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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不抬头天不雨。不要说是漫长的封建社
会了，就是到了科学迅猛发达的今天，天若无雨
也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为了让龙迅速抬头，
迅速给大地行云布雨，朔县人在二月二这一天
除去“引钱龙”“剃龙头”外，还有其他讲究。

一
我小时候，朔县城里人已经用上了电灯，

但停电是家常便饭的事，因此煤油灯还是一个
香饽饽，想离也离不转的。记得有一年的二月
初一的晚饭后，母亲就匆匆地洗涮了碗筷，从
堂前的洋箱里摸出一个捻线骨碌儿和一小包
棉花圪蛋放在锅头上，然后再把煤油灯竖子移
到当炕，盘腿坐在灯盏前开始捻线。

捻线骨碌儿是一种最小型、最轻便的捻线
工具，结构十分简单，底端是一个瓷窑里烧制
的比算盘珠子大一圈的圆形瓷骨碌儿，中间开
一个小孔儿，上面栽一根一尺多长的织毛衣针
粗细的竹竿或木杆。捻线时左手拇指和食指
捏住竹竿的顶端，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把棉花搓
成一圪绺，缠在竹竿下中间，然后，左手拧杆
杆，悬空而转；右手续棉花，三指并用。如此反
复，棉线就缠在了杆杆上。

灯竖子一般有一尺把半高，底端是一个或
圆或方的造型美观的木台墩，大约有二三寸
厚，中间栽着一根扫帚柄粗细的木杆，顶端撴

着一个装油的灯盏，讲究一点的灯竖子大多还
配戴着一顶纸糊的将军帽，用三根铁丝或三根
细木棍从灯盏的下端撑起来，离灯盏约有一尺
高，既美观又挡住了烟煤的污染。

煤油灯下母亲捻线的形象映在炕头的墙上，
一闪一闪的，如今想来，好似看着黑白电影一
样。“妈，您儿这是做啥呢？”我的大妹妹翠旦问。

“捻‘顺气线’哩。”母亲微笑着回答。
母亲把捻好的线从捻线骨碌儿上退下来，

双手捏住线头蹬直了一比划，大约有二尺来
长，随后用上下牙咬住，右手用力一拽，如是十
来次，便有十来根长短相仿的洁白的棉线铺在
了炕上。

“妈，我给您儿取剪子哇。”
“可不敢，今儿忌针哩。”母亲边说边从炕

上抽起一根线，折回来分成六等分拧成一根松
松的麻花状的线，再用桃花色的颜料每隔一指
头染一下，转眼之间，一根红白相间的线线就
摆在了炕沿上，虽然煤油的灯光有些暗淡，可
是桃红的颜色依旧耀眼。这就是朔县人二月
二要戴的“顺气线”。

顾名思义，“顺气线”意喻全年万事通顺，
心平气顺。所以二月二早晨起来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戴“顺气线”：每人的二道扣门上戴一
根，大门上一根，家门上一根，锅头上方一根。
也有的人家讲究见门就戴，那就得多捻几根
了，我母亲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坚持到了如今。

说起“顺气线”，“文革”期间被视为是封建
迷信，人们不敢光明正大地戴，要藏在衫子的里
面。1977年以后，所谓的“迷信”不攻自破了。

“顺气线”在颜色上有染桃红的，也有染大红的，
随人的喜好而定。我母亲是“桃红派”，至今不
改初衷。至于说“顺气线”要戴多长时间，没有
固定的规矩，一般是能戴多长时间就戴多长时
间。假如戴上没几天就丢了，也不用再补，随遇

而安。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营生忙了，“顺气
线”就直接用棉线染，捻线骨碌儿也就慢慢消
失了。

“顺气线”不仅是给人戴的，而且也是给龙
戴的，只有龙的气通通顺顺了，才有精神给人
间适时布雨。再者，我们是龙的传人，人戴上
了，龙自然也就戴上了。

二
二月二吃啥饭？大清早晨跌鸡蛋。
跌鸡蛋就是外地人说的荷包蛋。1978年

以前的二十来年，国家穷、百姓穷，想吃一个跌
鸡蛋，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只能等到二月二这
一天。“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那几年不用说了，
市面上的鸡蛋怕是连个影子也见不到的。后
来宽松了，养鸡没人管了，但养鸡的人还是舍
不得自家吃，积攒起来卖掉，换几个急需的盐
碱、酱醋、纸笔钱。

