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愈升 原新华社珠海特区支社社
长，有散文随笔集《五月的杨家岭》《野草
杂花》；出版诗集《唱给蚂蚁的歌》《夏雪
花》；出版报告文学选《如火深情唤春
归》；电影剧本《春到边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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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秧机的故事插秧机的故事
□ 张 波

春风正在渡过此岸（组诗）

□ 李海洲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纸本水墨 余庆 作品

“白鹿原”起始于周、秦年间。有白
居易一首七绝为证：“宠辱忧欢不到情，
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
鹿原头信马行”。北宋时，大将军狄青在
白鹿原屯兵养马，从此便将白鹿原改名
为狄寨原，一直延续到今日。

自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问
世，把尘封在史书《竹书记年》里的白鹿
原的名称复活叫响，从此“白鹿原”名声
大噪，老少皆知，已形成一种“白鹿原”文
化。

金秋十月，我们一行人登上离西安
30里的灞河之畔的白鹿原，拜谒已故作
家陈忠实故居。

陈忠实的家就坐落在白鹿原的北坡
下，张河湾西蒋村。此时白鹿原已是一
片深秋的景象，沿甸甸的谷穗压弯了腰，
硕大的玉米裸露着马牙，大红的柿子挂
满枝桠，棉花吐着白絮。白鹿原脚下的
灞河、浐河在太阳底下闪着银波。好一
幅色彩斑斓的秋色。生于斯长于斯的陈
忠实，他的鸿篇巨制《白鹿原》就是在老
家祖辈小院里完成的。陈忠实曾在自己
50岁时，深感生命的紧迫时说过，老了要
创作一部垫棺之作，才能对得起生我养
我的故土。陈忠实做到了。为了完成这
部长篇小说，陈忠实付出了巨大的艰
辛。正如他在《白鹿原》创作手记中写
道：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

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吃食，回到乡
村祖居的老屋。我站在门口对着送我回
来的妻女挥手告别，看着汽车转过沟口
那座塌檐倾壁残颓不堪的关帝庙，折回
身走进大门进入刚刚清扫过隔年落叶的
小院，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已经
摸上六十岁的人了，何若又回到这个空
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我听见架在火炉上的水壶发出噗
噗噗的响声。我沏下一杯上好的陕南
绿茶，坐在曾经坐过近二十年的那把
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喝一口清香
的茶水，瞅着火炉膛里炽红的炭块，似
乎听到了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的声
音：嘿！你早该回来了！”于是他铺开
了稿纸，“白嘉轩”“鹿三”“黑娃”“田小
娥”等人物，向他笔端走来。这是陈忠
实开笔的1988年 3月，一直到1991年
1月29日下午3时，终于给《白鹿原》画
上最后一个句号。整整历时三年时
间，近一千个日日夜夜，陈忠实悄无声
息地隐居在故乡西蒋村这座不起眼的
土屋里，埋首一张低矮的小圆木桌上，
呕心沥血三个春夏秋冬，奉献出鸿篇
巨制“白鹿原”。1992年 3月 25日，在
陕西省作家协会招待所的客房里，陈
忠实把50万字的《白鹿原》书稿，当面
交给《当代》杂志小说编辑洪满波和人
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高

贤均，激动地说：“我把小说和我的生
命一起交给你们了。”

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当
代》杂志以最快速度分两期连载陈忠实
的《白鹿原》，继而一炮打响。1993年
6月《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
版单行本，初版开印14850册，出乎意
料的是，14850册还没有全部印出，全国
多地征订追加《白鹿原》的数量就开始
激增，印刷厂日夜加班赶印，一时洛阳
纸贵。

1998年4月20日，陈忠实的《白鹿
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届茅盾
文学奖颁奖大会上，当之无愧地荣获这
一中国文学的最高奖。更令人惊喜的
是，《白鹿原》第二次印刷是5万册，第三
次印刷是10万册，半年内印了50万册，
各种正版销售了大约150万册。这几年，
每年都加印3万至5万册，各种版本加印
不下10万册。随后，《白鹿原》由教育部
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被改编成秦腔、
话剧、舞剧、电影、电视连续剧等多种艺
术形式。

