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妈妈的背影
■ 吴伦林

妈妈离开我们十多年了，我最不能忘
记的是她一生忙碌的背影。

妈妈含辛茹苦把我们姊妹兄弟六人拉
扯大，在我的记忆中，她一年到头，从早忙到
晚，一刻也不闲着，真是辛苦操劳了一辈子。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国掀起上
山下乡热潮，盐场也不例外，周边的适龄青
年都踊跃报名，我两位姐姐亦在其中。妈妈
心疼地送走了我两位姐姐，她们分别到江
苏生产建设兵团十团和东海县曹浦大队插
队落户。紧接着，我也迎来复课的机会，要
去大高圩———徐圩盐场中学读书。

临行前的那天晚上，天黑了，夜静了，
妈妈将洗好的衣服、被褥和洗漱用具整理
好，又轻手轻脚去了小锅屋。不一会，从小
锅屋传来烧柴火发出的噼啪声响和锅铲的
碰撞声。我起身走出自己的小屋，借着月光
和火光，从小锅屋的门缝朝里张望，只见妈
妈上身穿的是带大襟的蓝上衣，下穿一条
灰色的裤子，齐肩的短发两边夹着黑色的
发卡。她拖着在滩上劳动一天后已是十分
疲惫的身子，不时弯下腰，左手拿着柴草往
锅膛里送，右手拿着锅铲不停地在锅里翻
炒。火光把妈妈的脸映得通红。顺风吹来一
股浓香的炒面味告诉我，这是妈妈在为我

准备炒面，她怕我在学校吃不饱挨饿……
有妈妈的细心周到，我无忧无虑，回到

床上又呼呼睡了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我醒
了，一睁眼，房里那昏暗的煤油灯还在发岀
微弱的光。只见妈妈戴着老花眼镜，还在一
针一线缝补我那双心爱的已经开裂的球
鞋。夜色深深，她的身影折射在墙上，显得
格外清晰。此刻，平时看着清瘦矮小的妈妈
忽然在我的心中高大起来，眼前的剪影，不
仅慈祥温暖，更像一座大山，一座坚实有力
的大靠山。有这座靠山的支持和倚靠，不管
我走到哪里，走出多远，定会所向披靡。

一转眼，我初中毕业了，回到老家当了
一名盐工。 经过几年的努力， 我用我的朴
实、勤奋赢得了职工群众的认可。从一名盐
工一步步被提拔到淮北盐务局担任筹建共
青团的工作。我常在想：这一切都离不开母
亲的关爱和支持，是她用无私的爱和汗水，
为我无忧无虑施展抱负创造了条件。

儿行千里母担忧， 孩子在母亲的心中
永远是没长大的孩子。那一年，我得了肺结
核，住进了医院，这可把母亲愁坏了，知道
我生病是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她
心疼地流下了泪水。

病情发展颇为严重， 一个精神抖擞的

年轻人， 在医院一住就是13个多月， 共计
412天，我至今都记得那些艰难的日子。

肺结核是“痨病”。在当时也属难治的
传染病，人们谈“核”色变。我想见亲人又不
想给他们带去传染的风险， 就不让他们来
探视。吃药、打针、输液，每天重复着这三件
事，最头疼的是输液，输一次要耗十几个小
时。那时候，我才20多岁，事业也在上升期，
这么长的时间，病情没有明显好转，焦虑和
煎熬占据了我的心， 真是度日如年。 这时
候，我真的希望妈妈能在身边。其实，妈妈
在家更是心急如焚， 她四处打听治疗的偏
方，寻找治病的方法。当她听人家说陈年腌
韭菜的老卤汁能治肺结核病， 她就逐条圩
子、挨家挨户去找韭菜卤。也不知道她用什
么方法，问过多少人，走了多少路，经过多
日不歇的打探， 终于在三十里外的东辛农
场西洋庄找到了这韭菜卤。

1977年春节放假的前一天， 大约是上
午9点来钟，我躺在病床上输液，病房的门
轻轻地被推开。 我一睁眼看见妈妈提着竹
篮子走进病房。她急急地来到病床边，俯下
身子紧紧抓住我的手， 腾出另一只手又把
我的被子盖严实。