“还有这事情？爸，您儿不是说家家穷得
要命，那鸡蛋又卖给谁啦？”“80后”出生的女儿
自然不知道那时的现状，于是便睁大眼睛怀疑
着问，好像我是在骗她一样。

相对来说，哪个时期也有比较富裕的人。上
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铁路工人就是一个比较富

裕的阶层，朔县人的鸡蛋大多就被他们买走了，
当然还有少部分买主是县里的干部和工人。

1974年，我母亲就在院里养了七八只芦花
鸡，目的就是为了卖钱，平素舍不得给我们
吃。那时的人穷，鸡儿的饲料连糠食也不充
足，全凭散养在院里打野食、吃虫牛。所以那
时的鸡多半是正月里才开始下蛋，一只鸡一个
月能下二十来颗蛋就很了不起啦。

就依1974年来说，到二月二，母亲已经攒
下了多半盆鸡蛋，但每个人只能“供应”两颗，
那时我弟弟还小吃不了两颗，母亲就匀给父亲
一颗。我们全家六口人，十二颗鸡蛋，自然吃
不饱，只好再搭配几个窝窝。

“明儿早晨你吃了你妈妈的鸡蛋，就赶紧
来奶奶家，奶奶还给卬娃留着一份哩，可不敢
和翠旦她们说呀。”我是奶奶爷爷的“掌上明
珠”，老俩口常常喜欢做这些不得人心的事。

第二天早晨，我还没吃完碗里的那两颗鸡
蛋，奶奶就开始在我们家的窗前忽绕了，但又
不敢进家叫我。

我呢，心知肚明，嘴里含着第二颗鸡蛋，慌
忙跳下炕，贼也似地跑到奶奶家吃独食。“你说
那老汉，给娃吃五颗没事哇？”奶奶问爷爷。

“我看不怎。先给舀上三颗。”爷爷眯着眼说。

一口气吃完这三颗后，奶奶二话没说就把
早已舀在大铝勺子里的那两颗倒进了我的碗
里，得意地说：“卬娃到底长大啦，比你爷爷还
能吃哩。回去可不敢和你妈说吃了五颗，就说
是三颗，不，就说是两颗。”

等我回家后，翠旦早已嚎成了一圪蛋，母
亲便满脸不悦地骂：“真妨主，想偏心就不要叫
人看见。从那学来的方儿，妨主死啦！不敢嚎
啦，小心不大会儿上学冻了脸哩，明儿妈再给
卬娃跌三颗，对啦，半颗也不给你哥哥吃。”母
亲一边骂着奶奶“妨主”，一边哄着妹妹破涕为
笑。

吃了七颗鸡蛋的我，虽说没被吃得趴下，
但有好几天食欲不振，打起饱声来，满嘴满嘴
的鸡糖屎味道，竟至于在以后的四五年时间里
闻到跌鸡蛋味道就心翻得想吐。

朔县人二月二跌鸡蛋，美其名曰“咬金咬
银”。在那个贫穷至极的特殊的年代里，它是
人们对财富拥有的热切呼唤，所以二月二家家
户户跌鸡蛋就像过年垒旺火一样普遍而又兴
奋。而今，人们的生活好了，二月二跌鸡蛋的
习俗反而有所弱化。

三

但凡传统的节日，愈是隆重，愈是讲究饮
食；饮食愈讲究，节日就愈显得隆重。在二月
二的中午，朔县人讲究吃擀豆面。

擀豆面，如今算是朔州的一种小吃，小饭店
里有，街上也有卖擀好的生面的，平时一斤五六
块钱，去年和今年的二月二都涨到了十元。

擀豆面的主要原料是豌豆。豌豆也叫“小
寒豆”“淮豆”“麦豆”，古称“毕豆”。喜欢凉爽湿
润的气候，耐寒，不耐高温，朔县的暖崖、利民就
是这种气候，盛产豌豆。豌豆开着白色或紫色
的小花，十分惹人喜爱。豌豆生长期不长，属于
小日期植物，花开得热烈而又匆忙，常常是花瓣
还未全落地，豆荚荚就已露出了角角，一天一个
样地疯长，等到籽实有了面（灌了浆），摘下来就
可生吃，水灵灵的、甜滋滋的，再等籽实饱满煮
着吃，豌豆独有的芳香沁人心脾。

豌豆加工成面粉不像玉米直接上磨一样
简单，记得小时候，大约是 1974 年前后吧，父
亲买了 20 斤豌豆，母亲先把豆子放在大簸箕
里簸去圪茧、捡出泥沙，再用滚水浸泡半天，人
们叫“淘豌豆”。豌豆晾干后，再掺上四五斤红
豆和四五斤小麦，等待上磨。

