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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的滋味
□巴山
砍了家里那棵板栗树， 父亲二话没说给
了我清脆的两巴掌。
从那以后，在我心里，父亲也跟板栗
树一样可恨了。 在我上四年级时，母亲生
了一场大病。 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欠下
大笔债务。 眼看就开学了，我上学的费用
还没着落。“
我就不上学了吧！ ”我说。 其
实，我早就讨厌读书了。“不上学了？ 那你
就从家里滚出去！ ”父亲恶狠狠喝斥了我
滚就滚！ ”说着我就万分怨恨地跑
一顿。“
了。
正当我在屋后山坡上捉青蛙捉得正
起劲的时候，忽然发现父亲站在那片板栗
树林里，时而望着板栗树，时而又朝四周
看什么。 我以为父亲在找我，便赶紧藏了
起来。藏好后，我就注意观察起父亲来。哪
知，过了一会儿，父亲便爬上了那棵最大
的板栗树。 父亲要干什么？ 我偷偷走近一
看，原来他在将那些“刺疙瘩”往麻袋里
装。 那是队里的板栗树，父亲这不是在偷
吗？ 父亲不是经常教育我们兄妹说，不是
自己的不能要吗？
开学那天，母亲把钱交到我手上，让
我去报名。 我说，家里不是没钱吗？ 这是
哪来的钱。 母亲说：“这是你爸想方设法
去借的钱，你可要好好读书啊！ ”
“
不，你撒谎，这是爸偷板栗卖的钱！ ”
“死小子，你吼什么吼，你爸不也是
没办法吗？ 你说你爸是那种人吗？ 不为你
读书，打死他也不会……”
“谁叫你们要我读书的？ ”我极为不
满地吼道。
不满归不满，但从此以后，我在学习
上明显地长劲多了。 毕竟， 我渐渐长大
了，能体量父母的苦心了。 只是那次砍板
栗树的事，我还对父亲耿耿于怀。
上初中时， 我家那棵被我砍过的板
栗树终于结果了，加上包产到户，队里的
板栗树我家也分得了一棵。 那时，板栗能
卖到一块多钱一斤，靠卖板栗，我们家一
年可收入好几百元。 父母除了种庄稼没
啥手艺， 一家人的油盐柴及我上学就全
靠那两棵板栗树了。
但真正让我改变对板栗的怨恨还是
我上初三的时候。 一次，我患重感冒，好

几天饮食无味，即将面临的升学考试，让
我和父亲都忧心忡忡。 那天，父亲突然端
来一碗热气腾腾的东西让我吃。“不想
吃！ ”我确实没味口。“
孩子，你尝尝吧，很
好吃的，吃了病很快就会好！ ”为不拂父
亲意， 我漫不经心地舀了一小勺送到嘴
里。 咦，还真是好吃。 几天没吃东西的我
尝到甜头后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吃
完后，我才问父亲，这是什么呀？
“
板栗，板栗炖的鸡汤呀！ ”
“啊，板栗！ ”我不敢相信，这就是那
满身刺壳的板栗！
是的，虽然我们家早就有板栗树了，
可我从没尝过板栗的滋味。 以前，父母是
舍不得把板栗拿来吃的。
板栗打开了我的味口， 我的病也很
快康复了。
从此， 我再也感觉不出板栗外表的
丑陋了，也再讨厌不起来了。
上大学后， 父亲每年都要写一封信
来，每一次信里，父亲都要写这样的话：
今年我们家的板栗树长得很好， 你不要
担心生活费问题，不要出去打工，专心学
习……父亲的话我明白，板栗树长得好，
板栗结得多，我的生活费就有保障了。 那
时，家乡的板栗已卖到四块多一斤了。
靠家里的两棵板栗树， 我顺利地读
完了四年大学。
大学毕业后，亲朋好友都说，你父亲
总算熬到头了，现在该享享福了。 然而，
哪知道， 亲朋们的话却不幸成了父亲谶
语。 我大学毕业不到半年，父亲便离开了
人世。 父亲是因劳累过度而死的。
父亲临死前说要尝尝板栗的滋味，
我和母亲便赶紧找来板栗， 再杀一只公
鸡炖上。 哪知，当我将板栗炖的鸡汤喂到
父亲的嘴里时，父亲仅能喝一点点汤，板
栗是再也咽不下去了。 看着父亲那想吃
又吃不下的难受样儿， 我的眼泪止不住
哗哗地下落……
父亲活了五十多岁， 可他却从未尝
过板栗到底是什么味。
父亲去世后， 我特意父亲的坟头种
下了一棵板栗树， 但愿父亲在另一个世
界能达成他的心愿。

