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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坐落在青藏高原青海东部

农业区，地形图上全是山区，只有部分狭
长又有水流经的地方才处于川水地区。

我所在的村庄正是很多脑山人眼里
条件相对较好的川水地区，因为有湟水
河的灌溉，可以旱涝保收，不用像他们一
样靠天吃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其
实我出生的这个村庄也好不到哪儿去。
父母养育我们兄妹五个人，上学的人多，
吃饭的人多，能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的
人少。加上那时地主的家庭成份，在村
子里处处受到排挤，生活艰辛而贫困。
小时候的记忆总是充满了饥饿的味道。

我五六岁时，我的三个哥哥都在上
学，父母在生产队劳动，我整天与一群和
我一样大的孩子一起在村子里游荡，到
处寻找能吃的东西。夏天时，但凡长在
田野里能吃的野菜都不会逃过我们的眼
睛。蕨麻根、辣辣根、嫩油菜苗、野葱花、
野蒜苗、甘草根、枸杞果……还有很多现
在叫不上名字的野菜我们都尝试过。甚
至还吃过嚼起来刺刺扎扎的有毒的苍儿
籽，真庆幸现在还活着。

那时村委办坐落在村子中心的一个
大院里，我们称为大队部，常驻着二三十
人的部队。小时候我们把所有当兵的都
叫解放军。他们每天穿着军绿的服装进

行训练，每天观看他们训练是我们这群
孩子最大的娱乐项目。

傍晚训练完之后，解放军便会集合排
队，唱着歌拿着铁瓷碗去打饭，然后便整
齐地坐在院子里开始吃饭。而这时候，四
周便聚集了我
们这一群饥饿
的面孔。

部队的伙
食单从部队伙
房上空弥漫的
令人咽舌的香
气就见分晓。他们的伙食经常有不同的
炒菜，里面有时还有肉片，有我们平常很
少见的白白的大米饭，有现蒸的热气腾腾
的白面馒头，有软软的稍呈棕色的窝头
——我们称之为刀把儿。每次围观，总有
好心的慷慨的解放军在吃饭时不忘给我
们这帮脏兮兮的孩子黑乎乎的小手里匀
上一两口，得到的孩子便如同尝到了大
餐般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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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农家饭还主要以青稞面、玉

米面、黑面(小麦含麸皮较多时)和洋芋为
主，新鲜的蔬菜水果、肉类，甚至食用油
都是很少吃到的。大部分人都处于半饥
饿状态，能偶尔吃饱就已经不错。父亲
曾形象地说过那时的一日三餐：早上洋

芋丝，中午洋芋块，晚上大改善，洋芋切
成大片片。

在包产到户之前，在农村怎么才能
吃饱饭一直困扰着种庄稼的农民。我们
这地方一年一收，主要农作物就是小麦、

青稞、洋芋，还
有为数不多的
油菜、大豆等。
这 里 土 壤 贫
瘠，亩产并不
高。在村子里
耕作方式还是

以各生产队为单元的集体所有制的前提
下，总有人出工不出力，收成可想而知。

当时也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家家
都有三四个子女，有的人家甚至兄弟姐
妹八九个也不足为奇。所以每年秋收
后，按亩产上缴公粮，村子提留，部分留
种，其余按每家挣的工分分成，最后到农
民手里的口粮已不多。这些口粮要维持
一家人一年的生计，所以家家户户都必
须要精打细算到每一天、每一顿。到了
青黄不接时，断炊的人家很多，只能到大
队部去借，等秋天粮食下来后再还。

我父亲那辈时据说饿死的人很多很
常见，我家族里就有好几个。

快秋收时，有些人就会在晚上出动，
去偷快长熟的麦子、洋芋等。生产小组便

会派人在晚上值守。守夜的人在小山岗上
生起火，围着火堆坐着，那时也没有手电
筒，就面向黑暗中的麦田装模作样地吼几
声：哎，你们都再别偷了，我看见你了！

其实，坐在火堆旁的光里，他们什么也
看不到，而黑暗中，正在地里偷东西的人却
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清二楚。守夜的人也
知道，轮到别人守夜，偷东西的就是他自
己。有次父亲去偷了半袋子洋芋，背到半
路，看看时间还早，干脆再去偷一些，就把
洋芋先藏到一个树下的土窝窝里，等再偷
了半袋后下来，却再也找不到了。

过了很多年后，同一生产队的几个
老人坐一块喝醉酒后，才说出了当时的
情况。原来，他们几个人也在那晚出动
去偷洋芋，走到半路见有人下来，便趴在
路边藏起来了，看见我父亲把半袋洋芋
倒下后又走了，于是这些人就不劳而获，
喜滋滋地把别人偷的洋芋又偷走了。而
我父亲在当时不明就里，吓坏了。这些
老人们那晚喝醉，说出了真相后笑得老
泪纵横。不过，在那个年代，偷，并不可
耻，因为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饥饿的味道饥饿的味道（（上上））

□□ 朵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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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相汇的地方
人们叫它二龙戏珠的享堂
自西而来的是湟水河
浑黄浑黄
自北而下的是大通河
湛蓝湛蓝
于是人们称它们青龙黄龙
清晨时节
太阳爬上东方山顶
你伫立在两河交汇处
大通河湟水河像两条巨龙
汹涌奔流
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东升的旭日仿佛一颗火球
在二龙相搏的分水线中燃烧
青黄分明的水流
吞咽着那团金色
金球上下翻滚
青黄二龙你争我抢
煞是蔚然壮观