见到久违的妈妈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

的床前，拉着我手的一瞬间，一股暖流传
遍我的全身，我像个爱撒娇的孩子，受了
委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妈妈连忙掏
岀手帕替我擦干眼泪， 一边指着篮子，对
我说：“咱家鸡生的蛋全给你带来了，给你
补身子。这包里包的是你最爱吃的烤沙光
鱼干……”

我生平第一次在医院里过年。 春节那
几天，我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皇帝
般的日子”。有了妈妈的陪伴，在浓烈的母
爱氛围中，孤寂和病痛都算不了什么，医院
也变得温馨起来，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春节假期转瞬结束， 妈妈要回家上班
了，家里还有一大摊子的活等着她去做呢，
我不想让她回家， 又不能把她霸在我的身
边。我依依不舍地送她回去。我把妈妈送到
医院大门口的公路边， 妈妈拉着我的手左
嘱咐、右叮咛，不愿松开；眼眶里浸满泪水，
三步两回头。那种深深的不舍、那种舐犊情
深……我望着她穿了多年的带大衣襟蓝上
衣、灰裤子，齐肩的短发、提着竹篮子的熟
悉身影，渐渐消失在人流中……

我的心早就融化在她的母爱中了，以
致她走了这么多年， 我仍无法走出她的背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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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的中师生
■ 万自力

大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 面对
城乡小学师资严重不足的状况， 国家实施
从初中毕业生中招考优秀学生就读中等师
范学校，毕业后到小学任教的政策。直到上
世纪末, 中师教育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一代“中师生”也就定格在了漫长而宏大的
历史画卷中。

时过境迁,回望过去,画卷虽显厚重却
也斑驳,虽有沉郁却够宏大……

一九八八年盛夏，年轻的我，迈出了徐
州师范学院的大门， 跨进了连云港师范学
校。虽然在中师只是短短的十年，就离开，
踏进了人生的另一条河流。但回看当年,至
今还时时留恋： 我曾经有过如此优秀的一
群学生；却也时时惶恐：我是否学养不逮能
力不及而耽误了这些学生……

“少年心事当拿云”， 年轻的中师生曾
经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天之骄子， 或许确
实曾经是。 毕业后的他们平凡如乡间的草
籽，虽然是那么不起眼，但也会把红的、黄
的、蓝的……各种颜色的花，藏在叶间，细
小而执着地开放着。 他们耗尽了一生的芳
华，换得国家的乡村教育不但没有枯萎，而
且逐渐枝繁叶茂，百花竞放。这些耕耘在小
学课堂的辛勤园丁们，一干就是几十年。如
今，四下张望时却发现：自己已慢慢地成为
一段历史的印记，现实生活的落伍者；因为
岁月太过匆匆，脚步太过沉重，而无暇顾及
一路走过的风景。

中师生毕业的年龄，正是青葱的岁月，
正是做梦的季节，但梦却提前终结了，只能
弯下腰去，做一块垫脚石，当一个孩子王。
他们以出类拔萃的综合素养进了中师，饭
票问题自然是解决了， 却也成了乡村教育
的风雨同行人。青春年少的他们，懵懂之

时就扛起了遍布祖国乡村田野的基础教
育，他们是一代有抱负、有学识、顾大局的
群体，几多风雨，几度春秋。求学时，他们
也许很少想过，自己那一段中师学习的经
历，曾是国家教育的一件大事，是国家战
略；毕业后耗尽了一辈子的芳华落实着国
家战略， 成为国家基础教育的守护人。对
于他们的家国情怀， 我们欠他们一个点
赞。

他们或许在偏僻的乡野里，在孤独的
寒灯下，在学历的挣扎中，更在昔日同窗的
高光中有过声声叹息：叹息自己如刚刚开
始灌浆的庄稼却被早早地收割了！

但时光终会使他们释然，凸显他们的
价值：担当、坚韧、负重、聪慧。回首过去，是
回不去的青春；面对当下，是放不下的责
任。他们有着自己的热爱和信仰，他们走出
了青春，也慢慢地走出了时光。事业艰辛，
生活困顿，他们却依然仰头望星空，犹如纤
夫拉着国家基础教育的大船默然前行，也
许曾经彷徨犹豫、于心不甘，却从没有偏离
过航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毕业开始，
就一直工作在乡村学校，在这样的平台很
难成名成家，很难呼风唤雨，也少有荣耀时
刻。然而，他们并没有躺平，而是用自己一
生的付出，在小小的一方天地中、三尺讲台
上执着着铭记于心的“学高为师、身正为
范”。无疑，就是当年的一届届中师毕业生，
挺直了国家乡村教育的脊梁，撑起了基础
教育的大半天空！

