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两次去到黑龙江。一次是北大荒，一次

便是五常。恰巧两个地方都是大米的故乡。当时，

正赶上水稻丰收的季节，稻花儿芳香流苏，成片

的金色稻浪与人之间形成一道道天然屏障，磅礴

得令人迷醉。

黑吉辽一带土壤肥沃疏松，适宜农耕，因此

盛产粮食作物。惟独大米，是家常便饭中最百搭

的一种主食。记忆里，外婆总是端着一个白色陶

瓷碗，盛上一碗挂满油珠、绵软甜香的白米饭，再

配上可口的汤汁饭菜，口感自是不可言传，小时

候的幸福感大抵不过如此了。长大后，走过很多

城市，亦吃过很多地方的米，只有这种味道是最

难忘的。

如今的五常是富足的。一桌五颜六色的美味

佳肴，竟抵不过一盆稻米飘香的白饭惹人喜爱。

关于米，做法则是花样百出。若不喜欢素淡的滋

味，可在淘洗过的大米外，加上各式的食材，腊

肠、豆腐干、香菇、青豆，以水将它们淹没，再静静

等待20分钟，待锅里的水凝结呈黏稠状，香气弥

漫于四周时方可享用。

其实在农业发展早期，水稻不受重视，古代

时水稻甚至没有被纳入“五谷”的范畴。与其他旱

地作物相比，当时的水稻产值不值一提。人们开

始认识自己的土地，从野生稻的基因里找到了水

稻种植的希望。两座海拔超过 1700 米的山

峰——大秃顶山和凤凰山孕育了广袤的水系；在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精心塑造下，拉林河与忙

牛河之间泛动着美丽的波影，辉映着辽阔的黑土

平原。

日复一日，在河流经过的土地上，庄家人打

土成畴，做垄为梗，引水入田，排秧成行，从此晨

起耕作，披星晚归。对于庄稼人来说，水稻的一颦

一笑，是他们喜怒哀乐最直接的引擎。

读“米”，需要站在土地上。读懂“米”，则需要

站在松嫩平原南部225万亩的稻田里，与阳光一

起，与水一起，与风霜雨雪一起，与季节更迭一

起，与农人流出的每一滴汗水一起，与庄稼人的

守望一起，阅尽沧桑，意味深长看清每一次辛劳。

惟有如此，我才敢说：我真正见过一粒米。见过一

粒米，你才配得上见过春华秋实，日月轮回。她献

出的芬芳有时间的味道和泥土的沉重，她散发的

光泽有汗珠的质地和凛冽过后的甘甜。

我绕田而走，越走越深幽。在这座7512平方

公里的区划版图上，有一个叫乔文志的人。1998

年，20岁出头的乔文志发现，在北京，家乡的一

碗米饭竟卖出了天价，至此一颗种子埋在了他的

心里。“有一类卑微的工作是用艰苦卓绝的精神

忍受着，最低陋的事情往往指向最崇高的目标。”

这个气盛轻狂的年轻人，将莎士比亚写进《暴风

雨》里的这句台词，搬上了自己的人生舞台。不断

地耕耘和探索，乔府大院应运而生。

在大院耕作的2000亩稻田里，有一道风景

线格外引人注目——每亩稻田里都有一座小小

的鸭舍。这里的人告诉我，眼前便是最富盛名的

鸭稻田。水稻的田间管理方式彻底摒弃了人的劳

作，每亩稻田里放养18只鸭子，百姓戏称它为

“十八罗汉管稻田”。用鸭子日常的运动来松软泥

土，鸭子捕吃各种蚊虫，粪便用来增肥，形成纯生

物管理的格局，保证水稻天然的纯洁性。

土为米之根。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五常，

历经千年形成了一条时光隧道，谱写着一粒米的

溯源，平均有着幼童般高的草炭黑土层上，孕育

着膏腴圣土。昼夜温差之大，无霜期之久，这些气

候条件赋予水稻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产出的大

米色泽光亮，若是在缺少油荤的岁月里，哪怕是

闻上一闻，也算一件奢侈的事情。

每粒土都值得人们交付一生的时光。人类用

它砌过宫殿，砌过茅屋，砌过道路，砌过诗词歌

赋，砌过江山社稷，甚至还砌过坟墓……人类用

它种植过庄稼，收割过粮食，收割过回忆，甚至收

割过泪水……

谁读懂了土地，谁就读懂了“米”。

在土之上，在土之下，谁读懂了“米”，谁的膝

盖上就挂满了经久不息的风声。

一粒种子从落地生根到拔节抽穗再到灌浆

成熟，历经147天的神奇旅程，饱含着庄稼人的

心血。

粒米之内，寒来暑往，风起云落，世界小于她

的尺寸，乾坤小于她的方圆。

她，就是人类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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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他们，，还好吗还好吗？？
□□赵赵 玫玫

