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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晚的麦田里独行

已经是后半夜，我一个人在向麦

田深处走。

人在沉睡，值夜的狗在沉睡，整

个村庄也在沉睡，仿佛一切都归于沉

静状态。麦田上空偶尔响起布谷鸟

的叫声，远处的水塘间或传来一两声

蛙鸣，在我听来，它们迷迷糊糊，也不

清醒，像是在发癔症，说梦话。它们

的“梦话”不但丝毫不能打破夜晚的

沉静，反而对沉静有所点化似的，使

沉静显得更加深邃，更加邈远。

刚圆又缺的月亮悄悄升了起来。

月亮的亮度与我的期望相差甚远，它

看上去有些发黄，还有些发红，一点儿

都不清朗。我留意观察过各个季节的

月亮，秋天和冬天的月亮是亮的，夏天

的月亮质量总是不尽如人意。这样的

月亮也不能说没有月光，只不过它散

发的月光是慵懒的、朦胧的，洒到哪里

都如同罩上了一层薄雾。比如月光洒

在此时的麦田里，它使麦田变成白色

的模糊，我可以看到密匝匝的麦穗，但

看不到麦芒。这样的月光谈不上有什

么穿透力，它只洒在麦穗表面就完了，

麦穗下方都是黑色的暗影。

我沿着一条田间小路，自东向

西，慢慢向里边走。说是小路，在夜

色里几乎看不到有什么路径。小路

两侧成熟的麦子呈夹岸之势，差不多

把小路占严了。我每往里走一步，不

是左腿碰到了麦子，就是右腿碰到了

麦子，麦子对我深夜造访似乎并不是

很欢迎，它们一再阻拦我，仿佛在说：

深更半夜的，你不好好睡觉，到我们

这里来干什么！窄窄的小路上长满

了野草，随着麦子成熟，野草有的长

了毛穗，有的结了浆果，也在迅速生

长、成熟。我能感觉到野草埋住了我

的脚，并对我的脚有所纠缠，我等于

蹚着野草，不断摆脱羁绊才能前行。

面前的草丛里陡地飞起一只大鸟，在

寂静的夜晚，大鸟拍打翅膀的声音显

得有些响，几乎吓了我一跳，我不知

不觉站立下来。我不知道大鸟飞向

了何方，一道黑影一闪，不知名的大

鸟就不见了。我随身带的有一支袖

珍式的手电筒，我没有把手电筒打

开。在夜晚的麦田里，打手电是突兀

的，我不愿用电光打破麦田的宁静。

我们家的墓园就在村南的这块麦

田里，白天我已经到这块麦田里看过，

而且在没腰深的麦田里伫立了好长时

间。自从1970年参加工作离开老家，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在麦子

成熟的季节回过老家，再也没有看到

过大面积金黄的麦田。放眼望去，金

色的麦田向天边铺展，天有多远，麦田

就有多远，怎么也望不到边。一阵风

吹过，麦浪翻成一阵白金，一阵黄金，

白金和黄金在交替波涌。阳光似乎也

被染成了金色，麦田和阳光在交相辉

映。请原谅我反复使用金这个字眼来

形容麦田，因为我想不出还有哪个高

贵的字眼可以代替它。然而，如果地

里真的铺满黄金的话，我不一定那么

感动，恰恰是黄土地里长出来的成熟

的麦子，才使我心潮澎湃，感动不已。

那是一种生命的感动，深度的感动，源

自人类原始的感动。它的美是自然之

美，是壮美、大美和无言之美。它给予

人的美感是诗歌、绘画、音乐等艺术形

式所不能比拟的。

白天看麦田没有看够，所以在夜

深人静时我还要来看。白天为实，夜

晚为虚，阳光为实，月光为虚，我想看

看虚幻环境中的麦田是什么样子。

站在田间，我明显感觉到了麦田的呼

吸。这种呼吸在白天是感觉不到

的。麦田的呼吸与我们人类的呼吸

相反，我们吸的是凉气，呼的是热气，

而麦田吸进去的是热气，呼出来的是

凉气。一呼一吸之间，麦子的香气就

散发出来。麦子浓郁的香气是原香，

也是毛香，吸进肺腑里让人有些微

醉。晚上没有风，不见麦浪翻滚，也

不见麦田上方掠来掠去的燕子和翩

翩起舞的蝴蝶。仰头往天上找，月亮

升高一些，还是暗淡的轮廓。月亮洒

在麦田里的不像是月光，满地的麦子

像是铺满了灰白的云彩。一时间，我

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站在云彩里，

在随着云彩移动。又以为自己也变

成了一棵小麦，正幽幽地融入麦田。

为了证明自己没变成小麦，我掐了一

枝麦穗儿在手心里搓揉。麦穗儿湿

漉漉的，表明露水下来了。露水湿了

麦田，也湿了我这个从远方归来的游

子的衣衫。我免不了向墓园注目，看

到栽在母亲坟侧的柏树变成了黑色，

墓碑楼子的剪影也是黑色。

从麦田深处退出，我仍没有进

村，没有回到我一个人所住的我家的

老屋，而是沿着河边的一条小路，向

邻村走去。在路上，我想我也许会遇

到人。夜行的人有时还是有的。然

而，我跟着自己的影子，自己的影子

跟着我，我连一个人都没遇到。河上

有一座桥，我在那座桥上站下了。桥

的位置没变，只是由砖桥变成了水泥

桥。桥下还有水，只是由活水变成了

