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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助考”免费出租车等你来约
高考考生拨打95128可享受免费一对一接送服务

中招分配生政策详解来了

端午小长假我市天气如何

高温晴热持续 偶有阵雨串场

“最强大脑”PK，快来报名吧！
我市首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敬告读者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2022年端午节放假安排的通知，本报出版作如

下调整：
2022年6月3日（星期五）至6月5日（星期日）无报，6月6日（星期一）起

恢复正常。
节日期间，本报新媒体平台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请关注学习强国焦

作学习平台和本报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强国号，头条号，抖音号，
快手号，下载本报手机客户端，我们与您相伴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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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赛“龙舟”。
本报通讯员 程 全 李 岚 摄

图② 包粽子。
本报通讯员 程 全 李 岚 摄

图③ 割小麦。
（修武县西村乡大南坡村提供）

图④ 收礼物。
本报通讯员 任 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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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闲暇之余翻阅老相册和以前
的旅行日记，疫情之前天南地北的旅游
生活历历在目。其中，泸沽湖蔚蓝的天
空、一望无际的草海和摩梭人特有的民
俗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那年4月，我们一行24人来到泸沽
湖。站在湖边的观景台上放眼望去，天
水一色，好一幅精美的油彩画，又像一块
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碧绿的群山中。岛
屿上的树十分奇特，两棵树的藤条是编
织在一起的，像一个又宽又大的秋千。
这里湖水是静的，似乎一切都在沉睡
中。游览泸沽湖，真的让人醉！

泸沽湖是四川和云南两省的分界
湖，在四川省盐源县与云南省宁蒗县之
间。泸沽湖四面环山，湖岸曲折多湾，
环湖约57公里；泸沽湖是云南海拔最高
的湖泊，是中国第三大深水湖泊，资源
丰富，依山傍水，周边居住着蒙古族、纳
西族、彝族、壮族等居民，摩梭人4万多
人。

关于泸沽湖的形成，当地摩梭人有
个神奇的传说：在远古时代，这里曾是
一片村庄。村里有个孤儿，每天去狮子
山放牧。人们只要把牛羊交给他，他总
是把牛羊放得肥肥壮壮的。一天，男孩
在山上的一棵树下睡着了，梦见一条大
鱼对他说：“善良的孩子，你太可怜了，
从今往后，你不必带午饭了，就割我身
上的肉吃吧。”小孩醒来后，在山上的一
个山洞里找到那条大鱼，于是就割下一
块肉烧着吃。第二天，男孩又去了山
洞，发现大鱼昨天被割过的地方又长出
了肉。这事被村里一个贪心的人知道
了，他想把大鱼占为己有，就约了一些
贪财的人，用绳索拴住鱼，让9匹马、9
头牛一起拉。当鱼被拉出洞的同时，灾
难就降临了，洪水从洞里喷涌而出，顷
刻间淹没了村庄，形成了泸沽湖。在洪
水爆发时，有一个摩梭女人正在喂猪，
她两个年幼的孩子正在旁边玩耍。母
亲急中生智，把两个孩子抱进猪槽侥幸
活了下来，母亲却葬身水底。当地人称
泸沽湖为“谢纳咪”，意思为母亲湖。在
泸沽湖的北岸，屹立着一座秀丽的“格
姆”山，意为女山，摩梭人视为女神化
身。在这茫茫的高原上，美丽的泸沽湖
畔，万物都被赋予女性的形象，成为传
说中的女儿国。

我是一名旅游爱好者，过去的几十
年里去过很多地方。漂亮的泸沽湖只是
我们伟大祖国壮美河山的惊鸿一瞥，期
盼疫情早日结束，我将再次收拾行囊启
程，去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10岁生日那天，母亲悄悄塞给我
一个煮鸡蛋，说：“吃了这个鸡蛋，你就
又长了1岁。”我问：“弟弟、妹妹有吗？”
母亲说：“等他们过生日的时候再给他
们煮。”意思很明白，他们没有。

我躲在里屋悄悄地剥去蛋壳，小
口小口地咬开蛋白，再小口小口地吃
里边的蛋黄。吃到一半的时候，弟弟、
妹妹发现了我在吃独食，那羡慕的目
光、咽口水的声音深深刺疼了我。于
是，我让弟弟、妹妹每人咬了一小口。
那时我想：啥时候可以不用躲藏，正大
光明地吃一个完整的鸡蛋？

上高中那年，麦收时节学校放了
一周的麦忙假，让回家帮忙麦收。当
天晚上我家的餐桌上，破天荒地出现
了一盘黄鲜叠翠的韭菜炒鸡蛋，激动
得我不敢下筷子。母亲则笑着说：“吃

吧，明天好早起到自留地割麦子。”
第二天是端午节，因为赶上麦忙，

也就没有了过节的讲究。早上天蒙蒙
亮，母亲拍着房间的门叫我们起床。
我和姐姐睡眼惺忪地穿好衣服，匆匆
洗漱完毕就跟着父亲下地割麦子了。
晨风里飘荡着麦香，早起的燕子叽叽
喳喳地为麦浪伴舞，油画似的麦田微
微荡着波浪，麦穗相互摩挲发出曼妙
的音乐，唯美的画面让我们精神振奋，
挥动镰刀收起麦来。