1974年，朔县已经有了电磨房，但母亲认
为电磨推豌豆太损面，要用自家的小石磨推才

好。我家的小磨大约有四十厘米粗，安在奶奶
家的堂前。推的时候常常是奶奶和母亲一齐
上阵，婆媳二人的头上都扎紧了头巾，好像去
打仗一样。

“哧啦啦——哧啦啦——”奶奶一边用左
手把豌豆溜进磨眼，一边用右手握着小石磨反
复地转着圆圈。

这时的豌豆大约粉碎成四六瓣就行了，朔
县人叫“砬豌豆”。豌豆大约砬下两碗后，奶奶就
双手掬在升子里。这时，母亲的营生就开始了：
她先在地下铺好一张牛皮纸，把四六瓣的豌豆倒
进粗箩子里筛面，然后把箩子里的豆瓣倒进簸箕
里出院簸了皮，再把这些簸好的豌豆瓣倒在大盔
里，用热水浸泡片刻，捞出来后控干水，平摊在地
下或炕上的一张油布上晾。这个过程朔县人叫

“粉上”，也就是让风吹干的意思。
大约两三天“粉好”后，母亲和奶奶又一次

合作起来，依旧使用自己的小石磨推。
“哧啦啦——哧啦啦——”小石磨均匀的

鼾声又一次回到了我的耳畔，仿佛就是昨天的
声音。等到这20来斤豌豆箩成淡黄淡黄的面
粉后，奶奶和母亲的眉毛和睫毛早已披上了一
层厚厚的面霜，远远望去，就像两个面人人一
样可笑。

四
制作擀豆面比制作白面面条费工夫得

多。和豌豆面加水前，面里需先加一种叫“面
丹”的粉剂，大约一斤面加半调羹即可。加“面
丹”的目的是为了面软和、能擀长。

擀豆面需要有一个大大的案板和一个长
长的擀杖。擀杖有多长呢？大约有八九十厘
米到一米长，比普通的擀面骨碌略粗一些。朔
县有句歇后语：“当院立擀杖——四面无靠”里
的擀杖就是这一种东西。由于擀杖长，擀面的
人只要有力气，想擀多宽就能擀多宽，想擀多
薄就能擀多薄。记得小时候，母亲擀出的豆面
就像一张四尺的整张宣纸，薄如蝉翼，上面撒
上一层干面后，折叠成16开本子大小的一摞，
然后用菜刀切成面条形状，用五指抓起一绺，
轻轻地上下抖几下，抖掉上面的干面，下锅煮
熟，加上调料即可食用。

擀豆面由于气味独特，小时候的娃娃们普
遍不爱吃，我们兄妹们就不爱吃。这时候母亲
就吓唬我们说：“今儿是二月二，龙抬头哩，吃
擀豆面就是挑龙尾哩。”

“妈，啥叫‘龙尾’呢？”
“‘龙尾’就是龙尾巴。龙尾要是挑不起

来，龙头就抬不起来；龙头抬不起来，天就下不
下雨来；天下不下雨来，全家人就得喝西北
风。欢欢儿给妈吃哇，慢慢儿就好吃啦。”

还真是这个样，慢慢儿的，擀豆面果然好
吃了。长大后吃擀豆面，感觉比白面要好八倍
也不止哩。外地人也是这样，开始觉得朔县的
擀豆面不好吃，吃的回数多了，便赞不绝口。

二月二吃擀豆面就是为了“挑龙尾”，这是
“助龙抬头”的可靠措施。吃了这碗擀豆面，人
们的心里顿时豁亮了起来，心目中的那条龙仿
佛生了翅膀一样，飞上了苍穹。

等着瞧哇，又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
年景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朔县年俗杂忆（七十九）

二月二二月二（（ 下 篇下 篇 ））
●●陈永胜陈永胜

我曾回望过往，把1980年自我确认为人生
幸运年，有几件大事装点了我的生活，但最让我
有成就感的是结识了老贾。在工作、处事、生活
上，我都得到了他的提升和管护。当婚的1981
年，我和爱人领了结婚证后四处租房无果。一
位热心人给我出主意，找老贾发话，占用《山西
日报》和山西电台驻雁北记者站的一间房子给
我们做婚房。这间房子就在我们办公室的对
门，里面放了半地旧椽木，还有一块大帆布做成
的苫布。我跟老贾提出请求后，他十分爽快而
简洁地回应：“行！”我们自然发疯般地兴奋，两
口子利用一个半天半个夜晚，把带土的椽木靠
着东墙摞起来，再用苫布盖住。

