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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楚国的秧苗被
拔掉一大片，楚国知道后
更为恼火，很可能再度给
梁国个颜色看看。可能
这一次，梁国的秧苗被拔
掉的更多。假设楚国再
度还击，如此冤冤相报何
时是了？冤仇越结越深，
双方必然到了剑拔弩张
的地步。仅仅是相邻的
这两个村落搏斗也还罢
了，倘若附近人们都来伸

张正义，声援他们，械斗
规模就会扩大，扩大到一
场战争都有可能。

真是不想不知道，一
想吓一跳。

所幸，梁国的县令没
有头脑发热，没有和楚人
失当的举止斤斤计较。
他不同意报复楚国，还命
令，非但不能去拔他们的
秧苗，还要以德报怨，悄
悄地帮楚国把西瓜种好。

亭长只得从命，回去
做自家人的思想工作。
大多数不同意，他也不强
求，只带着少数人趁夜晚
过界，帮助楚国给瓜秧浇
水、施肥。过了些日子，
楚国的瓜秧也变得绿油
油，嫩生生，长势喜人。

自家的秧苗为啥会
长得这么茁壮？楚国人
产生了疑问。

后来，派人观察，终
于发现了这个秘密。楚

国的县令和亭长都很后
悔，他们派人过来赔情道
歉，从此两个国家的人变
得分外亲密。

梁国的这位县令叫
宋就，贾谊在《新书》中赞
颂了他“报怨以德”的高
贵品质。世人夸他胸怀
开阔，遇事冷静，不斤斤
计较，才处理好睦邻关
系。当然，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我们则从这件事
情看到，一个优秀的领导
如何适时掌控群众情绪，
顺势引导，化解群体斗殴
事件。
阅读驰思：

梁国和楚国发生矛
盾，因为梁国的道德自律
管控了风险。当今如何
管控部门、单位间的安全
风险？《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五条规定：“两个以上生产
经营单位在同
一作业……”

他们听到
笑声，抬头看见

铁木耳神气地坐在马车
草垛上，海兰花说：“铁
木耳，你看到我们的收
获羡慕吗？”

铁木耳说：“捡粪有
什么了不起，运草才厉
害。”

金桃说：“你认为捡
粪不厉害，你捡一筐试
一试？”

到了村里，村长仁钦
把粪筐从四个孩子的后
背摘下来，把马粪扔到
马粪堆里，牛粪扔到牛
粪堆里，羊粪扔到羊粪
堆里。这几个孩子看到
自己的辛勤收获汇集到
黄褐色的、高而庞大的
粪 堆 里 ，心 里 美 滋 滋
的。他们觉得劳动真是
一件奇妙的事，就好像
你端着一盆水，把水倒
进小河里。虽然看不清

这盆水在河的什么地
方，但是它已经是河的
一部分，都在水里，这就
是劳动。所有人的劳动
汇合在一起，大家都能
过上幸福的生活。

铁木耳更觉得自豪，
他和爸爸、宁布叔叔一
起干的是男人的活。而
且他们的车由高头大马
牵拉，显得他们和英雄
没什么两样。

爸爸和宁布商量今
晚演出的事情，化妆、对
词等等。突然，铁木耳
想起来一件事，这么重
要的事差点忘记了。

他跑过去拉着爸爸
的手说：“爸爸，你还记
得画幻灯片的事吗？”

爸爸一拍面颊，像拍
蚊子那样，说：“哦，我忘
记了，我问问村长，应该
画什么样的幻灯片来配
合村里的工作，问好之

后我回来说给你。”
铁木耳嗯了一声，眼

睛慢慢向四外看。这个
表情的意思是说，在广阔
的白银花草原上的所有
人当中，只有他能画幻灯
片，大家等着瞧吧，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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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海兰花

站在村部门口，手里拿
一块旗帜大的红布。

阳历八月末，老家山坡上的野韭菜
开始鼓苞开花了。

在老家，野韭其实分两种。一种喜
阳，花儿是白瓣儿紫蕊，青茎实心，有燥
燥的辣香，老家人用来炝锅。另一种喜
阴，喜潮湿，群居，一开就是一坡一坳。
花儿是白瓣儿青蕊，青茎中空，质柔有
棱，水分大，其香，是郁郁的辛甘。老家
人用来做韭花酱。砸了梨，配了姜，碾碎
了，辣味冲鼻。虽貌似汹汹，入口却是缠
绵温柔。那滋味分了层次，密密层层析
出，在舌尖上一排排跳个集体芭蕾。

野韭花如雪如霜时，大庄稼还未成
熟。村里人，就会抽这个空子，带了篮子
和布袋，上山采野韭花儿。野韭花，成片
成沟，采花儿的人们也成群结队。

往往在采花儿前，都先后问下了村

里的青石碾。从碾杆处起始，一把把笤
帚次序放好，这就算代表主人排好了
队。一家挨一家，顺序杂而不乱。

不到半天，人们又先后满身辣香地
归来了。

女人们聚集在石碾旁，男人们也来
施个援手，后面还“扑踏踏”跟着小孩
子。他们送来了自家树上结的梨子、刚
刚洗净的姜、青盐一袋子、白糖少许。女
人们忙着洗韭花儿，挖梨核，刮姜皮，男
人们就把碾杆插在了碾磙儿的木框眼儿
里。