那年上山遇大雪

那年年底， 领导安排我和同事赴辖
区曹家乡检查个体户经营情况。 曹家乡
地处莽莽苍苍的大山深处， 最高海拔
2018 余米， 是大巴山腹地经济较为落后
的高山乡之一， 全乡零星分布着几十家
个体户。 去曹家乡有 60 多公里，我们租
了一辆小客车负责往返接送。 我们主动
与协助工商部门搞了多年个协工作的刘
一敬取得了联系。 他是当地人，为我们做
“向导”熟络得很，这也是临走时所长嘱
咐的。
抬眼望去，冬日的大山落寞寂寥，高
耸在蓝天下，轮廓凸现。 大山壁立千仞，
如刀砍斧削，崖壁上倒挂着古松怪柏。 乡
政府就坐落在两壁高峰之下。 时值年关，
乡政府门前的几家个体户商店里挤满了
忙着置办年货的村民， 给冷清的深山带
来了难得的热闹气氛。
刘一敬家住在乡政府旁边。 我们检
查完近处的经营户天就黑了， 只好落脚
他家。 夜，笼罩着远远近近的黝黑山峰，
而刘一敬家却灯火通明。 火塘里柴火熊
熊，刘家大嫂围着火塘颠前跑后，刘一敬
陪着我们摆“龙门阵”，不停地端茶递烟。
山里人的淳朴、豪爽、热情和老刘不时发
出的朗朗笑声， 让身处异乡的我们心里
升起一股热烘烘的暖意。
吃过晚饭，我们就早早躺下了，因为
老刘明早还要带我们跑四、五村。 翌日，
天刚破晓，我们便起程了。 从双叉河上山
就是一路陡坡，羊肠小道如蛇行斗折，我
们小心翼翼攀着路边的枝杈和藤草，过

□张浩宗
崖嘴，绕幽谷，跨溪涧，越荒沟……额头
上溢满了密密汗珠。 危岩随处可见，岩页
上沟壑纵横， 烙满了沧桑岁月流逝的印
痕。 山路时弯时直，时宽时窄，宽处能让
两人通过，窄处仅容人一只脚。 约莫爬了
三四个小时，终于走完了漫长的陡坡。 坐
在枯草坪上，眼前渐显开阔。 我们坐下小
憩，喘息慢慢舒缓过来。 举目望去，山变
小了，蓝天上几缕浮云溜过黝黑的山头，
一眨眼就没了踪影。 老刘说，这里就是四
村的地界了，四、五村是连在一起的，地
势平坦，从事经营的个体户有二十余家。
我们紧走慢赶。 老刘说，我们先到苟
知兴家，他是山头上第一家经营户。 行至
苟知兴店门前，经老刘介绍，他赶忙将我
们迎进店里。 店很小，摆的货也不多，却
收拾得十分干净整洁。 我们说明来意，在
对他的证照、 商品进行检查时提出了一
些注意事项。 苟知兴说，国家政策应该遵
守，前几年工商所来的都是几个老同志，
他们也是这么对我们要求的。 我们说，他
们都退休了。 苟知兴说，难怪你们是生面
孔。 苟知兴接着说，我们这里的经营户大
都办了执照，只有几家新开的店没有办，
每年验照贴花， 都是老刘带着工商所的
同志来的。 说话间，已到晌午。 我们草草
吃了午饭，便向其他个体户家走去。 一路
上遇到的情况，与苟知兴说的一样。 对几
家新开业的业主， 我们要求他们限期来
所办照， 并向这些经营户交代了相关政
策。 我和同事商量，回所后一定要把这里
的情况向所领导汇报， 这些个体户经营

条件太困难了，建议所长请示局领导，只
收他们办照工本费，其他费用就免了。 同
事表示赞同。
当走完最后一家个体户时， 已近黄
昏。 店主留我们歇息，老刘则坚持去他一
个亲戚家。 我们摸黑来到老刘亲戚家时，
天空乌云密布，都担心明天下山不顺利，
心里竟沉甸甸的。
入夜，我盖着厚棉被睡在木床上，听
着木格子窗外寒风嗖嗖，呜呜怪叫，回想
着一天的经历，脑海里不知在翻腾些啥，
又实在困乏，便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 一
觉醒来，房外已是白雪皑皑。
老刘说， 老天偷偷下了一夜“强盗
雪”呀！ 这雪不知啥时能停哩。 他坚持下
山，不然，我们就会被困在山上。 老刘的
亲戚拗不过，只好放行。 她找来稻草，为
我们每人搓了一根草绳套在鞋上， 以防
打滑， 然后又为我们每人削了一根木棒
当拐杖拄。
路上，已有了早行人。 我们踩着厚厚
的积雪， 踏着村民们留在雪地上的串串
脚印，步步打滑，怯怯挪动，不知是怎样
摇摇晃晃、颤颤巍巍地梭下了山……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 后来，每年我
也会进山几次，摸森林的脉搏，听大山的
心跳，尝山泉的甘冽，感悟经营者的守法
和诚信，感受个体户的艰辛和快乐，感怀
山里人的淳朴和热忱。 他们身处深山，不
管遇到啥困难都不言苦、 不退却的乐观
与豁达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常常
牵动我的眷念和怀想。