我只记得大约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但已全

然忘却是从哪个渠道，比如哪个人、哪本书，或

是哪部电影，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其实，记忆中

又好像只有一幅幅画面在翻动。一忽儿是浩渺

无边的黄色汪洋，缥缈处的浅丘隐约可见；一忽

儿是一片泥泞的土地上，孤零零支离破碎的房，

一伙伙逃难的人，一张张菜色的脸。他们是一

群整体很清晰，个体却又很抽象的人。因为这

个庞大无比的群体中，没有一位是我家的亲戚、

朋友、熟人。他们与我日常的生活，相隔很远很

远，远到似乎遥不可及，但他们悲惨的遭遇，“盘

踞”在我心灵的深处，时时让少年的我，怀一种

近在咫尺的惊恐与若重若轻的牵挂。

他们，就是黄河泛滥区里千千万万的百姓。

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赞作母亲河的黄河，

有着桀骜不驯的天性，漫长而曲折的上游、中

游，在九九八十一弯的旅途上，尽管使出种种咆

哮嘶吼，种种怒发冲冠，种种东闯西扑，苦于高

山峡谷的制约、管束，终竟未能挣脱宿命般的羁

绊而翻腾起危害甚烈的恶浪，只能归顺由西汇

聚的流向，奔向大海的东方。

当黄河跌跌撞撞来到河南境内，置身于丘

陵与平原的全新地理环境，其顽劣天性得到前

所未有的释放，放纵般地懈怠起来，将裹泥挟沙

的“豪迈”丢弃一尽。而源源不断的黄土高坡的

泥沙，仍在毫无遏止地涌来，年复一年淤积在中

原大地。古老的河道愈加杂乱无章，这似乎又

给了黄河以变换手法继续粗野的口实。在典籍

记载或有水文资料的全部2500年间，撒泼打滚

的黄河放肆地胡作非为，上演出无数场三年两

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闹剧。

任性的破坏直接酿成黄泛区接踵而至的生

灵涂炭。但从古至今的“黄患”灾民，在无数惨

剧面前，表现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坚韧。他们

被迫无奈之下背井离乡的逃难，极少有经年累

月远走他乡的延宕。而往往水势稍有退后，他

们便拖家带口重返故土，在绝望中点燃重建家

园的希望，脚踏实地地展开新一轮抵御黄河的

战斗。他们的抗争，往往凭借自己的双手双脚、

肩扛背负，依靠的是落后的、甚至是原始的生产

工具。人们锲而不舍地重复着周而复始的劳

作，利用黄河严冬时偃旗息鼓的短暂宁静，挖土

筑坝，稳固河床；或是顶着汛期“黄龙”卷土重来

的猖獗，置生死于度外，昼夜守护险情迭出的堤

防。正是一代一代勤劳、苦难的黄河儿女对家

乡难以割舍的眷恋，艰苦卓绝的奋斗得以延续，

繁衍不息的家族得以延续，支撑人们生存的悲

欢离合得以延续。顺理成章，延续下来的还有

黄河两岸两条雄奇的大堤。泥沙肆虐的河床，

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逐年增高。高出地面三米

五米，甚而十米八米，已属家常便饭。于是，在

延伸无边的河道旁，在两岸芸芸众生的头顶，在

田园、工矿、城镇的上方，一条汹涌澎湃的河，昼

夜不息地流过。这便是小时候屡屡听说的让人

莫名恐惧的“悬河”景观。大堤越垒越高，像债

台高筑，令人悬心，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偿还这

笔恶性循环的灭顶之债呢？

似乎在不经意之间，经过了许多年，黄河那

边再也没有耸人听闻的信息传来。除了初冬和

开春，时有冰排非正常麇集的“凌汛”（且十之八

九有惊无险）见诸电视短讯之外，一条千百年来

令人爱恨交加的黄河，不可思议地弃恶从善安

静下来。

但是，他们呢？现在过得好吗？想必，应该

毫无悬念。随着悬河的概念趋于淡化，依托黄

河休养生息的民众也自然平安无虞。就在前些

天，有了一次探访他们的机会，地点就在地处黄

河下游的山东利津县。黄河洪峰越过利津水文

站，到彻底注入渤海，虽然尚有百余公里的前

行，但依照惯例，这便是黄河顺利入海的标志。

所以，称利津为黄河下游的下游，显然是十分精

当的。前往曾经饱受水患之害的利津，去看望

久存于心的他们，无疑也是最为相宜的位置。

他们，还好吗？

在黄河的上游，人们谈到“好”，通常是喜孜

孜的：“好着哩”；在黄河的中游，人们谈到“好”，

通常是笑吟吟的：“可好哩”；在黄河下游的利

津，在利津管辖的北宋镇，在北宋镇下属的高家

村，人们说到“好”，一概是无尽的欢快：“挺好、

挺好”。

高家村诞生于元末明初，十足一座岁月悠

悠的古村。该村位居黄河滩区的前沿，曾是下

游最为凶险的地段之一。言谈话语中，“黄患”

