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6月24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徐丽电话：64826778 副刊4

王丰
··

穿过各种各样的鞋子，惟有布

鞋总留在心里，挥之不去。

往年，家乡人脚上常年穿的只

有布鞋。当然，上山下田做活儿，

是舍不得穿双布鞋的，穿起稻秆编

织的草鞋，脚背、脚趾头享受着阳

光，滋润着雨露；也煎熬那霜和雪，

泥与石。胶鞋（球鞋、解放鞋）很难

见到有人穿一双，穿得起胶鞋的。

务农的和他们的子女，很难穿上一

双球鞋。

布鞋呢，是农村女人利用夜

晚、雨雪天，一针一线艰辛而耐心

地做出来的。

生在农村的女孩，她们稍一懂

事，母亲就开始教她们做布鞋。从

此，她们会从一头青丝做到白发苍

苍，直到入土。她们做完了爷爷辈

穿的布鞋，再做爸爸辈的布鞋，继

续着做孙子孙女儿辈的。一家子

的布鞋，都出自她们那一双双灵巧

而勤快的手，那双手原来是那么地

细皮嫩肉，指如葱管，做着做着，手

指粗了,也弯曲起来，皱皮打杠，失

了往日风采。

女大十八变，去年还是黄毛丫

头，今年已是亭亭玉立的美人，她

们成年了，怎么说呢，突然间就有

了“侬家”（对象）。在待嫁的喜悦

里，开始筹划为她的心上人做布鞋

了。出嫁后，又给新家庭做布鞋：

公公、婆婆、儿子和女儿，一双又一

双的布鞋，从她们柔嫩变粗糙的手

中做出来，给家人们一个舒服而踏

实的脚底。她们呢，渐渐地，在一

针一线中老去。

家乡农村做的布鞋，鞋底料，

是那些实在穿不出门的破衣服、破

裤子。女人们把家里的破衣、破裤

拆洗一下，撕成一块块碎布条，放

在针线篮子里备用着。

要为家人做布鞋了。先熬上

一瓷缸麦粉糊，再在“鞋垫板”（一

种用来粘叠碎布的长方形木板）上

“填鞋底”。涂一层麦粉糊，按形状

大小填上一块块碎布，一层一层填

到大约半寸厚时，面子再粘上一整

块的布。这块布要白布，最好是细

白布，这样的鞋底漂亮。

“填鞋底”很有讲究，聪明的女

人，会在鞋底的四周填上白的碎

布，这样填起来的鞋底白晃晃的，

有一种豪华而耀眼的气派。填好

鞋底，用木板压住没有干涸的鞋

底，上面还要压上重物，压它三天

四天。等粉糊干了，鞋底结实了，

就完成了第一道工序了。

接着就开始纳鞋底，纳鞋底最

能体现农村女人的聪明智慧了。

纳鞋底的线叫“鞋绳”，是用

“麻皮”搓纺成的。女人们在干涸

的鞋底上，根据穿鞋人脚的大小描

上脚印子，动手纳鞋底。

一针一针地纳，手艺好的女

人纳出的鞋底，针线密密麻麻，针

脚均匀无比。这其间有老年妇女

的叨家常，有青年女子含蓄而充

满幸福的憧憬——她们手下的鞋

底是给未来的丈夫纳的，一针针

一线线都倾注了她们的希望，倾

注了她们的企盼，把她们整个心

思纳进了鞋底。

可是呢，这种心思也有付之东

流的。

记得，我们村里有位青年女

子，二十岁那年，经人介绍，和邻村

的一男青年谈对象，见面后痴情于

对方。这女子，是聪明绝顶的一个

人，谈了三个月左右的对象，瞄了

眼男青年的脚，就给男青年做了双

布鞋，那布鞋穿在男青年脚上，像

贴在脚上一样，合脚、舒脚、养脚，

走起路来轻飘飘，软踏踏的。可

是，半年后呢，男青年去县城化肥

厂当工人，不和这女子谈对象了。

此以后，村里人看到：这女子，一捏

上一双布鞋底就发呆，原本黑葡萄

一样，滴溜溜转的眼珠，变得像松

发条的闹钟一样，动一下，停一下，

可惜啊。

纳好了鞋底，再开始缝鞋面，

鞋面有圆口的，有方口的，后来还

进步到了松紧口的。鞋面上好后，

还不能穿在脚上，要用“鞋排针”