他们本着初心，艰难前行，为着国家以
及一代又一代人的未来，贡献着自己的青
春和才华。时光流逝，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
活跃在教书育人的讲台上，谈及过往，少了
些委屈和不甘，多了些自信和收获，当然也

少有人提及自身的奉献和牺牲。曾经，围绕
着素质教育， 学界争论不休。 实事求是地
说， 我个人以为当年的中师教育应该是最
近于真正素质教育的。 面对中师生这一群
体，我也常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他们应
该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却因选择乡村
中小学教师这个职业， 落在了教育链的最
末端，这让他们的人生之路，或多或少地呈
现出悲情色彩。对此，我不敢苟同：栋梁之
材的标准是什么？ 他们以自己一生的不倦
付出换得国家乡村教育的春色满园， 难道
不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吗？ 何况他们认真上
好每一节课，“传道、授业、解惑”，或成为受
人尊重的教育名师， 或恬淡朴实过着知足
人生，多得学生爱戴，说“桃李满天下”恰如
其分。如今，芳华已逝，青春不再有，但他们
问心无愧，因为初心犹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师生，素养好，
家国情怀重，可塑性强，是教师中的中坚群
体。这样的优秀群体，以后还会有吗？当年，
在每一个初中毕业生面前，都有两条路：上
高中，或者上中师。选择上中师的他们，曾
经为之自豪过，也被多少人羡慕过。后来虽
也曾为自己的不充分发展而难过， 但他们
没有怨恨他人，更没有归责于时代，自己的
选择，何必言悔！一路坎坷一路歌，直到今
天， 曾经的中师生们仍然是基础教育不可
或缺的力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离开讲坛后，我长期供职于新闻媒体，
让我有了在更广的视角中观照这个特殊群
体的可能。这个群体担当意识强、业务素养
优、聪慧悟性好、人文情怀浓厚、不服输。有
着强烈的弥补学历上的不足、 成就自身的
诉求，大都付诸努力并获得了成功。一些有

意或无意的信息汇集给我以一定的慰藉：
2021年江苏省公布的连云港市第十六批特
级教师中， 上世纪的中师毕业生占了不低
的份额， 和我有着师生之缘的就有多位；
在我曾任班主任的1986、1987两级学生
中具备中学高级职称的超过一半以上，
少部分具备了正高级职称。 当年这群十
八九岁的孩子，奔赴各地乡村田野，如今
不少已成为一个地区的学科带头人、名
师、名校长等。彷徨失落、迷茫纠结、悲情
抱怨可能在部分学生走出中师校门、初
为人师时多多少少地存在， 但这绝对不
是主流，更不会是常态。还有一个普遍而
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 这些中师生的子
女大都比较优秀， 考上名牌大学的占多
数，这其中是不是掺杂着某种“找回”心
理，我不得而知，可能吧。

几天前， 我曾和1988级的一位中师学
生叙谈。 这个当年在市区小学实习讲台上
显得胆怯、紧张的女孩，三十年过去，已经
是一名特级教师、国家级名师、有着正高三
级职称，执掌着一所名校。当年的一个中师
女孩，走到今天，该有多么执着的初心、多
么不懈的付出、多么扎实的基础啊！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 中师十年为
人师的时光无疑是非常美好的， 虽然艰
苦，但苦并快乐着。原因无它，就是在这
十年， 我遇上了如此优秀的一群又一群
中师生，我们一起成长，相互成就。那段
时光也成了我一生的珍藏， 成了我人生
中的一张精美书签，时不时地去翻阅，去
怀想……