早已成为村子里老一辈村民数十年前的遥远记

忆。而对年轻一代来说，村南不远处高高的大

堤，堤外黄汤滚滚的河水，仅仅只是一道寻常至

极的毫无故事的家乡景致而已。

其实，见到置身太平盛世、尽享安居乐业的

他们，异常欣慰之外，我仍旧怀有一个强烈的疑

问。调皮千年的黄河，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受

到了何种调教，居然本分成了今天的模样？

没想到主人的解疑答惑竟是如此提纲挈

领、素朴易懂。他们说，“黄患”得到今天的根

治，大手笔首先归功于毛主席。“一定要把黄河

的事情办好”成为国家战略之后，浩瀚的黄河流

域树起一面猎猎飘扬的帅旗，整个庞杂的水利

治理，从此开启了有条不紊的综合实施的大

幕。上游座座水库耸立，成功控制了泄洪；中游

大兴栽树育草，有效改善了植被；下游采用现代

技术，全线堤坝固若金汤；更有小浪底水库神妙

无比的科学调控，放泄多少流量，掌握多大流

速，便恰好可以将多少泥沙成功送入大海……

我明白了，母亲河洗心革面的今天，其实就

是他们，正与我愉快交谈的他们、平安富足的他

们、自信满满的他们，以誓死不贰的信念创造出

来的熠熠闪光的世间奇迹。

远古以来，高家村的所有平畴旷野，皆系黄

河冲积而成。按道理，全都可以打造出肥沃的

良田，只需应时撒播庄稼、菜蔬的种子，就一定

会蓬勃起丰收的兴旺。只不过，在数千年来的

岁月流逝中，喜人的景象多为农人的奢望。而

多数年份，富庶的大地无不黄水漫漫，颗粒无

收，浸透了人间苦难。

当黄河流到今天，一切都已改观。尤其此

刻，9月初秋的此刻，高家村名副其实，居高临

下，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轮，游曳在无边无垠的

绿海之中，已然成为独具黄河滩区人文特色的

代表性景观。古往今来的滩区民居，为躲避水

害，都会事先平地垒筑高台地基，然后建房造

屋。高家村便属其中的佼佼者。尤其经过近年

来的改造、提升，其防洪等级，按 50年一遇设

计，但实际上早已超过百年一遇的水准，成为货

真价实的“百年大计”。这预示着，黄泛区黎民

百姓千百年来的担惊受怕化为乌有，听闻黄河

浪涛拍岸而高枕无忧的诗情画意，则已经成为

活生生的现实。

由平地下车步行，经过一条缓而长的沥青

公路上到村里，眼前的一切令人吃惊。所有的

宅院，式样大气、高挑，外观色彩干净、整齐。宽

街小巷，没有乱贴乱画，不见乱堆乱放，更无乱

搭乱盖。马路划出清晰的交通标志线，盏盏路

灯让人联想起夏夜的清凉与冬夜的温暖。式样

新颖的垃圾箱侍立街头，自来水、天然气家家入

户，电商服务中心铭牌高悬，免费无线网络覆盖

全村……

站在村头极目四望，在热情的主人饶有兴

味的“指认”帮助下，看到了远处隐约有几处高

台上的村庄。它们的建设面貌或许已超过了高

家村，或许正追赶着高家村。耳闻目睹，叫人在

追寻中涌起阵阵感慨。我突生念头，这周遭所

有高台村庄的来世今生，与我曾去过的福建永

定土楼、广东开平雕楼，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假

以时日，这种黄河文化的载体之一，会不会瓜熟

蒂落般地成为宝贵的遗迹呢？由此衍生开去，

利津的黄河滩区，迎来宜居宜业宜游的明天，还

会遥远吗？

高家村户籍人口 686 人，常住人口 650

人。我反复咀嚼、品味这两个看似普通的数

字。这种人员高度稳定的状况，与东西南北中

我知道的众多乡村迥然两样。又听说，滩区里

的几乎所有村庄，与高家村大同小异。这就更

加真实地告诉我，“他们，还好吗”的疑问可以完

全解答。他们的确已经很好。尤其在新农村、

新家园的建设中，他们拥有着一份安稳的岁月

和埋头苦干的心。这比什么“好”都好，也必然