（鞋楦）把鞋子撑一撑，不硌脚了就

可以穿了。

穿新布鞋是件很荣耀的事。

那时候，只有过年了才穿得上新

鞋，过年穿上的新布鞋，在这一年

里的三百多天中，都不会离开脚

了，穿到脚指头露到外面，补一下，

又穿起来。一直穿到补都补不起

来了，才恋恋不舍地丢到猪栏里

去，让猪踏一踏，啃一啃，变成肥

料，挑到田地里去，肥沃着稻谷和

苞芦。

江涌贵
···

叶家源是一条山清水秀、风光

优美的源，旅游资源也很丰富。

从一条源的道路而言，这里走

的是一条红色的“解放路”；从自然

风光而言，这里呼吸的是森林氧；

从传统文化而言，这里看的是一部

文化底蕴深厚的史书。

从叶家进去，“重走解放路”，

在红绿结合上享受旅途的乐趣。

先是参观光伏生态园（地处叶家源

开始处叶家村），接受科普教育。

经过叶家水电站，在叶门与叶三公

路分叉口，耸立着一个醒目的红底

黄字的村标，箭头所指便是叶家源

源头三坦村方向。左转200米，就

是叶家源水库大坝了。

叶家源水库，1966年9月动工

兴建，1969年9月竣工，刚建成时

库容为24万立方米。1980年，对

大坝进行了扩建、加高，于1990年

9月重新蓄水运行。枢纽工程由

大坝、溢洪道、输水建筑物、电站等

组成，是一座以防洪为主，集灌溉、

发电、饮用水、养鱼为一体的小

（一）型水库。

观看叶家源水库后，汽车沿库

岸线蜿蜒前行，观赏清澈的库水，

鱼儿水中游，鸟儿林中唱。春天品

赏映山红，山丛中散发出阵阵兰花

香。夏天翠竹翩翩摇曳，群山披翠

山风凉。秋天红枫、乌桕红叶片

片，成了一条火红的源；冬天银装

素裹，掀起层层白浪。

走进三坦村，先是中涓自然

村，接着是山脚自然村，最后来到

西源自然村，这里就是解放淳安第

一村。西源村有股清凉的山泉水，

从磨盆口流出，冬暖夏凉，一年到

头，不论春夏秋冬，也不管天晴下

雨，这股山泉水始终是那么大的流

量。这是一股自古以来就有的泉

水，可以直接饮用，有点儿甜。

从村后上去，那层层梯田“弹

奏”着“欢迎曲”。如果是油菜花盛

开的时候，那更是一处别致的美

景。往上攀登而去，就是海拔

1058米的静山尖了。静山尖，历

史记载原名青山尖。浙皖交界，山

峰屹立，属黄山白际山脉。山脉连

绵起伏，山体陡峭，狭谷深长，悬崖

峭壁，山林茂密，树木郁郁葱葱。

山里氧气充足，风调雨顺的影响，

农民种的庄稼旺盛品优。满山看

去青翠一片，故又称“青山”。山中

春有花、夏阴凉、秋有果、冬陈雪，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风光美景。宋

代诗人郭熙游感：春山淡冶而如

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

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

静山尖山区，不但是皖南游击

队在浙皖边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的游击区域，而且是高山有机茶叶

的基地。这里，每年的4月中旬至

5 月中旬正是杜鹃花盛开的季

节。这时，大都市的游客们到此进

行登山运动，观看杜鹃花，体验自

采茶叶乐，不失为有趣的山水之

游。

清静的狭谷,清新的空气，一

路绿色欢迎您。

留一双布鞋在心里

醉美叶家源

余书旗
···

我们读书的时候假期与现

在略有不同，除了寒假、暑假，

还有两个农忙假，夏收夏种一

个礼拜，秋收冬种一个礼拜。

夏收夏种只一个“忙”字便

可概括，收麦子、割油菜、耕田

犁地、拔秧种田等等，不但每天

“鸡叫出门，鸭叫归家”，晚上还

常常干到深夜。如不抓紧时间

把该收的收了，把该种的种了，

就耽误了季节，会影响收成。

因此,得抢收抢种，这就是我们

那一辈人常说的“双抢”。“双

抢”期间，上到政府机关，下到

单位部门，都要伸出援助之手，

学校当然也不能袖手旁观啰，

所以便有了农忙假。

别看我们小，当不了主角，

但也有很多事情可做，譬如说

拔秧。对，不会插秧，但我们会

拔秧啊！只不过这水田里的蚂

蟥太可怕了。那时候农田里不

用化肥农药，只用石灰。这石

灰可是好东西，旁的用途不说，

就光说用在这水田里，它既可

改良土壤，又可杀虫，所以，秧

田耕耘以后，都会洒一些石灰，

蚂蟥也怕石灰，但时间长了，它

不知从什么地方又跑出来了。

听大人说，被蚂蟥叮咬以后不

能生拉硬拽，若被拉断了，那断

了的半截便会烂在皮肉里了，

这话听了让人毛骨悚然，浑身

起鸡皮疙瘩。

记得那天吃过早饭，整理

好“秧秆”(捆扎秧苗的稻草)，

便随父亲来到了一处叫“毛家

墩”的秧田里。说是会拔秧，其

实之前只是跟着大人玩一样地

拔了几次，今天是正儿巴经地

来拔秧，晚上会计会给我记工

分的，得认真干活。下田以后，

学着大人的样，一丛一丛地拔，

一小把一小把地把秧根上的泥