野韭花铺上碾盘，梨子切成块儿散
上去，白糖青盐撒上去。男人开始抱着
碾杆，咕噜噜地推。有小孩儿也来凑热
闹，小小的步子跟不上，干脆吊在碾杆
上打滴溜，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乐此

不疲。
碾磙子下，浓郁的辣香挤出来，香彻

云霄；青色汁液，流出来，染绿了碾盘。
敏感的人，被辣出了泪，眼泪汪汪地拿着
木铲子，将越来越碎的青绿色花饼子，往
碾盘中间推一推。几转儿下来，韭花儿
渐渐成末了，梨子渐渐成茸儿了，姜也碎
了，盐和糖寻无踪迹。它们在碾磙子下，
缠绵相融成了一家子。

离开老家三十年，总也不忘韭花香。
逢秋，我在城市里，买一簇韭菜花权

当野味，也拿梨与姜混合了，在小蒜臼里
慢慢捣，捣出的韭花酱碧绿嫩黄，竟也是
萦绕在记忆里的辛辣鲜爽。花酱入口那
一刻，你总能寻回一种气息、一种氛围，
是那么久远、那么厚重、那么温暖的故乡
味呢。

野韭花 滋味长
米丽宏

棉棉：
爸爸继续给你讲我们的村庄。
太阳总是从马首山前面升起，首先

被染上暖红色的，总是高高的玉皇顶。
咱们村已经够高了，但真正的攀

登才刚刚开始。
玉皇顶就在咱们家的正北方。从

家出发，一路北上，经过皇老庵、水库、
乱水泉、插板口、西高峰，然后直上北
高峰、十八盘、元鞑镇，就到了圣王山
的最高峰——玉皇顶。这一路，大概
不到十公里，海拔攀升了八百多米。

圣王山是很古典的名字，我们世
世代代的百姓都这么叫。

圣王山这个名字，历代记载均可见
到，我看过大清全图，也是这么标的。

近些年临汾地区搞旅游开发，把这
里叫做云丘山，玉皇顶和真武顶成了景区
的核心，但是老百姓说起来还是圣王山。

从直线距离来说，我们家就是距
离玉皇顶最近的一户人家。

那时候我才五六岁，刚刚记事，每
天都跟着我爷爷和爸爸上山。我在很
小的时候，就喜欢呆在山里的感觉。每
当那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慢慢
吸纳自然界的能量，我会变得安然自得。

大人们说，以前玉皇顶立着一根
高高的旗杆，有红旗飘扬，因为那里建
了一个气象台。一直到现在，咱们村
人都习惯把玉皇顶叫做“气象台”。

靠山吃山的不仅是咱们沙沟村
人，周边的范家庄、张家庄、白坡村、清
水庄的人，都会上山讨生活。不管是
砍木头，还是采药采茶、挖野菜、割荆
条，都是极辛苦的活。

咱们家因为距离高山最近，就成
了外村人下山后休息吃喝的“接待站”。

我至今也能记着那一张张面无表
情的脸，“咣当”一声扔下负重，一个个
拖着沉重的步子，推门进屋，直奔水缸。

不管家里有没有人，根本不打招
呼，先舀一瓢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然
后才有气无力地说出三个字：攰死啦！

然后又走到案板那里，掀开陶瓷大
盔的盖板，拿出一个大馍馍，几口就吞下
去了。

攰，是稷山方言，字典上注音是
“贵”，我们读作“乖”，极度疲乏的意思。

有一年中秋节的晚上，你爷爷奶
奶趁着月明到地里收玉米，回来时已
经半夜，结果发现家里炕上睡了满满
一炕人：是清水庄的一伙人，他们到了
家里吃饱喝足，还是没有精力再走，就
直接睡了。

那时候我们村子的人家，几乎都
没有院墙，下地的时候，大门也不上
锁。民风淳朴得很。

那年代，喝过咱们家水，吃过咱们
家馍的人，实在太多了。每到过年，周
边村子里很多人就会带着礼物，到咱
们家来拜年，来感恩你爷爷奶奶对他
们的收留帮助。

我喜欢家乡的这些山。这些都是
我自己的山啊！我的灵魂从没有完全
离开这里！

现在，只要回到老家，我还是喜欢
一个人走进山里，让自己的身体吸纳
自然界的能量。那时候的我是我最喜
欢的样子。爸爸希望你也有机会体悟
那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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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
卫天霖故居

萧 刚 文/钢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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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汾阳太符观出来
至五岳庙，遇到一位从
事建筑修缮的本地工艺
师，在其指引下一同来
到卫天霖先生故居。

卫先生是我母亲的
大学老师，我学画后母
亲常提及他，家中还藏
有先生画集。这次算是
了了个久违的心愿……

卫天霖故居位于汾
阳东阳城村，是一处三
进院落。故居最外面是
一个高大的券门,门内
有一道铁栅栏门锁着，
看门老人回忆说,原来
的院门有过两扇很厚重
的门板。穿过门洞，但
见院落虽因年久失修破
损严重，可格局很大，从
遗留下的精美建筑构件
来看，依旧能感受到当
年的气派。

卫天霖先生是著名
画家，山西汾阳人。卫
先生曾留学日本，回国
后受蔡元培先生之聘任
北平大学造型艺术研究
会导师，该研究会后改
为西画系，卫天霖先生
也升为主任。先生先后
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副院
长、北京艺术学院副院
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