虽家徒三壁（另一壁已有了椽木），但终于
有了安身的窝。知道我们收拾好了，老贾决定
要参观一下。他进门一看那景象，不禁面露惊
讶：“这怎么行？快把这烂东西扔出去！”说实
在的，我们虽嗅到的是细尘味，但心里已特别
满足了。我又担心节外生枝、引起谁的不满
来，给老贾找麻烦。谁想，老贾再二话不说，揭
开苫布，拉起一根椽木就往外走，扔在了院
里。见老贾这样，全报社的人都学着他，不费
一袋烟工夫，就把那些东西全部清理完毕。紧
接着，老贾又嘱咐财务室，当月开资时每人扣
下 5 毛钱，为我们购买礼物。老贾又说，这里
数他的工资高，扣上 1 块。很快，我们就收到
了搪瓷碗、水（暖）壶等礼品。

我们头一天在一个锅里搅稠稀的时候，饭
熟了才发现没买筷子。我到隔壁要子瑾家里
借两双，他说：“还借啥？拿上三双吧！以备来
个客人啥的。”就这样，一个无产者的家庭诞生
了。从此，只要在家里吃饭，我必用那个搪瓷
碗。多少年了，烂了补，补了烂，烂了再补。我
始终使用着。一个不起眼的搪瓷碗，装满了当
年以老贾为代表的雁北报同仁们对我的恩
德。它甚至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多少年以后，
那个热心人诡谲地对我说：“我看你愣不悻悻
的样子挺失笑，本想着老贾会骂你一顿，结果
反倒得到了房子！”“不管怎样，我都感谢你！”

我笑着，回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我开始编版不久，因吃不准版样字数与稿

纸字数的微妙关系，给拣（排）字师傅带来不
便，受到个别师傅的冲呛。老贾知道后，一次
编采协调会，他破例要求报组拣（排）字师傅参
加。会上，他特别介绍了我：“这是新来我们报
社的小齐，他是山药蛋派。今后咱们的文字要
向他学习！”

从此，再也没有师傅跟我发生不愉快。多
少年以后我才悟出来，那是老贾十分艺术地为
我解围。我常听人说，老贾在背后讲我救人的
故事。每每向人介绍我的时候，首先说说那件
事。一度时期，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塑造
我的人品人格，为我构建通往坦途的桥梁。

他在生活圈里呵护我，在业务上则是严之
又严。记得在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我接受
了写一篇社论的任务。我想趁此踢个飞脚，露
露才气。于是别出心裁，论道说理完全运用文
学的语言。下午下班时老贾向我索稿，说要看
看。那时办公区全是平房，我佯装到院里散
步，实际是看老贾办公室的灯什么时候灭。

如果灭得早，说明我的稿子用不着怎么修
改；反之，就证明写臭了，老贾在动大手术。好
长时间没见动静，直觉情况不妙，我便躲回宿
舍等信息。过了好长时间才听到老贾的脚步
声，紧接着听到他从我们办公室门底缝往进塞
稿子。估计老贾走远了，我才惴惴不安地来到
办公室看稿子。我的天，老贾用红毛笔把我的
蓝色钢笔字删的只剩下半句话：“在第一个全
民文明礼貌月到来之际，”然后就在空白处用
行草体重新写了一篇社论。我生怕工人师傅
发现了这个秘密，连夜工工整整地把稿子重抄
了一遍，趁黑把版样塞进拣（排）字车间。

之后，我有好几天羞于见到老贾，总是借
故躲着他，惶惶然等待他在评报会上的厉声批
评。这天正好跟他打了个照面，实在躲不远
了，只能到他的办公室听数落。“社论是代表地
委和行署表态的”，他开门见山，“要突出指导
性和指令性，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干什么

怎么干，一定要讲清楚，不能只玩华丽的文字游
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关于言论的写作理
论。我这个家伙属于宁要面子不要命的角色，
其实当时连通讯和消息也分不清，但从来也不
敢问别人，怕人家小看，而那时想买本专业的书
也买不到，只是在工作中“耍品”。老贾虽然没
有公开批评，但我在羞愧中奋起，在言论写作上
着实下了一番功夫。待我担任了总编辑、社长
后，写过不少言论包括社论。这是后话。

