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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启事征文启事征文启事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本报副刊部联合江西省报纸副刊研究会、江西省散文学会举办“唱支山
歌给党听”主题征文。

内容：以文学的形式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书写百年来国
家的巨变和人民生活的变化，礼赞模范共产党员，抒发爱党爱国的美好情感。

体裁：以报告文学、散文、诗歌为主。报告文学不超过5000字，散文不
超过2500字，诗歌在50行以内。特别优秀的作品适当放宽篇幅限制。

要求：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叙事有细节，抒发有真情，感悟有深度。
截稿日期：6月30日。
作品以电子文档、邮件形式发送。（正文后面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

式、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开户行信息等）
投稿作品邮件命名统一为：建党百年征文+标题。
投稿专用邮箱：25125159@qq.com。

江西省报纸副刊研究会
江西省散文学会
江西日报副刊部

沉沉的石臼，从土屋角落滚了出来，移置厅堂
的中央。先用清水洗刷一遍，然后用碱水清洗，浸
泡多日。丈许的木棍从房梁上取下，在木桶中一
番浸泡，七根八根，九根十根，像一群男人挤在一
块。也有短小的，特意为少年备下。年底的时候，
乡邻们约个日子，灶膛里柴火旺盛，大锅里热气蒸
腾，金黄的稻谷变成了柔软的饭粒。碱水倒进去，
白色的米饭又变回稻谷的色泽，蒸煮之后倒进石
臼，人们围拢过来，趁着热气一番捣鼓，兴起时两
根木棍合力挑起一大团，翻过来一甩，“叭”地落回
石臼。黏揉成团，起臼，门板上搓成条状，以掌分
解，一只只圆润如玉的米果，就像一串串金色音
符，闪耀着年的喜悦。

从稻谷香到米果香，这是我自小熟悉的乡村
年景。

我曾用一首小诗记录下来：“大海一样的乡村
时光，找到坚实的底部，人们向它围拢，捣鼓生活，
白麻糍，黄年糕，年关的石头开了花。”一个石臼是
一座厅堂的核心，一座厅堂是一个屋场的中心。石
臼像一种图腾，展示着大地的丰实。“打米果了——
不打米果不过年！”在过去的乡间，打米果过于平
常，厅堂的热闹有着私家性质，人们没有围观的兴
致，如果你喜欢热闹凑前去，也可分享一两团米
果。这些年，年货成为商品，机械加工多起来，打米
果不再随处可见，老家的石臼闲置了二十来年，一
些石臼流落到博物馆，变成供人追忆的乡愁。

打米果，终于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稀
罕，人们开始制造表演的项目。两年前，广场上的
十来只石臼，十来个展棚，十来家专业户，构成了

“黄元米果节”的主要节目。品尝米果，农超对接，
米果带着过年的喜色，走进订单或食品袋，唤醒客
家人绵长的年俗记忆。而这些米果，都打着统一
的地标——万田。

据说黄元米果又称黄米果、黄粄，起源于唐、
兴盛于明，南宋时被列为皇家贡品。米果的品质
取决于两大原料，一是纯粹的大禾谷，一是纯正的
木碱水。而这两项原料，都被一个叫万田的山乡
所拥有，所坚持，所彰显，于是成为一种品牌。

米果是我生平所好，一到年关，看到城区米果
涌现，现场加工的，超市摆放的，就急切地购回家品
尝，但往往令人失望。纯正的米果，不只是色泽金
黄，而且口感柔韧爽滑，富有弹性。敢于贴上地标，
敢于一年一度举办米果节，当然是乡亲们的自信。

循着米果的香气，我走进万田，去一个叫麻地
的村子看看。

水泥公路在群山之中盘旋，拐弯处不时冒出
一辆小车，喇叭声彼此呼应，婉转飘荡。偏远，山
清水秀，这地界有着山乡的典型特征。我最早知
道万田的名字，是在一本《赣南民歌集成》里。看
着窗外奔跑的山峦，我脑海里浮现了两个采风者
的身影。那是上世纪 80年代初，他们经过几个小
时的颠簸，从县城来到了这三县交界之地。他们
不辞辛苦，奔赴远山，是为了寻找一种特殊的“植
物”。这种“植物”叫山歌，是从山民心里长出来的
一种“植物”。富有经验的音乐工作者知道，越是
远山僻壤，越可能出现这种声音。

