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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桂西北，有土地神，还有一个土灶神。
关于土地神，我是小时候看少年版的 《西游记》 才知道
的，唐僧四师徒去西天取经，凡到一个不知道地名的地方，神
通广大的孙悟空必唤土地神来问。我们桂西北壮家人，把土地
神叫“社王”。晚上，小伙子们到别的村“撩拐”（找对象），
来到村头就唱“人到村头问村主，鬼到村头问社王”之类的探
路歌，姑娘们听到后便出来唱歌应答，然后邀请小伙子们到家
中做客。
除夕夜，吃年夜饭之前，必拿一挂肉到社庙里敬土地神，烧
几张纸，放响一挂鞭炮，然后再回家在八仙桌上敬祖宗。我们村
子只十多户人家，没有像模像样的庙堂，所谓的“社庙”只安在一
块小小的岩石下，在村侧山脚下的石板路边。原来的社庙在村
中的一棵大树下，那里有几块凸出地面的石头，可以供村人在此
烧香烧纸敬社王。小孩们晚上经过那里怕“鬼”，后来就把社庙
搬到山脚去了。
土地神是村里人共祭的，而祭土灶神则是自家的事了。逢
年过节，母亲都会点几炷香插在灶上。我小的时候不理解，就忍
不住问母亲：
“ 你怎么把香插到土灶上去了？”母亲用手拍了一下
我的头说：
“敬土灶神啊。”
原来母亲心中有土灶神，难怪她煮的饭和炒的菜香喷喷的，
很适合我们的口味。
起土灶的时候，用木板围成四方形，然后在里面舂土，舂好
后就拿开四周木板，然后挖眼挖孔，就成了灶。土灶还分有大灶
和小灶，我家的大灶和小灶是连在一起的，大灶连着墙壁，一只
特大号的铁锅架在大灶上，是煮猪潲用的，当然母亲有时也在大
土灶上酿酒。小土灶比大土灶稍矮，灶孔也稍小一些。它开有
前后两个口，里面的孔连通，前面的口可以架锅煮饭，后面的口
可以用来同时炒菜。由于土灶连着墙壁，炊烟把那面墙壁熏得
黑黑的。
每当烧火煮饭的时候，炊烟从灶上穿过屋顶，袅袅的炊烟缓
缓上升，像淡淡的云雾弥漫在山村的上空。傍晚，看到炊烟升

杨学诗（（彝族））

借物不兴留过年夜
广

2019 年 2 月 11 日 星期一

83

■诗咏乡情

雪已在梅朵里

母亲与土灶

萌发细芽

□侯志锋（壮族
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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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群芝（侗族
侗族）
）
抛弧线
抵达春的陶罐
抵达一朵雪与梅的交集

起，在田地里忙活的农人收起农具，在石头上敲打震掉泥土，带
着喜悦的心情走回炊烟袅袅的村庄。此时，年轻的小伙姑娘们
嘴中便吐出一两句山歌：
“ 夜了天，夜了屋顶浮炊烟。夜了归家
把饭煮，吃完晚饭出来连。”此时，鸟儿也正衔着食物归巢。
炊烟融入淡淡的夜色，但家里的土灶里，火一直旺旺地燃
烧。土灶里的柴火，都是我们从山上砍来的，每家每户的门前都
推满一大堆干柴。
从我记事起，母亲每天都在土灶上煮出可口的饭菜。我从
学校读书归来，第一件事就是揭开饭锅吃饭。父亲去世早，母亲
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几姐弟拉扯大。
每逢下雨天下不了地，母亲就架起那副青石小磨，磨豆腐或
者磨糯米桨。母亲搬来一把小板凳，坐在小磨边，一双羸弱的手
慢慢地转动着木柄，一边用勺子舀着泡好了的黄豆粒往磨上的
小孔里灌，白白的豆浆从磨的边缘流出，滴答滴答地滴进木槽
里，然后流进套在木槽口的白布袋。磨完豆浆，母亲又开始烧
水，把石膏煨熟、辗成粉，然后制作豆腐。豆腐制好后，母亲就在
土灶上架起锅，准备煎豆腐圆。
豆腐圆是我们当地的一道农家菜，把豆腐辗碎，在里面包
馅，馅是用肥猪肉、花生米、糯米饭、黑木耳、葱花等配料剁碎而