巍然屹立了两千年
巨人般镇在两河之间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西征时
筑成的点将台
俯瞰着这一场热闹
啊 这就是二龙戏珠
晴天里一定上演的大戏
这座既是镇压龙脉
又有军事指挥功能的点将台
天天都享受着这场盛宴
何年何月开始
某日某时结束
都是未知和谜
月夜下的此景想必更加壮美
变幻莫测令人神往
那时二龙又是什么颜色
又是怎样的情景
只有大地将台和神仙们
享用这无边的美丽

2015 年，我有幸被省作协推荐去鲁
迅文学院参加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习，
期间认识了来自青海海东的撒拉族诗人
韩原林。他在文学上的那份勤奋和执着
深深地感染着我，而他笔下诗句中的海东
山川风貌风土人情，更让我对海东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说起海东，其实生为青海人的我还是
相当熟悉的。海东地区无处不在的美景，
的确可以说是海东的名片，吸引着无数人
走近海东，了解海东。

高原的春天，在我的故乡大通还是一
片残冬景象的时候，我曾徜徉在化隆的杏
花树丛中，感受那淡粉盈白杏花雨中高原
早春的气息；也数次在民和桃花树下，陶
醉在那一片灿若云霞的娇艳花海中；在秋
季屡次呼朋唤友，行走在互助北山，欣赏
那绚丽如画的北方金秋盛景；也数次穿梭
在循化街子的大街小巷，体验火红辣椒掩
映衬下的撒拉儿女丰收的喜悦；更难忘在
白雪皑皑的冬日，在乐都的高庙欣赏田间
地头那一棵棵姿态苍劲的老梨树，在积雪

成冰的碾伯镇上啃着乐都特有的小梨子
串成的糖葫芦的那份惬意……

海东处处有美景，这是不容置疑的事
实。海东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也是有目
共睹。而近几年海东让人眼前一亮的还
有文化方面的发展。

在鲁院学习期间，这位来自青海海东
的撒拉族诗人每天笔耕不断，文思泉涌，
每天在班级的微信群中积极上传自己的
最新诗作，虚心地向每一位同学求教，听
取每一句中肯的建议，赢得了全班同学由
衷的敬意。更让人佩服的是在和鲁院老
师一起去西北大漠社会实践的时候，每每
大巴车长途行走途中，他总是手机不离
手，起初我总以为他也跟我们大多数人一
样以玩手机来打发漫长路途的无聊，没想
到一路走来，他硬是利用每天的路途用手
机创作出了一首又一首诗。沿途的风土
人情，班级师生的言谈欢笑，日落月升的
交替变换，心中的惆怅与感悟……皆入了
他的诗，丰富了我们一路的行程。

鲁院学习回来没多久，便收到诗人原

林的短信，说他的个人诗集在海东文联的
大力支持下出版了。收到诗集的时候，翻
阅完毕放进书柜时，顺带整理手头的书
籍，雪归的《无脚鸟》，文竹的《沉淀的岁
月》，杨琪昌的《河湟孝事》……突然发现，
我的存书中不知不觉已经有好几位海东
作家的著作了。

这些勤奋好学的海东作家，为青海的
文学事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更
多的人对海东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好种
子必须有好的土壤来培养，而好的土壤更
希望有好的种子来体现共同的价值。面对
这几年海东文坛人才辈出的蓬勃发展，谁
又能不感叹这新海东的巨大魅力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人云，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海东
的名山大川有了这些文人雅士的笔颂诗
咏而倍加鲜活生动，而海东文人的文章又
因这方山水佳地的滋养浸润了更多的灵
性和韵味。

愿海东这方钟灵毓秀的文化福地在
明天抒写出更美的篇章。

在乡下，或早或晚升起的袅袅炊
烟，有意无意之间泄露着母亲们的秘
密。

盛放在木制柜中的白色面粉期待
着华丽转身，生长在田间的绿色菜蔬
盼望更衣沐浴，新摘的番茄闪着奕奕
光辉，沾着泥土的马铃薯略显质朴与
羞涩……而能干的母亲们挽起衣袖，
将它们一一拿来，用最适合它们的方
式烹饪出令人赞不绝口的美味。

在故乡，每当看到袅袅升起的炊
烟，便觉那是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
刻。它是无声的召唤，催促顽皮的孩
童早早回家；它是盼归人的双眸，似箭
的归心早已被收在晚归人脚下；它不
仅是幸福的阶梯，将温暖与牵挂默默
传达；它更是母亲辛劳的一生，用每一
餐的美食喂养我们一天天地长大。

季节变迁，岁月更迭。已经不知
从何时开始，记忆里多了一张温暖的
画卷——蔼蔼暮色里，炊烟袅袅升起，
然后顺着母亲遥望的方向，被晚风带
到了远方……

田 野
风是个肆无忌惮的孩子。它时而

在庭院里嬉戏，时而在廊檐下舞蹈。
刚刚还在门窗屋角浅吟低唱，转眼又

跑到屋顶放声高歌，后来迫不及待地
打开院门，一路奔向田野。

这是九月的田野，稠密的草间还
藏着夏虫未做完的美梦，怒放的花朵
还保留着许多沁人心脾的秘密。

阳光愿意与之亲近，月光愿意与
之亲近，我更愿意与之亲近，以最虔诚
的心、最亲密的姿势与之亲近——俯
首、低眉，或是完全投入田野的怀抱，
然后静静聆听那些与田野有关、与风
雨有关、与日月有关的故事。

躺在田野之上，仰望天际，风还在
不倦地放牧着天空中的流云，唯有我
与田野默默相守。于是，忽然明白了
自己就是种植在田野上的一粒种子，
破土之后，开花之后，结果之后，依然
会回到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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