多年之后我去往万田，不是为了寻找民歌，而
是寻访歌词中乡亲们为之激动和自豪的田。万
田，显然是一个田多的地方，以耕地自夸的山乡。
但“出门”打工的南行，让分田的喜悦一度衰退。
是打米果产业的兴起，才让万田之田重新流淌新
鲜而古老的稻香。

我在中年汉子曾令发家看到这种充满希望的
“田”。那是一张白色的扶贫信息表，在“耕地”一
栏上，标注着他家分的田，是四亩半。四亩半不
少，足以解决一家的温饱。但曾令发得了病，成了
贫困户。直到扶贫干部进村，他家的四亩半耕地
才有了希望，不但全部种植了大禾谷，还租种了乡
邻五六亩。他收了 4000公斤稻谷，三分之二卖给
村里的合作社，三分之一留下加工。卖稻谷，卖米
果，他一年能挣两三万，笑脸透出的精气神，看不
出是个病人。被稻香引领的还有钟久挺老人，他
儿子早年去世了，家里没有了希望。如今，他家的
田亩也全种着大禾谷，收成全部卖给合作社。在
他家的新房里，摆放着四五口大铁锅，黄元木的炭
灰正在融化，给辞旧迎新的乡村带来厚厚的暖

意。打米果需要人手多，钟久挺显然没有条件，他
家的米果灰不过是合作社的原料。

麻地村是个老集镇，公路两边排着密密的店
铺，一看就知道是经过统一装修，店招上“黄元米
果”几个字反复出现，自然形成“米果一条街”的气
势，商业气息毫不遮掩。据说，这是第一届黄元米
果节营造的氛围。米果节举行后，城里人成群结
队地开着车子来到麻地，实地观赏家家户户打米
果的盛况。店里摆着的加工器具，既有现代的机
械，也有传统的石臼。游客往往愿意多花几块钱，
选择传统的工艺，一边体验一边购买。

麻地成为万田最知名的米果村之一。合作社、
电商、真空包装，现代的观念推动着乡村的发展。
在这个遥远的山村，稻香和年俗卷土重来。在公路
的拐角，久志在小店里与人聊着一年的产量，而我
却被墙上一幅水粉画吸引。画作是久志儿子的作
品，画面上是一片金黄的稻田。显然，这幅叫《稻
香》的作品画的是家乡风景。但万田的大禾谷渐渐
无法自足，畅销的米果让金黄的稻田延伸到外乡。
这画中的稻香在生长着，弥漫着，扩大着。

在画中，我还看到一行字，说《稻香》参加了县
里扶贫美术作品展。透过画面，我隐隐感觉到作者
心头流淌的一支流行歌曲：“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
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是的，山歌不再传唱，但田野生长着新的希望。
走出麻地，回望山乡，一群
乡民正在为过年忙碌，
为生活忙碌。他们的
身影，正如沈苇《新
疆诗章》里的一句诗
——“那人傍依着
梦：一片深不可测的
地区”。

前几年每到过年前夕，我都会
和几位书法家一起去到乡村、书
店、单位、广场和景区为百姓免费
写春联，每当围上红围巾开始写
字，年味就随着一副副春联的送出
而弥漫开去，而这会儿，一缕乡愁
也在我的心底一点一点融化开来。

我小的时候，江苏乡下写春联
都在小年前后。农谚说：“二十四，
写大字。”那时，父亲在江西做地质
工作，每年都是在这个时候回家探
亲，而这时正是我们家最幸福的一
段时光。那几天，一大家人都在忙
着过年的事，母亲和婶娘们在厨房
做着各种过年吃的东西，男人们都
在忙着杀猪和磨豆腐，爷爷则坐在
堂屋中间，慈祥地看着孩子们跑来
跑去。