太阳挣脱云雾的羁绊升了起来，蜿蜒的云南
弥勒西山被披上一层绮丽的色彩。彝族同事小刘
又重复往年说的话：
“走，跟我回老家吃杀猪饭。”
小刘的家在西山东麓一个叫老寨的村子。我
们赶到时，
其妻已叫亲友帮忙，
把猪杀好，
饭也做好
了。
没料到的是，
正当我们吃饭的时候，
一位上了年
纪的汉族妇女来到门口，轻言慢语说：
“哦，没想在
吃饭，我说上两句就走……孩子他叔，我们家墙壁
还没有刷完，你大哥就生病住院——向你们家借
的那把刷子，
年前还不了，
到正月初六再还，
行吗？
”
小刘忙起身，将妇女迎进屋里，拿套碗筷给
她：
“ 先吃饭……那刷子，你家就慢慢用吧。”妇女
说已经吃过，要走，小刘不让，倒了杯饮料给她。
“不错啊，一把刷子还不了，还能来说一声。”
我有些感动。
“这是规矩呢。”妇女说。
仔细一问，原来，西山东麓是彝汉杂居的地
方——由北往南坐落着棠梨树、白枝古、三棵树、
新寨、老寨、毕正合、龙潭、租舍等 30 多个村寨。
这里的各民族同胞借物还物非常守信誉。农家人
需用的生产、生活用具极其多，再富有的人家也难
齐全，互借有无，则是相互帮忙解决问题的一个好
办法。而借物，有借有还，才能有需可借。若借物
不还或久借不还，就会给物主带来烦恼，也会让人
留下“难整 ”的印象，以后想再借就没那么容易
了。因此，大家借了物，就把归还这事放在心上，
以早还为荣，以不还为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借
物不兴留过年夜”的习惯。每年一进入腊月，家家
户户都要查看自己家里有无借来的东西，若有，立
即归还。若所借物还要续用，或者数量大而无法
归还，则须去物主家说明情况，并表明还物的具体
日子。总之，不让别人的东西不明不白地留在自
己家“过年”。

成，包成小孩子拳头一样大小，然后放在锅里煎，煎熟后就成了
香喷喷的豆腐圆。母亲一般都是在小土灶煎豆腐圆。当然也有
例外，就是我们家叫人来帮忙干活的时候，一般有一两桌人，就
得动用大土灶。把大土灶上的大铁锅刮干净也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母亲得用那些碎陶瓷片来来回回地刮，那些刺耳的声音似乎
可以刺破我的耳膜。煎豆腐圆，一般不烧木柴，而是用草或者黄
豆杆，怕温度太高把豆腐圆煎焦。几把草烧完，又把锅里的豆腐
圆翻面，又烧了几把草，豆腐圆就煎熟了。
从土灶上出来的美食，除了豆腐圆，还有艾糍粑、五色糯米
饭、粽子、狗舌糢……这些美食弥漫着我舌尖上的童年。山村人
喜欢饮酒，有人到家里作客，酒不用到外面买，都是母亲在自家
的土灶上酿造的。母亲也经常把酒拿到集上卖，由于她的手艺
好，酒制得好，很快便会脱销。
母亲对土灶有感情，见灶里的火旺旺地笑着，她就说：
“ 火一
笑，客人到。”这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经常敬土灶神了。
香港回归那一年，我的母亲也去天堂跟随离别我们多年的
父亲了。
时代在不断前进，在很多地方，烧柴煮饭已经成为历史，土
灶也成为历史。至于我的母亲，她永远在我心中。

故乡如老酒
□秦顺福（土家族
土家族）
）

一个人的站台，总会有一辆火车开过来
总会有橘色的车灯照耀湮泯
能否容纳空置的出处和春的搀扶
雪已在梅朵里萌发细芽
鸟鸣一遍遍歌颂
一朵暖阳，正呼之欲出

回乡记
邹元芳（布依族
布依族）
）
妈妈，我还没来得及告知一声
就落在故乡的土地上
几条交织的街道蒙住了我的眼睛
路口，一只灰扑扑的小鸟
落在我的头顶筑巢
从它的眼睛里，我看到
爷爷和他的老槐树一起出走
说要浪迹天涯
我的小秋千就被埋在树根下
时光从老屋探出两只触角
指责我，久未联系
我沉默着，但沉默并不是金
一打啤酒早已和真心话组成联盟
横七竖八地泄露了真相：
我还没醉，再来一瓶，
来来来，今天不醉不归。
但是，醉了还怎么回去呢？