这次露怯以后，我又经历了两次不成功的
采访，差点在老贾面前把嫩脸丟尽。社论没写
好就拣自己拿手的来，自告奋勇去写报告文
学。由于野心太大，想写出《哥德巴赫猜想》第
二，结果写出近两万字的稿子交给老贾，可他
看后没表态，既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把稿
子放到我办公桌上，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我
那种尴尬真比挨一次痛骂更难受。

吸取这几次教训，我变精了，一是再不敢
没把握地揽“瓷器活”，二是写不出上好的作品
再不交给老贾看。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瞎猫终
于逮到了死耗子。那是一次探家的时候，到本
家哥那里闲溜达，比我母亲岁数还大的老嫂子
向我讲述了哺育养子的故事。她边讲边哭，言
至情深之处，我也由不得自己，陪着她排排场
场地边听边哭。本想以他们的故事为素材写
一篇小说，结果刚凭记忆整理一个粗线条的东
西来，还没结尾，便止不住地落泪。感动我的
不是我写得怎么样，而是我写的事件有品相。
这么好的素材还写什么小说，就以新闻报道出
去也许影响会更大。我便一鼓作气，写出了长
篇通讯《金子般的心》。

还是在一个下午的下班时间，我把这件作
品交给老贾，请他斧正。稍许，我以到水房打
水为幌子，路过老贾的办公室门口察动静。只
听到老贾吸溜吸溜地“嘿呀”了一声。我想有
戏，他也被打动了。当他把稿子还给我时，看
到左上方标有“速发”！那隽秀的红笔行草让
我斗胆问他：“发表时能不能署个本报记者？”

“能！”老贾曾在评报会上批评一些稿子质量不

好，提出：“像这样的作品，以后就不要署本报
记者，就署你自己的名字。要坏就坏你自己的
名声，不要坏本报记者的名声！”所以必须向他
请示，顺便探探他的认可程度。后来，我又把
这篇稿子寄往《山西日报》，该报又改标题为

《反哺》，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发在《黄河》副刊的
头条。从此，我的采写再没失手过。要说我在
新闻特别是通讯的写作上有什么可取之处的
话，那绝对是让老贾“逼”出来的。

老贾在业务上严要求，在修为上更是严己
亦严人。他没有收礼的习惯，即便是参会发个
小包包，他也送给了别人。有一年的新年前
夕，他的几个晋南老乡到他办公室看望，放下
两包闻喜煮饼。单位开迎春茶话会时，他就把
煮饼拿到会场，让众人尝了稀罕，也未给他的
小女儿留下一小块。他要求我们，下乡用餐必
须交钱交粮票，不能边采访边采购，坚决杜绝
一切以稿谋私行为。

尤其在发稿问题上，卡得更严。有位同志
在修改通讯员的一个小稿时“不小心”连自己
的名字也署上了，他当众当面痛斥：“这是文
贼！道德问题！”他不允许别人的稿子后面联
署他的名字，从来不侵犯别人的劳动成果。倒
是他写稿总要把同行下属的名字署上，而且要
署到他的名字前面。知道了这些规矩后，我从
不敢轻易地编发熟人的稿子。凤舞擅写也喜
写，我照样更加严拒。其稿子见报都是通过他
人之手。老贾曾提拔过许多人，从没听说过他
得过谁的什么好处。

我26岁那年被任命为总编室主任，任前连
一点迹象都没有，老贾那里更是没透露出半点
音讯，更没让我领情什么的。直到开会宣读地
委组织部的任命文件时才知道，我这个无依无
靠无学历的人竟然能安上这么重要的“翅翅”。
我当时到他那里辞职，言明想搞文学创作，能不
能做些空闲时间多的工作。再说，这个职务我
也不胜任。他郑重其事地跟我讲，在报社，搞新
闻是正业，写小说是副业，要分清正副。再说，
同是文字工作，在哪个行业能做出成绩也算成
绩。至于胜不胜任，只有干了才能知道。我再
不敢“大摇大摆”地创作，只能在繁忙的编务后
偷点闲。在这个任上，我真还干得小有声色。