时光流逝，容颜渐老。“苔花如米小，也
学牡丹开”，回望田野阡陌上一片片美丽的
花，那是中师学子吐芳华！

高邮西北乡
■ 相裕亭

隔着一片湖泊看高邮，满目都是波光
粼粼的湖水，丝毫看不到高邮城的轮廓。

当地人告诉我：“晚上，可以看到对面
高邮湖大堤上车辆的灯光穿梭闪烁！”还有
人说：“高邮城被运河的河堤给遮挡了！”这
话，应该是有些道理的。

我曾在汪曾祺的《自报家门》中看到
“我们小时候到运河堤去玩，可以俯瞰堤下
人家的屋顶。”这就说明高邮城外的运河大
堤比城内的房顶还要高呢。

高邮城的西北侧，是一片湖泊。那湖的
名字虽然来自高邮城，但它的名气并不比
高邮城小，那就是高邮湖。

高邮湖对面，即高邮城的西北方，有一
座古镇———塔集。当天，我所处的位置，就
在塔集境内。

历史上，塔集曾属于高邮管辖。而今，
它是淮安市金湖县下面的一个乡镇。具体
一点说，它是金湖县东南方向最偏远的一
个水乡古镇。

可当地的同志并没有带我去看塔集古
镇。而是直接把我带到了高邮湖的岸边。地
方电视台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我：“鄱阳湖里
有海市蜃楼，高邮湖里也有海市蜃楼。”并
具体到雨过天晴以后，或是清晨湖上雾气
散去时，湖面上便会显现出七彩斑斓的彩
虹。

我到塔集去的时候，是一个夏日的午
后，气温比较高，但只要不是站在太阳底下
暴晒，仍然能觉得湖面上吹来的风，习习宜
人。

塔集与高邮城隔湖相望。那里不仅拥
有碧波荡漾的万顷高邮湖，还拥有万亩红
荷叠翠的荷塘。湖里有岛屿，也有苇子，还
有像云朵一样群飞的水鸟，景致是很美的。

我站在湖岸边，穿行在翠色的荷塘中，
看到水域边三三两两的人家，心中便想起
汪曾祺笔下“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的
水乡人家。以及那个沿着弯弯田埂走来，准
备去“剃度”的小明子。

汪曾祺先生曾在小说《受戒》中写道：
小明子跟着舅舅出家时，要“过一个湖，好
大一个湖！”然后，再穿过一个县城。并说县
城里真是热闹，有官盐店、税务局、肉铺、布
店，有吹糖人的、耍蛇的、卖茉莉粉的、卖梳
头油的，还有一头被蒙上眼睛磨芝麻油的
驴子，弄得满街都是香油的气味儿。

小明子所穿过的那个县城，自然就是
高邮城。那么，小明子的家乡又是哪里呢？
汪曾祺先生没有明示。但是我们能够感觉
到。那个“好大的湖”若是高邮湖的话，小明
子的家乡就应该在湖的对面，即我现在所
站立的地方———塔集。

然后，小明子跟着舅舅来到县城，看到
县城的布店、盐店和那头拉磨的驴子。再后
来，他们穿过县城，又乘船走了一段水路，
才到达舅舅出家的菩提庵。

这样推敲下来，小明子的家乡，可不可
以想象成高邮湖对面的塔集镇，或是塔集
镇周边的某个小村呢？

塔集，东面和南部都是湖泊，西面隔着
一道古淮河。塔集与高邮城的直线距离只
有七八里。早年间，天气晴好时，确实是可
以隔湖看见高邮城的雌雄塔。而高邮城那
边的人家，站到运河大堤上，同样也是可以
观望到湖泊这边的另一座宝塔。只可惜，塔
集这边的那座宝塔，已经淹没于水中，而今
连一片瓦砾都找不到了。

我到塔集，按照当地人的引导，是去看
荷花的。他们说，那里的荷花有上百种。我

很好奇。荷花怎么会有那么多品种呢？可当
我真的来到塔集，还真是长了见识，不但荷
花有上百种，荷花的颜色也不是平时我在
公园里、村庄周边荷塘里所看到的红、粉、
白几种单调的色彩。塔集的荷花，有红的、
粉的、白的、黄的、淡黄的、紫的、淡紫的、深
紫的、铁青的等等。花朵的形状更是千姿百
态，它们大如盘口，小似酒盅。花瓣儿有一
瓣一瓣坦然舒展开的；也有像牡丹花那样，
把花瓣儿绽放成层层叠叠的模样。它们的
花蕊与花瓣的颜色搭配，更是你不能想象
的。白花中有红蕊的，也有吐黄穗的；红花
中黄蕊、紫蕊的都有。甚至连都市人家养在
缸里的睡莲，在那里也都是一丛一丛、一团
一团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当地人调侃说，
它们那是“野睡”。