是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人们，共同期盼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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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临走前一天早上，输完液，自己用电动

剃须刀把胡子刮得清清爽爽的，完了，还跟往常

一样把剃须刀拆解了，每个刀头都用刷子细细

清理干净，再安装回去，待下次用时就是干干净

净的。当时我们谁也没料到第二天晚上，他就走

了。那把剃须刀一直放在架子上，干干净净的，

然而他再也用不上了。

老爸的血管细，一输液就有点肿，我拿了热

毛巾给他敷手，顺带着擦了下手臂，没想到他说

很舒服，于是就端来热水，全身热热地擦一遍，

我一边擦，这老爷子一边哼哼唧唧着直呼爽。老

爸即使到身体没力气了，也是强撑着自己洗澡

的。这时候竟愿意我帮他擦洗，还很开心。我便

笑他：老爷子懂得享受了啊……老爷子就跟着

笑。

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上头还有哥哥姐姐，

一直属于省略号最后一点，可以忽略不计的存

在，父母不看重也不大管束，从来都是没大没

小，也因此没少挨骂。等到父母老了，我还是胡

说八道，跟他们嘻嘻哈哈，没个正形，反倒比哥

哥姐姐们跟父母要亲。

老爸很要强，病痛中，也强撑着自己上洗手

间，明明全身无力，也要把卫生间冲洗干净，才

肯让人扶他出来。

那一晚，老爸还是要上卫生间，可是我和老

妈实在是扶不动他。我求他穿上纸尿裤，或者就

用床边的活动马桶。因为着急，我声音大了点，

父亲用微弱的声音说：你声音小一点儿……是

啊，我怎么就不懂尊重老人家到死也要维护的

尊严呢？

我们还没准备好，老爸便走了，干干净净。

关于死，老爸曾经对老妈说：“如果哪天我

走了，小区广场舞的音乐响了，你还照常去跳

舞。”

老妈反问：“你是不是想告诉我的是，如果

哪一天我走在你前头了，你照样还骑自行车去

菜市场讨价还价？”

“那当然，活着的人还得照常过日子。”

说的时候好像很容易、很洒脱，老爸走后，

也不需要大家帮忙，老妈一个人把老爸用过的

东西整理得有条不紊，该扔的扔了、该留下的就

打包搁着、该送人的就打电话让人来取走……

那一个月，老妈忙里忙外，人是憔悴了，可脸上

却胖了一圈——因为牙疼，肿了一个月。她嘴上

不说，可谁都知道，牵手50多年的老伴儿，到老

了，却不能再相伴，那有多悲痛。老妈说她睡得

很好，都没在梦里见到老爸，因为感觉他还没走

远。每天早起，她习惯性地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

的，那是当兵多年的老爸每天要做的；卫生间的

水龙头是他刚换上的；厨房灶台上每一把菜刀

锅铲汤勺，甚至炉灶开关都还有他摩挲过的温

度……他一直都在。

做了49天祭后，老妈去理发店洗剪吹，把

自己整理得清清楚楚。老爸的剃须刀也不知被

她藏到哪里去了。好像一切要重新开始的样子。

这应该是父亲希望看到的。逝者长已矣，生者的

日子还得好好过。然而，我知道，藏在心里的是

丢不掉的。

所有事情都料理完后，我带着老妈回单位

上班。那天阳光明媚，对着镜子，发现自己竟然

有半头的白发——老爸一走，没人可撒娇可逗

笑，再小的小女儿也便衰老了。

“妈，我去把头发染一下吧？”

老妈向来对不利身体健康的烫发、染发等

特别反感，可这次却没反对。

当我重新顶着一头乌发回来，对着镜子，自

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变年轻了，所有的时光似乎

可以追回那么一点点。可一转眼，看着母亲的一

头白发，我再一次忍不住汹涌而出的泪水。

老母尚在，我怎敢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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