父亲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也
是附近两个村里出名的读书人，为
大家写春联就义不容辞了。父亲
每次都是在大门口把桌子铺开，家
里亲戚和隔壁村民排着队把自家
准备好的红纸摊好，于是，一副副
春联便跃然纸上。拿到春联的人
小心地把纸晾干，然后轻轻折叠好
往腋下一夹，两手一抄，说声谢谢
就美滋滋地回家去了。他们喜欢
春联，喜欢那红红的纸以及上面的
祝福，谁不希望新的一年更好些，
自家的日子过得像春联里写得那
样更幸福更体面呢。

春联一般是在除夕下午才贴
的。我记得，那会儿都要准备好饭
粒，把上年已经泛白还没有撕下来
的春联糊上米饭，然后更加仔细地
把新的春联四个角牢牢黏上，于是，
土坯房的大门马上就鲜活起来，明
亮起来。有时刚好逢到下雪天，红
红的春联在灯光映照下，真的把雪
都照红了。“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
新桃换旧符。”新的一年就这样随着
两张红红的春联走进了这户人家，
走进了我们的心里。

那时乡下的房子都是两扇门
从中间开的，所以春联只要有上下
联即可，每联几个字倒不要紧。记
得那时常写的是“五云迎晓日，万
福集新春”“彭城世泽，吴越家声”
等等这些，而我最喜欢的还是“风
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这十个字
把腊月正月的景致都写进去了，瑞
雪兆丰年，春雨贵如油，都有了，多
好啊。一个“送”，一个“迎”，把人
的所有憧憬和过年时的心情都表
达出来了，刚好这两句又是出自毛
主席诗词，语出伟人，谁不信服，谁
不喜欢呢。这么些年，我看过许多
春联，也在网上搜索过更多应景的
春联，无不精致工整夺人眼目，却
再也找不到“风雨送春归，飞雪迎
春到”那般的从容大气，美得那么
自然，那么贴心温暖。

现如今还规规矩矩贴春联的
人已经不是很多了，人们有了更多
的方式来享受新年的富足，也许是
比较容易张贴吧，每次写春联要

“福”字的人特别多。那次在乡村

写春联，有位老者兴冲冲赶来，我
为他写了个“福”，他说后门也要贴
一个，我就又写了一幅，接着他又
说他家房门也要，我就问您家有几
个门呢，他说他想要六个“福”，其
中包括他家的猪圈。我答应了老
者的要求，他能够看中我们写的

“福”字，并且期望自家五谷丰登六
畜兴旺，这不是我们写春联的人也
想看到的吗！

自己编好春联来要求写的并不
多，上次在单位写春联却碰见一
个。小魏刚从野外项目组回来，他
和他的团队承担着中国地调局的一
个深部找矿预测项目，他们已经在
那个偏僻的山村工作了七八个月
了。他们中有的人刚结婚就上了项
目，有的妻子怀孕却无法回家照顾，
而小魏也是孩子刚出世不久就离
开，一直没回家过。他要求我为他
写八个字“燕寄锦书，心随尺素”。
他告诉我，他和他妻子的名字中各
有一个字嵌在其中。我明白了他的
心意，这八个字饱含着这对年轻夫
妇的深厚情愫，同时又文化味十足，
这是多美的情怀啊。我忽然想起李
清照的句子：“云中谁寄锦书来，雁
字回时，月满西楼。”我没有把这几
句词说出来，我不想冲淡他那八个
字里饱含的爱。其实，这副联的情
感已经非常饱满了，无论是对工作
还是对家庭，值得每个看到的人去
尊敬和欣赏。我为能给他们家写下
这副联而高兴非常。