父亲是有名的割麦能手，手大胳
膊长，一揽六垄在前面开路。我和姐
姐一人三垄紧随其后。没到红日拱出
地平线，我们已经从西头割到东头，又
从东头割到了地中间。这时衣服早已
被汗水浸透，累得浑身酸痛，躺在麦堆
上不想起来，肚子也饿得咕咕叫。

突然，听到弟弟的叫声：“快来吃
饭了，妈妈做了好吃的！”他掀开篮子
上的棉布，里边有一小盆煮鸡蛋、一
摞黄灿灿的烙饼，还有几根青翠欲滴
的小黄瓜。随后，母亲提着一个陶罐
子风风火火地赶过来，一边舀汤一边
说：“今天端午，又割麦，足量吃！”

我拿起一个煮鸡蛋问母亲：“我
可以自己吃一个鸡蛋吗？”母亲说：“可
以，鸡蛋、油饼随便吃，画记号的是咸
鸡蛋，谁爱吃啥就吃啥。”母亲腌的咸
鸡蛋，剥开后蛋黄流油，黄灿灿的很
有食欲，天下美食非它莫属！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吃这么丰
盛的午饭。从那时起，我爱上了母亲
腌的咸鸡蛋。也是从那时起，日子越
来越好！

“小满桑葚黑，芒种吃打麦”。到
了芒种时节，就开始割麦打场了。在
广袤的田野上，金色的麦浪滚滚，一
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驰进成熟的麦
田，见景生情，不由得勾起我当年收
麦打场的记忆。

过去，农村没有实现机械化，小麦
收割完全靠人工用镰刀收割，然后把
割下来的小麦打成捆用马车或架子车
运送到打麦场上。人们常说磨刀不误
砍柴功，收麦的前一天要将家中的所
有镰刀磨得铮亮，个个十分锋利。割
小麦需要早起，原因是清晨凉爽，趁着
夜间的露水浸湿的麦穗，麦粒不宜脱
落，往往天蒙蒙亮就起床，借助月光挥
镰收割。我是家里的割麦能手，每次
割麦都是打头阵，稳、准、狠地挥动镰
刀，不一会儿就从地南头割到地北头，
一排排麦捆整齐地摆放在田间。

麦收前必须先造场，场是打麦的
基地，农村生产队那时侯在麦收的前
几天先选择一块成熟比较早的麦田，
提前把麦子连根拔掉，腾空一片地
来，用耙耙平，地面上洒水用石磙碾

轧，碾轧时再撒上一些麦糠，再碾轧，
一直把地面压平为止。这样，一块平
整的打麦场就造成了。

割下来的麦子运到场上后，人工
把麦捆打开摊平在打麦场上爆晒。
烈日炎炎，热浪滚滚，整个打场上像
蒸笼一样，这是晒麦的最佳时机。人
们不停地翻动着摊晒的麦穗，让麦子
晒干、晒透才开始碾场。过去碾场大
都是用黄牛、毛驴等牲口碾场，碾场
人是村里的老把式，手中挥动着皮鞭
吆喝着，石磙在麦穗上一圈圈转动。
直到把麦穗上的麦粒彻底脱离干净，
碾场才算结束。紧接着就是起场，村
里的主要劳动力都集中在打麦场上，
用桑杈把麦秸挑到场的边缘，然后垛
成，一个个像小山一样的，挺立在麦
场四周。人们把麦糠和麦粒用耙和
木锨堆在一起，准备扬场。扬场是个
技术活，一般人干不了。常言道：“会
扬的一溜线，不会扬的一大片。”意思
是说用扬场锨把麦粒扬在空中，有技
术的是一溜线，落地后整齐不乱，麦
粒和麦糠分离；不会扬场的把麦粒扬

在空中是一大片，落地后糠和麦粒仍
混在一起。扬场的主要条件是得有
风，没风扬不了场。说话间，起风
了。瞬间，麦场上欢腾起来。刮风
了，是东北风，可以扬场了，人们手舞
足蹈地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扬场的
挥动着扬场锨把麦粒抛上空中，其他
人大竹扫帚扫、竹耙子搂忙个不停，
不一会儿，金黄色的麦粒堆成了小
山。

1981年春，农村实行了联产承
包责任制，爱人在老家分了责任田，
到了麦收季节，我向单位请假回老
家帮爱人收麦。割麦子我不怕，那
时候年轻有力气、有技术，不到两天
就把小麦收割完毕。虽然劳动力
少，但我和爱人拉石磙碾场配合完
成。困难就出在后面的扬场这个环
节。我不会扬场，最后只好请年迈
的父亲帮我。父亲年纪大了，但扬
起场来手脚利索。他扬场，我一旁
扫麦糠、垄麦粒打下手，不到半个小
时，麦子被父亲扬得干干净净。

收麦打场的记忆，让人难以忘怀。

梦回泸沽湖
本报老年记者 林发义

麦 收
本报老年记者 朱帮义

鸡蛋、麦收和端午
本报老年记者 刘松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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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黄六月农忙苦，挎篮捡麦日过午。
手掌扎满老芒刺，脚丫染红新茬土。
沟边河沿喝凉水，空腹饥肠响如鼓。
待到日落西山后，碗里麦粒几可数。

粒粒粽子皆深情
本报老年记者 侯思亮

腹有诗书著华章，山河破碎悲满腔。
一曲怀沙铸英魂，千古绝唱汨罗江。
五月初五糯米香，万人空巷祭忠良。
粒粒粽子皆深情，浩浩正气永流芳。

忆童年六一
本报老年记者 王根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