□

小时候，我是一个非常爱动的孩子，
成天在外光着脚丫四处乱跑。
大概只有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
我与几个小伙伴在屋后的树林里疯跑，
脚板底忽然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 疼痛
极了。“
啊，流血了！ ”小伙伴们惊叫了起
来。 果然，我的脚指缝都浸满了血。 是什
么该死的东西将我的脚刺得这样， 抬起
脚一看， 一个小圆球形的果子粘附在我
脚板底下。 那果子外表长满了密密匝匝
的小刺。 再一看，满地都是那些丑陋可恶
的果子，显然是树上掉下来的。
我们都不知那是什么树， 更不知道
那果子的名儿， 但在我幼小的心里却对
那满身刺疙瘩的小东西充满了厌恶和仇
恨。 从此，我再也不去那树林子里玩了。
可后来我发现，一到秋天，那些比我
们大的孩子总喜欢三五成群地往那片树
林子里钻， 回来后他们的衣袋子都鼓胀
胀的，脸上也都一幅兴高采烈的神情。 有
一回， 一个叫猴子的男孩得意忘形地对
我说：“送你一个好东西，要不要？ ”我接
过一看，原来正是那次蛰我脚板的东西：
“这算什么好东西？ 我不要！ ”说着就要将
它丢了。“
别、别、别，这是板栗子，好吃着
哩，不信你吃吧！ ”猴子说道。 我虽没吃，
但我随手揣进小衣袋里， 我要拿回去在
父亲面前声讨它。
“爸，你看，那次就是这个鬼东西刺
了我的脚，猴子他们还捡来吃。 ”
“是可以吃啊，不过，那是队里的板
栗，你可不要去摘哟！ ”
“可那毛绒绒的刺太讨厌了，我才不
稀罕哩！ ”我对父亲的回答很不满。
“你别小看那些刺壳儿，它们可是保
护板栗子的，就象我们人穿的衣服一样，
没有那刺壳，板栗就长不大……”父亲试
图给我讲道理， 我却根本听不进去。 为
此，我不但没相信父亲的那些说教，反而
连带对父亲也有些不满了。
我家屋旁边也一棵树，不大，虽没结
果，但我看得出，那就是板栗树。 有一次，
趁父母不在家，我提着斧头就去砍。 但因
力气大小，最终只砍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父亲回来后，我乐颠颠跑父亲面前说，我

多年前， 我在镇上
的小学读书， 每天要走
八里路上学， 那时候我
最大的梦想， 就是拥有
一辆自行车， 上下学骑
着，既节省时间，又很拉
风。 隔壁小丽家就有一
辆， 她每天只要骑二十
分钟就到学校了， 可以 刘
亚
比我晚起四十分钟，每 华
天早上， 我已经走在黑
漆漆的小路上， 想想小
丽窝在被子里还在睡懒
觉， 可以趁天亮再慢慢
骑车往学校里赶， 我的
心头便会涌起无限的向
往。 要是能拥有一辆像
小丽那样的自行车该多
好啊！ 甚至可以不要她那样的新，能
骑得动就行。
我知道家里很穷， 父母供我上学
就已经很是困难了， 所以我无论多么
想要，也没有给他们提起半个字。 我只
是把他们给我的伙食费一省再省，每
天尽量省出一毛钱来， 以便将来自己
有能力买辆自行车。 可一毛钱毕竟太
少，实现梦想的日子总是遥遥无期。
母亲是从我的梦话里知道我想
要一部自行车的。 那天早上我一醒
来， 她就问我：“你很想要辆自行车，
是吗？ ”我好奇极了，追问原由，母亲
笑了， 她告诉我：“你在梦里一直叫
‘自行车，自行车’的，昨晚把我给吵
醒了。 ”
“是的，我想要辆自行车，方便上
下学。”我不好意思地说了出来。母亲
没有再提自行车的事，我以为她知道
家境不好，没放在心上。
这之后，我每天起床，就看不到
母亲的身影了，问父亲，他告诉我，说
母亲去镇里卖菜了。 镇上的学校附近
有个菜市场， 为了早点去占摊位，母
亲四点钟就起床出发了。 想到那么早
就摸黑挑担去卖菜， 我有些心疼母
亲，让她别去了，她却轻描淡写地告
诉我，家里的菜实在吃不完，卖一块
算一块。 还说，你不也是走八里路吗，
你都没喊过吃亏呢。
一个月后， 母亲兴奋地告诉我，
她要送我一件礼物，然后，她指指堂
屋，我急急奔过去，就看到一辆崭新
的自行车立在那里，车把上还飘着红
色的绸布。 我的眼里顿时洋溢着幸福
的神采，喜滋滋地推着自行车到院子
里练习，母亲帮我扶着车后座，转了
一圈又一圈， 经过两天的刻苦训练，
我终于能一个人上路了。
可母亲却不放心， 我上学的时
候，她就跟在后面一路小跑，我放学
的时候，她早早地来到学校，跟在我
后面，跑得气喘吁吁，两个星期之后，
看我能骑车得心应手，母亲这才放下
心来。
有了自行车的日子，真的又轻松
又快乐。
多年以后， 我有过很多梦想，但
每一个梦想，都是靠自己的辛苦努力
而完成。 我这才想起，当初那个自行
车的梦想，是母亲千辛万苦帮我去实
现的。 终于明白，珍惜梦想，更要珍惜
那个珍惜你梦想的人。 那个珍惜你梦
想的人，是真正的把你放在心间上疼
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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