巴洗干净，然后捆扎好。身边

拔好的三扎秧，虽捆扎得参差

不齐，但也能凑乎。看看平安

无事，一颗悬着的心慢慢地放

了下来，边拔秧边听大人们聊

着一些海阔天空的事。

拔着拔着，忽然感觉右腿

的小腿肚外侧有异样感，侧过

头去看了一眼，吓得尖叫了起

来，一条大蚂蟥已牢牢地吸附

在我的小腿肚上。由于已经

听了大人的告诫，因此也不敢

贸然行动，紧张得手脚无措。

爸爸见状，忙停下手中的活，

直起了腰，嘱咐我别慌，便趟

着水，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过

来。然后用秧根像刷子一样

地在蚂蟥叮咬的地方轻轻地

一刷一刷，那蚂蟥便松开了吸

盘一样的嘴巴，乖乖地下来

了。我用手抚摸着小腿肚上

还在淌血的伤口，再也无心拔

秧，任凭那些大人们或鼓励或

笑话，我也不搭理，站在田塍

上抹了一会眼泪，最终还是选

择了打退堂鼓。后来的几天

再也不敢去了，都是干一些收

收晒晒的活。直到第二年的

农忙假，也许是大了一岁的缘

故，才又敢下水拔秧。

拔秧

章建胜
···

蒲扇，是农家的一缕清风，

是乡村的一道风景。

“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

人来借，等到立冬。”一首儿时

的打油诗，唤回了童年的许多

美好记忆。

新买的棕榈蒲扇，凑上去

闻闻，有一股麦秸的清香味道，

奶奶用一条长长的青布条沿蒲

扇边用针线缝好，看起来，裹纫

得十分精致。然后，又往扇子

柄上打上一小眼，用红线栓好，

这样就可以挂在墙上了，很是

赏心悦目。有的人家还用空心

剪纸贴在扇面上，再用罩子灯

的煤油烟熏，烟熏之后现出文

字来，有的标有自己的名字，有

的现出“清风扑面”“顺风如意”

之类。我央求读中学的叔叔帮

我熏上一段“六月天气热，扇子

借不得。虽是好朋友，你热我

也热”的流行儿歌。

蒲扇不光轻巧灵便，防暑

降温，还能遮荫挡阳，驱赶蚊

蝇。一把新的蒲扇，用了一个

夏天，颜色就会变黄，好像是沁

了足够多的汗珠所致，令人感

觉亲切。盛夏时节，村头巷尾，

瓜棚柳下，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摇着蒲扇的人，一种逍遥自在、

自得其乐的神情溢于言表。蒲

扇虽小，却摇动着整个夏天，给

孩子们摇出了“七仙女、铁扇公

主、济公和尚……”诸多天地人

间传奇故事，摇出了“多劳多

得，少劳少得，不劳者不得食”

的人生哲理。

上世纪70年代，是集体化

时代。那年月，生产队集体出

工，热天歇晌就近找地方纳凉，

一挤一满屋，主人连忙捧出蒲扇

一一分发。酷热难当之际，一把

把蒲扇在大幅度高频率地扇动，

声响呼呼，清风阵阵，凉意醉

人。蒲扇数量不够，人们先是推

让，后是转让，轮流使用，传递着

大伙们的凉爽和真情。

蒲扇实属可人之物。那时

候蚊子多，又没有蚊香和灭蚊

剂，只好用蒲扇驱赶，大人总是

扇走蚊子，关严蚊帐，才喊孩子

上床睡觉。少妇怀抱娃娃，一

扇一扇轻轻地拍，为娃们催

眠。少男少女们还以蒲扇传情

递爱，有一首民歌这样唱道：

“又过岭来又爬坡，对面来个小

情哥。手拿蒲扇肩挑水，接过

扇子扇情哥，只有阿妹情意

多！”

还曾记得生产队长那把蒲

扇？！夏秋两季，大凡召开社员

会，队长必带蒲扇。那把蒲扇，

与队长五大三粗的块头相称，

大得分外显眼。开会之前等人

到齐，无论多么嘈杂，队长轻摇

蒲扇稳坐安然，一副孔明先生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神态。等

到队长起身，扬起蒲扇往下压

压，即是示意全体肃静会议开

始。蒲扇时而拍拍膀子拍拍大

腿，时而左摇右晃指向某处某

人，全然就是队长表达心声的

道具，活生生的颇具吸引力。

全场稍有喧哗，队长的蒲扇就

会拍向桌子拍向板凳，宛如大

堂上的惊堂木。久而久之，大

蒲扇裂了几条缝。队长说，这

把蒲扇跟随我多年，时日虽久，

但敝帚自珍，就是舍不得把它

丢弃。

难忘儿时，依偎在奶奶身

边，尽情享受着燥热里的丝丝

清凉，数着满天星星，听着蝉

鸣蛙声，一个个神奇故事在奶

奶蒲扇下摇出……若干年过

去了，但印记在脑海的蒲扇清

风徐来的画面，永不褪色，淋

漓着童年的思念，晕染成斑斑

乡愁。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扇、空

调进入了千家万户，蒲扇渐渐

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几十年过

去了，奶奶留下的那把蒲扇，我

一直珍藏着，一直铭记心里。

每当看见它，依然感到是那么

的亲切、温馨！

蒲扇

夏利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