大家：
“吱——加油！吱——努力！”大自然小

刘
○德霞

“买书添架上，断酒过花时”
“ 得钱只
了还书铺，借宅常时事药栏”
“ 卖却屋边
三亩地，添成窗下一床书”……李廓、张
籍、杜荀鹤这些古代的名人买书都是大
手笔，现代的名人与他们比起来，也是有
过之而无不及，鲁迅、郑振铎、孙犁等人
都是书店书铺甚至是旧书摊的常客，这
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们在《鲁迅日记》中常常看到一个
人，那就是“朱胡子”朱希祖，这个被周作
人称为“北京大学资格最老的”的文科教
授，光收藏的南明史籍就达 700 多种，居
全国公私藏书之首位。提起“朱胡子”，
卖书的店员没有不认识他的。所以鲁迅
先生在自己 1913 年至 1919 年的买书日
记中多次提到他。
著作等身的小说家郁达夫也是一个
著名的书痴，他一生中大部分稿费都用
来买书了，
“ 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
为买书”。他虽然住在“风雨茅庐”中，但
他淘书之痴、藏书之丰、读书之广是首屈
一指的。他与鲁迅先生一样，所购书籍
册数及价格都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得清清
楚楚，明明白白。他在杭州的居所里，藏
书达数万册，在江浙一带的藏书家中，也
是出了名的。
我国文史界一代宗师陈寅恪出身于
书香门第，也是一个嗜书如命之人，他在
美国哈佛大学求学时，每月 100 美元的生
活费，他只拿出 30 元用于伙食费，其余的
70 元大部分用来买书了。他的同学吴宓
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 哈佛中国学生，读
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
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
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
数百卷。”
如果说这些人省钱买书不足为怪，
那胡适欠钱买书就有点奇了。我们翻开
他 1921 年 6 月 9 日的日记，就会看到这样
一段话：
“这两天共还书店债一百二十元
（镜古 40，文套 40，带经 20，松筠 20），现在
只欠一百块钱的中国书债了。”作为北京
大学的教授，有自己不菲的薪水和丰厚
的稿酬以及可观的编辑费，却还欠下了
书店许多债务，似乎有点不可想象，但我
们从他家中 20 个大书架都装满书籍来看
（石原皋《闲话胡适》中说他有 40 架书），
他购书之多也可见一斑了。
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在贫病交加时，
仍然搜寻所需之书。1948 年 8 月 2 日，朱
自清进城去琉璃厂买书，回来后记下了
这一天的日记，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
篇日记。8 月 3 日，他给雷梦水写了一封
求书信，信中写道：
“ 请代找《古文关键》
一书，谢枋得著，费神为感。”四天以后，
朱自清就住进了医院，又过了一个四天
的 8 月 12 日，他就与世长辞了。这封求
书信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
从古到今，有大成就之人，哪一个不
是嗜书如命之人，为了书可以节衣缩食，
为了书可以穷困潦倒，为了书可以生死
不顾。正是他们的痴，才让中国的文化
得以传承，他们的名字不灭，他们的精神
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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