老 屋
吴美恒（侗族
侗族）
）
春节来了，对故乡的眷恋又浓了许多。留在记忆深处
的童年时光，如同金子般闪亮，不曾因岁月流逝而变得模
糊。城市的喧哗与浮华，常常让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
故乡的怀抱。
我的故乡有一个颇富诗意的名字，叫绿草湾，但我从
小就不太明白这个名字的含义。绿草湾在渝东南石柱县王
场镇一个群山连绵的半山腰，而且是在一个突兀的山嘴
上，根本看不到一丝绿意，更说不上遍地绿草，也看不到湾
在哪里。村前村后都是山坡，很难看到一块平地。我曾听说
二叔家杀过年猪，刚把猪毛刨光，几个男人正要把猪挂起
来，不料，一失手，猪掉到地上，骨碌碌滚下坡去，一直滚到
对面山脚下。几个男人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那头猪抬回
来，累得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
故乡很偏僻也很贫穷，我曾拼命想要逃离故乡。因为
太穷，村子里有不少光棍，有一家三代都是光棍的，原因很
简单，穷得留不住女人，女人把孩子生下来后就悄然离去，
再也不回来。我 18 岁那年高中毕业回到村里，有好心人
给我说媒。作为全村惟一的高中生，那些姑娘很羡慕我能
够上学这么久，但她们也很现实，给媒人说：
“人倒是不错，
可那地方那个样子啷个过日子嘛？”我听了这话很心酸，觉
得自己如果不走出去，就会加入光棍行列。说不定我比他
们更惨，毕竟他们具有在农村生存的基本能力，而我却高
不成低不就，甚至有可能成为孔乙己似的人物，无法承受
这种繁重的劳动和精神上的绝望。于是，我只能决绝地走
出去。
当我经过多年的艰难打拼，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城市落
地生根，儿女绕膝，事业小有所成，也慢慢习惯于城市的生
活方式时，突然有一天，一个隐藏于我灵魂深处的幽灵跳
了出来，与我默默对视，让我重新审视和反思自己，进而坐
立不安，甚至魂不守舍。这个幽灵就是依附于我灵魂深处
的那份故乡情结。这些年来，我忙于打拼，把它给锁住了，
但现在它又不自觉地冒了出来。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离开农村而后来成为城市人的农
家子弟来说，这份挥之不去的乡愁是相同的，对故乡的那
些美好记忆也会时时萦绕于心，那满山满河留下的欢乐情
景无时无刻不在撞击我们的心灵。
对故乡的眷恋，如同一坛窖藏已久的老酒，让我陶醉，
让我痴迷。我常常在梦里回到故乡，梦里的故乡依然是儿
时看到的模样。村东头的黄桷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村子
外，茂密的桃树林，满树桃花，绚丽多彩；一湾清澈见底的
河水，在春日的阳光下，波光粼粼。还有小河两边连绵的山
坡，每当夏收时节，满山满坡都是金灿灿的麦子，一望无
边，仿若一片金色海洋。
如今，村子四周的山坡上到处是成片的树林，在早些
年退耕还林中由耕地变成了葱郁茂盛的山林，再也看不到
昔日麦浪翻滚、玉米金黄的场景。一条乡村公路在树林中
穿过，自村口通到五六公里处的背垭口，再连接背垭口那
条老公路通到场镇上。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有空就独自驾车 300 多公里回
到故乡。
其实，
老家已没什么人了，
父母早已逝去，
大哥大姐
都搬到场镇上去了，
村子里的房屋也都被推平变成耕地。
我
回去纯粹是为了却那份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虽然通了公
路，
但我每次回去都把车停在大垭口，
然后刻意寻着那条早
已被荆棘杂草遮掩的小路朝已不存在的村子走去。我不停
地在记忆中捜索：
这里曾经是一道坡，
坡外长着成片的桐子
树，
树上开满紫色的或白色的花；
那里曾经是一片茂密的山
林，
斑雀、野鸡在林子里扑棱棱地飞，
咕咕咕地叫，
路上碰到
村里的大叔大婶，
隔着老远就相互亲热地打招呼，
遇到童年
一起长大的伙伴还相互亲昵地喊着对方的小名……如今，
看不到也听不到那些萦绕于心的乡情乡音了。
每次回去，我都会在故乡的山岗上坐一坐，在干涸的
河床边遛一遛，然后到父母的坟前抽支烟，用心跟父母说
几句话。我痴迷地感受故乡温柔的山风，它轻拂我的身体，
如同儿时躺在母亲温馨的怀抱，静静享受那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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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住在里面，我也
住在里面
针线刺穿结冰的
空气、炉火和灯光
我朗诵月亮的诗，和
即将告别黑暗的黎明
赞美一群会唱歌的杂草
平滑的脸，没有沟壑
一双手长得越大，还有一双脚
变得越老
蹬着纳底布鞋，跳上台阶
离世界越近，离泥土、村庄更远
那条河里，时常出现一双眼睛
温柔、遥远、凄凉
新筑一处房子
母亲住在里面，我也
住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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