我们从纯朴浑厚、丰盈散发着五谷
飘香的白鹿原走下来，来到陈忠实故
居——小说《白鹿原》的延生地。由于陈
忠实的一家人都在西安市区工作、生活，
所以故居大门紧闭，空无一人，无法进
入。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不能领略陈忠

实在此披肝沥胆创作《白鹿原》的情景。
我们在西蒋村村尾，见到了陈忠实的大
哥陈忠德、姐姐陈希文和妹妹陈家芳。
他们都是朴实地道的农民，不苟言谈，见
了客人只是报以微笑。陈忠实和妻子王
翠英生有大女儿陈黎力，现在陕西功德
律师事务所任副主任，二女儿陈勉力在
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儿子陈海
力是陕西电视台新闻主播。无论兄弟姐
妹，还是妻子儿女，都像陈忠实一样为人
低调谦虚，不爱出头露面。

此时，我们看见院内有一株葳蕤挺
拔的紫薇正探出头来，随着阵阵金风摇
曳着，代表主人在向客人频频招手致
意。这是陈忠实生前亲手栽下的一株紫
薇。令人感到怅然。故居门前右侧竹林
旁的标语牌上，书写着几行遒劲的群众
赞语，分外醒目：三秦文胆，华夏风骨铸
忠实人格笔蕴千钧担天道；终南气象，灞
原襟怀育白鹿精魂情含万汇传史音。这
是对陈忠实一生的真实写照，我们迎着
秋阳，又向“白鹿原”攀去。

冬日水磨（布面油画） 戴凌云 作品

戴凌云 60后，祖籍甘肃。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甘肃画院油画院画家，出版个人
诗集、合集3部；多次在省内外举办个人油
画展。1987 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
系。现供职于甘肃日报报业集团。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曾经制造过
插秧机。

那是在1971年的早春，我们连队奉
命执行军农生产任务。“军农生产”其实
就是到部队农场种地，为时一年，每个连
队轮流去。当时我入伍才几个月，就恰
逢轮到我们连去农场了。

农场名襄北农场。故名思义，它位
于襄阳北部，鄂豫两省交界处。严格来
说，襄北农场不是一个农场，而是一个农
场群落。

熟悉江汉流域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
一年之中最忙最累最要命的是“双抢”，即
抢收抢种。抢收，是收麦子；抢种，是种水
稻。收麦子还好，虽然累，但还有好玩之
处：全连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一百多把镰
刀飞舞起来，一齐向中间割，待割到中间
一点，总能从最后的麦棵中收获几只肥嘟
嘟的野兔子……相比之下，水稻插秧就不
好玩了，“双抢”时节正值盛夏，水田里的
水都像是要开锅了，太阳晒，水面烤，面朝
泥水背朝天的干上一天，个个腰疼得要死
要活，话都不想多说一句。

有天晚上看露天电影。那时候正片
开始前都会放个短片，叫《新闻简报》。
说老实话，都插了一天秧了，弟兄们个个
都疲惫不堪，所以对前面的短片无所谓，
都等着看正片呢。可有一个人却是看得
无比认真，因为，那天的《新闻简报》播放
的是机械化插秧！

这个人不是我，是我的排长付林
厚。付林厚是河南南阳人，个子不高，小
鼻子小眼的。别看他其貌不扬，却是正
儿八经的老高中生。在当时的部队里，
绝对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他是1968年的
兵，1971年已经是排长，在通信兵部队中
进步算是相当快的。不过，听说是因为

他家有点什么成分之类的问题，他的正
式任命一直没有下，所以严格地说，付林
厚是我们一排的代理排长。

那天电影里的机械化插秧让大知识
分子代理排长付林厚突发奇想，他决定
做一台插秧机！连长听到这个消息，立
即表态：全力支持。整成了，给你报功。

说干就干。第二天出工前，全排集
合。付排长踌躇满志地宣布了研发插秧
机的计划，首席设计师和工程师当然是他
本人，但他说还需要一个助手。他的目光
从排头扫视到排尾，指着我说：就你吧。

付排长耳朵上夹根铅笔，手里拿根尺
子，开始在一张白纸上画草图。他一根接
一根地抽一种叫“白河桥”的两毛钱一包
的纸烟。待到烟头满地，付排长已经勾勒
出了“付氏”插秧机的大致轮廓。