有一副春联我一直忘不了。几
年前小年的时候，我去我的挂点乡
送温暖。我们知道将去的这家非常
困难，才十岁的男孩得了白血病，因
为病情和治疗而接近失明，家里也
因病致贫。那个下午我到了这家门
口，孩子妈妈大声唤着男孩，男孩从
隔壁亲戚家小跑过来。他来到我身
旁仰头望着我，当我知道他几乎看
不见我，而是循声跑过来时，眼泪唰
地一下夺眶而出。我望着男孩依然
明亮和清澈的眼睛说：“小朋友，你
一定会好起来的！”男孩点头说谢
谢。我和同行的司机还有干部们一
边抹着眼泪一边把身上的钱都掏了
出来，塞到孩子妈妈手中，什么话都
说不出来了。

后来我为男孩家写了一副春
联：“满眼新芽盼春早，一心善念望
福临。”上联有“眼”，下联有“望”，
我是多么希望这样一副春联能为
这家带去一点福祉和力量，让那个
男孩治好眼睛战胜疾病，看到一个
一个崭新的春天，让他看到他们家
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村里的女人们辞旧迎新的实
际行动，是从洗家什开始的。到
了年根，天寒地冻，只要太阳刚露
出半个脸，村里的女人就像短跑
运动员听到发令枪响，乒乒乓乓，
肩挑手提，把家里那些陈灰老垢
的家什全都搬出来。

村里的水井、河边、池塘，到
处是忙碌的身影。大人小孩齐上
阵，路上来来往往的，全是搬运家
什的人。

农村的女人有的是力气，先
把锅碗瓢盆一股脑儿拿出来，锅
里烧好了一锅开水，土灶底下巴
拉一撮箕草木灰，再从箩筐里掏
几把秕谷，兑上滚烫的开水，用棒
槌使劲搅拌几下就是最好的洗涤
剂。农村的女人最喜欢就地取
材，现拿现用，又环保又省事还省
钱。先把所有碗筷杯碟擦洗一
遍。平素里灰头土脸的碗碟立刻
在太阳下熠熠生辉，就像蹲在墙
根晒太阳的幸福老人，眯着眼直
笑。就算最廉价的餐具，经过女
人温暖的双手反复多次贴心的抚
摸，再在太阳下痛快晒一天，都会
沾上一种温润的光泽和迷人的香
味。

洗完了所有的碗筷杯碟之
后，女人又瞄准了家里的木器家
什。水桶、砧板、碗橱、锅盖、桌
椅、板凳、茶几、神台……全部搬
出来，使劲擦洗。因为洗得太勤，
锅盖可以看到穿在木板之间的竹
签了。餐桌的漆也洗没了，只剩
下一种洗晒之后朴素的洁白。吃
饭的时候，手肘支在餐桌上很安
逸，往往食欲大增。

各种大小不一的木家什在阳
光下曝晒，不要担心会晒坏，冬日

的阳光不会太烈，那些久经考验
的家什，早就把水分晒干了，不会
变形的。碗柜子，打开柜门，敞开
胸怀晒太阳，晒完前胸晒屁股。
太阳要把那些终年待在阴暗处的
碗柜好好沐浴一番。老柜子也可
以晒出太阳特有的清香味来。橱
柜晒好了，就吩咐家里大一点的
孩子，把碗、筷、杯、碟按老样子归
位，整整齐齐地放进橱柜里，过年
好拿出来，招待亲朋好友喝酒吃
饭。每一户人家的餐具都是门
面。客人看见干净的餐具，会格
外开心，觉得主人待客热情周到，
就算是摆出青菜萝卜，也吃得格
外香。

农村的女人麻利。除了床铺
和楼板，家里家外能拆的都拆下
来清洗了一遍。看着院子里的桌
椅板凳横七竖八地摆放着，林林
总总的餐具陈列在簸箕里、晒垫
上，就像一个农家的家什展览大
会。那些农家器具经过主妇们的
洗涤，旧貌换了新颜。女人们终
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农忙时，
女人们忙得不记得洗脸。一年
了，所有落下的家务，今天都要彻
底搞定。这时，农村的女人就会
豪迈地撩一下头发，咕嘟咕嘟大
口喝几口水，接着干活。