我穿行在荷塘中弯弯曲曲的小径上，
两眼胀满了翠色。视线不时落到一条条打
草的小船上。他们或兄妹，或夫妻，大都是
女人驾船（掌舵），男人持木叉在荷塘、湖汊
子里捞草，且把捞上来的水草，高高地堆积
在船头，像是船上冒出了一个小草垛儿。

我问当地人：“他们在捞什么？”
人家告诉我：“是水花生。”
我一听“水花生”，认为它们是可以在

水下结花生的一种新型植物，甚至想到，时
值盛夏，他们就开始收“花生”。可再一细
问，方知那是一个外来的品种，繁衍得非常
快。前几年，每当荷塘里有了“水花生”，就
是灾害来临了，要立即组织人力把它们连
根拔掉。可自从发现那种“水花生”是龙虾
们喜爱的食物后，便将它们变废为宝，用它
来养殖龙虾的同时，还用它来净化水质。

之前，我只知道盱眙的龙虾很出名，可
到了塔集，方知高邮湖的龙虾同样也是名

声远扬。甚至有人说，盱眙那边的龙虾，有
相当一部分是从塔集这边采购过去的。

期间，我还注意到荷塘里的荷叶，并非
像小鸟长成大鸟那样， 从小到大都是鸟的
样子。可荷塘里的荷叶在它初露水面时，完
全不是圆圆荷叶的模样， 而是一个嫩绿的
“筒”儿，准确一点说，是两个对卷着“绿叶
筒”儿，羞羞答答地对望在水面上，等它开
始舒展叶幔时， 也不是一下子就绽放成一
叶圆圆的荷叶儿，而是像西部牛仔的“卷边
帽”那样，慢慢在水面上舒展。一旦它舒展
成一个圆圆的荷叶， 它便高贵得像个公主
一样，连一点水花都不让“侵入”到它的叶
面上。

平时， 我们在公园里或是在某一条河
沟里所见到荷花与芦苇丛， 大都是人工栽
培的，用来装点水塘、扮靓景点、供游人们
观赏的。可到了金湖、到了高邮湖对面的塔
集古镇，完全可以用“百里荷花千里香”来
述说那里的芦苇荡、荷花塘———荷花湖。

最近几年， 塔集人正在借助于高邮
湖， 或者说是在借助于高邮的文化名
片———汪曾祺先生的名气，来装点他们的
塔集古镇。他们说，《受戒》中小明子的家
乡，就在他们塔集古镇上。这样说来有些
牵强了。小说就是小说，小说中的人与事，
有着很大的虚构成分， 我们不必去较真。
但是，塔集人完全可以把《受戒》中的小明
子“请”到他们古镇来。如沈从文笔下的
《边城》，并非就在凤凰古城。可湘西的凤
凰古城，恰恰是因为沈从文的《边城》而蜚
声海内外。

我在想，不久的将来，塔集古镇也许会
因为汪曾祺笔下的《受戒》、因为《受戒》里
的小明子，同样蜚声海内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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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垛
■ 徐黾

三夏大忙一结束，农家的房前屋后，会出现一个个精
致的麦垛，高低不同，长圆各异。

麦草对农家来说，用途多多，简直算得上生活必需品：
揣枕头、当柴火、做饲料、铺床垫、苫房子……因此，将麦草
归堆垛起来，以备长久日常之需，几乎是每户农家的必修
课。

堆麦垛的活往往由经验丰富的老把式来担当，“毛手”
来做的话不是弄得东倒西歪，甚至中途坍塌，就是经不住
雨水侵蚀，早早从垛顶烂到垛心，白费了一季辛苦。

堆麦垛与打麦子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那边机器轰鸣，
麦粒从出口沙沙流出， 这边的麦草便也随之源源不断。负
责堆麦垛的垛手必须提前选好麦垛的落脚点，再根据麦草
产量的多少确定麦垛的大致占地面积、高度。麦草少摊子
铺大了，或者麦草多而占地太少，最后堆成的麦垛一准会
不伦不类，成为左邻右舍的笑柄。