不得不说，这老高中生就是过硬，付
林厚就是个天才！他不过是在电影里面
看到了插秧机工作的画面，就连猜带想
地把插秧机的工作原理给琢磨出来了，
并做了改造和发挥。首先，动力系统采
用人力。用一辆板车改造，胶皮轮改为
木轮加齿，有利于在水田里行走。我想
这一思路来源于他家乡的“旱地行舟”，
据说也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
即人力拉的板车；其次，传动系统同样是
人力。利用两个偏转轮，将车轮转动时
产生的前后运动力转为秧苗盒子的左右
运动力，并同时带动插秧齿的环形运动，
达到循环插秧的目的。这简直就是匪夷
所思，他是怎么琢磨出来的？

还有更牛的，付排长的这个设计，整
个插秧机没有一点金属，完全是木头做
的，从头到脚不用花一分钱！

付排长带着我斧锛锯刨地干了差不
多一周时间。我怀疑他家祖上有木匠血

统，因为这一套木工活儿他干得有模有
样，包括最考验木匠们功力的榫卯结
构——车轮上的抓地齿就是榫卯的。至
于我，就是个打下手的，帮着打打砂纸，
吊吊墨线，熬熬胶水啥的。

插秧机的惊艳亮相是在某天傍晚。
我记得当时天上红霞铺陈，晚风徐来驱赶
着暑热。付排长和我抬着插秧机，被全连
官兵簇拥着来到一块尚未插秧的水田里，
开始了我们这台土插秧机的“处女秀”。

付排长和我挽起裤腿走进水田，在
秧苗盒里放上秧苗。付排长让一名战士
拉动板车，然后站在插秧机旁边观察运
行情况……一切都如他设计的那样，带
齿的车轮抓地良好，偏转轮带动秧苗盒
子反复平行运动，插秧齿轴呈圆形循环，
叉住秧苗摁进泥土中……正在被繁重的
插秧劳作所折磨的战友们，惊喜地看到
了半机械化插秧的希望，情不自禁地发
出了惊呼……然而，意外的画面出现
了——秧苗虽然被插秧齿一次次摁进了
泥土，却随即又被插秧齿带了起来，狼狈
地散落在水面上……

欢呼声戛然而止。
付排长看着水面上的点点绿色急得

一头大汗。我想在那一刻他也乱了方
寸，他摸摸这弄弄那，在这台土插秧机上
反复折腾，让拉车的战士一会儿快拉一
会儿慢跑，他蹲着、跪着甚至是趴在泥水
里，试图找出症结所在。

连长及时站出来解围：“一排长，失败
是成功他娘。抬回去找找原因，接着搞。”

插秧机被抬回工具房……两天后，
付排长直勾勾地看着我，把工具一摔，说
了句：“弄不成。”那一刻，他的眼中盈满
了遗憾和伤感。

转眼一年期满。连队离开农场那

天，我特意到工具房看了一眼。那台插
秧机静静地呆在墙角，上面落满了灰尘。

次年底，付排长因为家庭问题政审
终是未能通过，仍作为士兵复员了。从
此，我与他再未谋面。

若干年后，我已经在大军区机关工
作的时候，有一次下部队，途中看到路边
的水田里有插秧机正在插秧。我让车停
下来，先是在田埂上跟着看，又请人家停
下来凑到跟前看……看着看着，我竟一
下子找到了当年我们那台土插秧机的问
题所在，人家真正的插秧机上的插秧齿
并不是一根直杆，而是上下两截由卯钉
连接，有点儿类似人的胳膊肘，大臂带动
小臂。“胳膊肘”直立时叉秧苗入土，然后

“胳膊肘”弯曲把秧苗留在土中，循环往
复……

一瞬间，我欲哭无泪，付排长啊，你的
插秧机就少了一个小小的卯钉啊！

前几年老部队战友聚会，没看到付林
厚老排长。我向他同乡战友打听，得知他
复员后招工到县化肥厂，后来当了厂长。

张波 1954 年 8 月生，辽宁省锦州市
人。1970 年入伍，先后服役于武汉军区
和广州军区。1999 年转业。现居珠海。
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广州军
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广东省作家协会
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职称。

至今已创作发表长篇小说《平常人
家》，长篇报告文学《1997，驻军香港》，以
及电视连续剧剧本《和平年代》（合作）等作
品约300余万字。出版文学作品13部。其
作品曾获得庄重文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
工程奖，中国电视飞天奖、金鹰奖，中国人
民解放军文艺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
鲁迅文学奖、秦牧散文奖等奖项。