年根洗家什是一场场面宏大
的新年序曲，最热闹是大年初一，
那是辛苦一年的农村人盛大的节
日，庄重而又喜庆。它既是新年
这部大剧欢乐的高潮，又是一个
团圆喜庆的家庭大聚会。时光荏
苒，我总是怀念旧时光里农村的
年，那样的忙碌那样的欢喜！有
一种传统、朴素的仪式感，让人久
久回味，终生难以忘记。

丰饶的腊月喜庆的年丰饶的腊月喜庆的年丰饶的腊月喜庆的年
金黄色的歌谣金黄色的歌谣

□□ 范剑鸣范剑鸣

洗净家什迎新年
□□ 张丽华张丽华

写春写春联联
□□ 夏夏 磊磊

我家新年的花事是纷繁的。前
几天，妻子将放在阳台上的素心腊
梅移到了楼上的走廊里，我是在闻到
腊梅花香的时候，才发现它的。这株
腊梅经过修剪，形态已经好看多了，
如今正是开花的时候，一树的花苞足
有百余朵。这株素心腊梅已经栽了
好几年了，今年才有些气象，新年的
几天，正是它花开得最盛的时候。

阳台上的红山茶，早就开了。也
许已经习惯了它的花期绵长，红红的
山茶花在碧绿油质的叶间，并不耀
目，可看可不看。只是，山茶花红色
的花朵，在新年里是应景的。

瑞香，有浓郁的花香，它是在每
年新年时开的。我家有两株金边瑞
香，长圆形的叶子镶着漂亮的一圈金
边。夏天时，我就常在阳台上看它，
看它抽出一层新叶，过不了多久，又
抽出一层新叶，蓬勃地生长着。今
年，那两株瑞香比去年换盆时长了不
少，它们在高高的盆里，像模像样地
并肩而立，彼此顾盼。我也在盼着，
盼它们早点儿开花。腊月底，我发现
两株瑞香每一个小枝的枝顶都有一
小簇紫红色的花苞攒聚着。感觉再
过两天，瑞香就要开了。到时移到室
内来，新年里，就有了满室瑞香。

前几天搬回来两盆催花牡丹，数
了一下，两盆催花牡丹有十多个花
苞。在搬动时，不小心弄掉了一个，
花苞落地时，竟发出了嘭的一声，心
里先是一惊，又有些微的心痛，马上
就要开了呀。捡起那个花苞，很紧

实，也有一点沉坠的分量，就愈加的
怜惜。几年前的春节，一位朋友也曾
送过我一盆催花牡丹。我把那盆牡
丹放在向阳的窗台前，每天用壶嘴细
小的喷壶给它喷好几遍水，那棵牡丹
花开得很大，紫红色的花和嫩绿的叶
子相互映衬，真是讨人喜欢。虽然搬
了两次家，那棵牡丹还在我家的阳台
上，每年春天还会开出很大很漂亮的
牡丹。这两盆牡丹和上次的一样，也
是紫红的，新年时，也该是花开鲜妍、
富贵靓丽。

过年，还应该用清水养一盆水
仙。水仙的球茎应该是精心雕刻过
的，从它的球茎上抽出的葱管状的叶
子从不同角度分开，才更耐看。养水
仙，我喜欢用龙泉青瓷的椭圆形盆，
颜色略深一点最好。新年时，水仙开
了，叶翠绿，花白蕊黄，多好。若是耐
心一点，剪一些红纸条，在水仙的每
一根叶上围一个红纸圈，就更加好看
了，也更显得喜庆。

新年的花事里，还应该插一些鲜
花。鲜花可以从花市里购来，也可自
己选择和取材。剪几枝腊梅，或是梅
枝，用瓷质的胆瓶，或是梅瓶插着，随
枝造势，都是不错的。周瘦鹃曾用古
铜瓶插梅，想来也是古意盎然的。

秋天的时候，我在江边的小山旁
发现许多南天竺。入冬，南天竺的果
子已经红了，连枝叶带果实地剪几枝
回来，插在瓶子里，暖红可喜。

新年里，触目有花，便添了一些
鲜妍可爱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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