有一种叫“弓网”的简易工具，是专门用于被脱粒后的
秸秆人工短途运输的。当第一弓网麦草被拖拉而至，码垛
人便开始忙碌起来，一把钗股被磨得发亮的草钗，便是垛
手仅有的武器。面对连绵涌来的麦秸，只见码垛人并不慌
乱，随着草钗在他手中随心所欲地左挑右拢，一网网麦草
便按照事先谋划好的蓝图， 灵活而整齐有序地各就各位。
麦垛在缓缓升高，到了一定高度，垛下拉弓网的助手就摇
身变成“二传手”，他需将麦草用草钗钗起，传递给居高临
下的码垛人，再由码垛人用草钗心领神会地接过去，稳稳
地安置到理想的位置。码垛人会在尚处雏形的麦垛上不紧
不慢来回走动，一方面是为了不时地观察全垛，统揽大局，
对眼前的形势了如指掌，另一方面是为了将松散的麦草踩
压得结实些，稳扎稳打。

经过脱粒的麦秸表面光滑， 因此摆放必须一层压一
层，一圈套一圈，次第分明，增加麦草间的摩擦，否则很容
易滑坡。记得高中时有次放忙假，不知天高天厚的我总觉
得码麦垛没啥技术含量， 也模仿大人的样子码起垛来。码
到一米多高，站在垛上的我忽觉脚下不稳，情知不妙，赶紧
用草钗试图撑住，却事与愿违，草钗成了撑船的篙，脚下的
一大块麦草往下越移越快，最后我乘着麦草一头栽进了旁
边的青草丛里。麦垛的一角完全垮塌，父亲赶紧出手救急，
总算挽回了我一手制造的麦垛残局。

打麦场那边的麦子所剩不多，码垛人便要考虑收垛的
事。收垛，就是将垛子自下而上、由大到小地逐步收缩，直
到封顶。收垛的时机，全凭码垛人的经验来定。早了，会有
多余的麦草无处安置；晚了，会堆成无顶的垛，不成垛。垛
顶一般都用“帽头”做封。“帽头”就是麦穗经脱粒过后留下
的细碎麦穰，它就地取材，防水、耐晒、不易霉烂，确是封垛
顶的好材料，将它均匀地在垛顶铺上一层，再拍打严实，收
垛就完成啦。

这时打麦场那边已响起了打扫战场的声音， 可码垛人
的工作还没完，他要进入最后一道工序———手持草钗，钗面
往下，钗尖与垛身垂直，围着麦垛，自上而下，将裸露、附着在
垛子表面的零散麦秸，转圈儿往下刷扫、击打，一下，一下，直
到将整个麦垛的“臃肿”和“拖沓”去除，变得清爽利落。

最理想的麦垛，端庄、对称、结实，不渗不漏，换不同角
度看，都是或浑圆，或笔直，十分有型。这样的麦垛，历经两
三年也能保持麦秸色泽鲜亮，富有韧性，可用于烧火做饭，
铡碎喂牛，房屋苫草，还可垫在床铺的席下，增软添暖。从
这样的垛上往下扯草有些棘手，起先会很容易扯拽，可越
往里越拽不动，像被吸住了一样。有时费尽气力抓住一大
把麦草用力一扯，落在手里的却只有几根，等扯够了草，会
拽得两手生疼。在生产队的社场上，你会很容易看到中间
被扯去一半甚至更多的麦垛，因为中间掏空，上面的麦草
便像飞檐一样，在下面覆盖出一个空间，有的大到可容纳
几个人。整个麦垛看似摇摇欲坠，其实却很牢靠，避雨、藏
人都完全没有问题，我和小伙伴们一些好玩的游戏就是在
这里完成的。

时至今日，麦收还有，而麦垛不再有。一是作为家用柴
火，麦草早被电和气取代；二是铁牛替代了耕牛，麦草的饲
料功能自然消失； 三是楼房别墅成为农家住宅的首选，麦
草的苫屋功能黯然丧尽。麦草的去处除传统的造纸、粉碎
还田作有机肥料外，科研部门正不断探索着汽化、发电、造
乙醇、做建材等新路子。

消失的是麦垛，永不褪色的是关于家乡故土的乡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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