峨眉山访茶记

这是一座挂果后云团铺满的山。
从天而降的绿，养出地底长大的光
产下麒麟、卿相、散仙。
这是御风穿行的十点钟
降雨量微甜，菌种落满山间。
你在北上的途中思量
今日黄辰，应该和谁茶酒相置？

黑肤色的小妖女开口说话
她白砂糖的舌尖挂着竹叶青的暗香
两指微张，她要捏住风的尾巴。
那一刻，突然开始破冰、萌动。
你偶然想起多年前，峨眉雪意很深
旧情人在泉水里吃着往事。

你访问过的高山生长出大海。
你饮下的早春
平息了生活和欲望的渴。
当茶树和星月对映，茸绿的中间
温润如玉的除了玻璃和瓷器
还有宋元的画意，明清的天气。
这一山的碧玉蜿蜒
骑着燕子飞遍你头顶细雨的天空。

采摘并不意味收获。
每打开一层
世界就少一次伪装 只有芽嫩若处
才有资格用倒立的方式拥抱温度。
只有蟋蟀迎和蜂蝶的晨昏
才能剪影出小妖女的腰身。
炒茶人，清理出山峦和雾霭
恰逢吉时，他冲开泉水，悬壶云外。

短歌行

我在词语中洁身自好
在谁也猜不透的星座或街头
寄一封远古的信，写一首清凉的诗。

要像雨燕悬停风中。
要像荼蘼等待，恶自去除。

空谈太多，虚荣已经虚伪。
这世界增加着形容词
沉寂的春秋草木越来越稀有。

独守宽容和自由，独守最后的母语
我若凋谢，百花黯然。
阳光只是我一个人的。

种梨花

春天如此冲动
春天的细雪涓流到后山
骨朵们集合起来呈现梦境。

梨花漫过归途
美人挑帘遥望，容颜孤傲
她要洗掉所有世俗。
暗香的江南正在重现
世界凄美如斯
凄美得让你不知道该怎样活下去。

你是否想葬在这里
借香气的邮局隐姓埋名
如果离开，爱过的正好烟消云散。

你收集落花，邮寄浮生

完美是短暂的，内心的狂雪
从此下遍天涯路。

骨朵们痛过接下来的所有春天
美人推窗，月色相拥
她一直在我心里种梨花。

果园诗人在霜降时离开
连日阴雨的重庆终于放晴。
她久病数月，终于选择离开。
时令是霜降，阳光慈祥，前所末有。
那些黄了的柠檬
应该都有过泪水和雪意。

曾经在李白的剑阁
她如履平地，寻觅陡峭的诗意。
还有青年时代的缙云山
她微笑，和所有成长的母亲一样。
诗歌从果园的指缝间漏出
然后溜回到生活中。

最后的日子她计划着体面离开。
拒绝探视，像果实拒绝坠落。
霜降那天，她手抚云鬓，一尘不染
用朝露清洗容颜和心脏
然后尊严地走上另一条路

像写下另一组整洁的诗。
像句号，重新回到语法的开始。

往后的每一次霜降
我怀疑都是她的重生日。
那一天，我们都应该重拾诗篇。
应该替她幸福地活着
替她整理果园，热爱重庆。

重返观音桥

我会在旧影集的北窗下遇见你。
那时候江水就是家园
底片的柠檬黄模糊着老时光。

那薄雾中消失的回忆值得酩酊
那薄涂的诗篇崛起瘦金体的繁花。
爱人们热恋的消息
正在从往事的彼岸传来。

我会在油画和川剧中重返你。
那应该是雨天，戏台上悬挂新绿
人们反复梦见过的城和桥
刚刚完成一场罗曼史。
当生活的涛声响起
所有的未来都将握手言欢。

那收尽世间颜料的画板已打开
那原本明天寄出的书信
今天却已提前抵达。
而明月高悬，春风正在渡过此岸。

李海洲 当代诗人、作家。主
要作品有诗集《竖琴上的舞蹈》

《一个孤独的国王》《明月陪》，长
篇小说《一脸坏笑》等多部。作品
获过一些文学奖，曾被译为多国
文字。现任《环球人文地理》杂志
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