后来细想，不是我有本事，离开老贾等领导
的支持与指教，我什么也不是。有他这样的背
景，他的儿女也没弄个什么科长局长的干干。
尤其是他的儿媳毕业于清华，父亲又是雁北地
委执掌重权的领导，但她到逝世时连个副科也
没当过。在雁北，在新闻圈内，说起贾春太这个
名字来，基本就是清廉和正义的象征。早在
1989年的全省“两会”上，作为省政协委员的老
贾慷慨发言，怒斥买官卖官行为，强烈建议反腐
败。试想，那个时候就按照他的建议做，风气一
定不至于差到哪里去。他的要求有时似乎不近
人情，但按着他的理念行事，绝对不会走上错
路。他甚至主张大年初一不要相互拜年，认为
那样太累、很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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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洼村有股好水，是方圆几十里地都出了名的。
这股好水出自村子里的前沟，人们也叫它甜沟。甘泉

虽流量不算大，每天也就是个五六十吨，但它供全村人吃
水还有剩余，如果没人取水，它就会白白地流去。全村常
住人口四五百人，一百三十多户，平均每户每天用水按一
百五十斤计算，只用十来吨，如果全部利用的话，可供像这
样大的四五个村子的用水。

甜沟长五里多，沟沟叉叉极多，从西向东辐射，流向也
是从西向东。沟里小泉极多，每到春夏，天气如果不是特别
干旱，沟里到处都是沼泽，也就是人们所称的夏湿地。甘泉
的地段也很特殊，它是从一处崖边的石罅中流出来的，人们
用长的片石把它接住直接流入桶中，称此叫不落地水。

这股甘泉有个怪毛病，它冬暖夏凉。每到冬天，天气
越冷，泉水越热，伸手过去，热乎乎的，偶尔揭起泉里一片
石块，石块下还藏着几只青蛙。泉口还冒着腾腾热气，周
边还长着绿色的小草，草上挂满了银白色的晶体，好像串
串不规则的珍珠，小孩子们每到泉水旁，必定摘几串放到
口里，当冰淇淋吃。每到盛夏，劳动的人从田地里回来，总
会喝几口甘泉的水，一为解渴，二为凉快。掬几把水洗洗
脸，透骨凉，还有一股寒气袭人，顿时劳动时的疲劳全部消
失，真是爽快极了。

据老人们讲，这股甘泉旧时并不是从这个地方流出来
的，而是从比这个地址靠里边的一处石罅中流出来的。我
小的时候还在里边见到人们放置的几个大石槽，据说是供
饮牲口用的。不知什么时候有位妇女在泉口洗了脏布，把
甘泉冲跑了。几天后从靠外一点的地方又流出来一股清
澈的水，又可供村里人使用了。从此，老辈们就告诫人们
不要在泉子的近处洗脏东西，要洗就拿到离泉水远些的地
方。这些虽然是传说，可全村人都信以为真，大人小孩都
对泉子敬礼有加，处处爱护。有时泉水会从下面钻出，谁
如果遇到了，马上会修复好。

这条大沟养育了南洼村。它从西到东顺流五华里和
砖井沟、乔儿界沟汇合，最后经三个石湖流入桑干河。

在旧社会，每遇旱灾甜沟便是救命的沟。沟里三分二
分或者更小一点的菜地，东一块西一畦，大地干旱无收成，
沟里菜地夏湿不大旱，绿油油嫩生生，供应村里人们吃菜，
最底保证不会饿肚子。后来村民们在甜沟不能种植庄稼
的地方，都栽上了树，到了夏天，整个大沟一片墨绿。沟里
的树长得快，成材快，上世纪六十年代村里翻盖了两次学
校，通了电话，所用檩条、电杆全是沟里栽种的树木；到了
七十年代，村里的木料用也用不完，有时还卖给其它生产
队或公社加工厂；八十年代，树木更是长势良好，两个人抱
不过来的大树比比皆是。沟里时不时会有狍子、狐狸、黄
羊出现，獾、野兔、松鼠也经常出没。旧时狼也经常有，周
福儒的哥就是被狼咬死的，周俊小也被狼咬伤了脸，到死
脸上的狼扯疤还在。每当人们进到沟里，野鸡咯咯地叫，
老鹰在空中盘旋，野兔扑棱棱地奔跑……犹如进入了古老
的大森林里。

人们拿甘泉的水去有关部门化验，发现各种微量元素
含量非常适合人类直接饮用，所以曾规划要在南洼村建设
一座矿泉水厂，但缺少资金，规划一直没有落地。2007年
夏天，东露天矿开工，甜沟里开进了好多机器，轰隆隆地日
夜不停地作业，不到一年甘泉被掩埋，树木被掩埋，嶙峋的
怪石也被掩埋，到现时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甘泉润泽了甜沟，也润泽了一代又一代的南洼人。它
给南洼村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留下了磨灭不了的思念。

南洼村的甘泉
●周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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