死水。映在水里的红月亮被拉成红

色的长条，并断断续续。青蛙在浮萍

上追逐，激起一些细碎的水花儿。

到周口市乘火车返京前，我和作

家协会的朋友们一块儿喝了酒。火

车开动了，我还醉眼蒙眬。列车在豫

东大平原的麦海里穿行，车窗外金色

的麦田无边无际，壮观无比。我禁不

住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说大平原上

成熟的麦子是全世界美的景观，你想

象不到有多么好看，多么震撼……我

没有再说下去，我的喉咙有些哽咽。

打麦场的夜晚

别看我离开农村几十年了，每到

初夏麦收时节，我似乎都能从徐徐吹

来的南风里闻到麦子成熟的气息。特

别是近几年，我在北京城里还听到了

布谷鸟的叫声。布谷鸟季节性的鸣

叫，没有口音上的差别，与我们老家被

称为“麦秸垛垛”的布谷鸟的叫声是一

样的。我想这些布谷鸟或许正是从我

们老家河南日夜兼程飞过来的，它们

仿佛在提醒我：麦子熟了，快下地收麦

去吧，老坐在屋里发呆干什么！

今年芒种前，我真的找机会绕道

回老家去了，在二姐家住了好几天。

我没有参与收麦，只是在时隔四十多

年后，再次看到了收麦的过程。一种

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田里

来来回回穿那么一会儿“梭”，一大块

麦子眼看着就被收割机剃成了平

地。收麦过程大大简化，劳动量大大

减轻，这是农业机械化带来的好处，

当然值得称道。回想当年我在生产

队里参加收麦时，从造场、割麦、运

麦，再到晒场、碾场、扬场、看场，直到

垛住麦秸垛，差不多需要一个月的时

间。且不说人们每天头顶炎炎烈日，

忙得跟打仗一样，到了夜晚，男人们

也纷纷走出家门，到打麦场里去睡。

正是夜晚睡在打麦场的经历，给我留

下了难忘的印象。

初中毕业回乡当农民期间，麦收

一旦开始，我就不在家里睡了，天天

晚上到打麦场里去看场。夏天农村

的晚饭，那是真正的晚饭，每天吃过

晚饭，差不多到了十来点，天早就黑

透了。我每天都是摸黑往场院里

走。我家没席子可带，我也不带被

子，只带一条粗布床单。场院在村外

的村子南面，两面临水，一面连接官

路，还有一面挨着庄稼地。场院是长

方形，面积差不多有一个足球场那么

大，看上去十分开阔。一来到场院，

我就脱掉鞋，把鞋提溜在手里，光着

脚往场院中央走。此时的场面子已

打扫得干干净净，似乎连白天的热气

也一扫而光，脚板踩上去凉凉的，感

觉十分舒服。我给自己选定的睡觉

的地方，是在临时堆成的麦秸垛旁

边。我把碾扁的、变得光滑的麦秸往

地上摊了摊，摊得有一张床那么大，

把床单铺在麦秸上面。新麦秸是白

色，跟月光的颜色有一比。而我的床

单是深色，深色一把“月光”覆盖，表

明这块地方已被我占住。

占好了睡觉的位置，我并没有急

着马上躺下睡觉，还要到旁边的水塘

里扑腾一阵，洗一个澡。白天在打麦

场上忙了，浑身沾满了麦锈和碾碎的

麦芒，毛毛糙糙，刺刺挠挠，清洗一下

是必要的。我脱光衣服，一下子扑

进水里去了，双脚砰砰地打着水花，

向对岸游去。白天在烈日的烤晒

下，上面一层塘水会变成热水。到

了晚上，随着阳光的退场，塘水很快

变凉。我不喜欢热水，喜欢凉水，夜

晚的凉水带给我的是一种透心透肺

的凉爽，还有一种莫测的神秘感。

到水塘里洗澡的不是我一个，每个

在场院里睡觉的男人几乎都会下

水。有的人一下进水里，就兴奋得

啊啊直叫，好像被水鬼拉住了脚脖子

一样。还有人以掌击水，互相打起水

仗来。在我们没下水之前，水面静静

的，看上去是黑色的。天上的星星映

在水里，它们东一个西一个，零零星

星，谁都不挨谁。我们一下进水里就

不一样了，星星被激荡得乱碰乱撞，

有的变大，有的变长，仿佛伸手就能

捞出一个两个。

洗完了澡，我四仰八叉躺在铺了

床单的麦秸上，即刻被新麦秸所特有

的香气所包围。那种香气很难形容，

它清清凉凉，又轰轰烈烈；它滑溜溜

的，又毛茸茸的。它不是扑进肺腑里

就完了，似乎每个汗毛孔里都充满着

香气。它不是食物的香气，只是打场

期间麦草散发的气息。但它的香气

好像比任何食物的香气都更原始、更

醇厚，也更具穿透力，让人沉醉其中，

并深深保留在生命的记忆里。

还有夜晚吹拂在打麦场里的

风。初夏昼夜的温差是明显的，如同

水塘里的水，白天的风是热风，到夜

晚就变成了凉风。风是看不见的，可

场院旁边的玉米叶子会向我们报告

风的消息。玉米是春玉米，长得已过

了一人高。宽展的叶子唰唰地响上

一阵，我们一听就知道风来了。当徐

徐的凉风掠过我刚洗过的身体时，我

能感觉到我的汗毛在风中起伏摇曳，

洋溢的是一种酥酥的快意。因打麦

场无遮无拦，风行畅通无阻，细腿蚊

子在我们身上很难站住脚。我要是

睡在家里就不行了，因家里的环境几

乎是封闭的，无风无息，很利于蚊子

在夜间活动。善于团队作战的蚊子

那是相当地猖獗，一到夜间就在人们

耳边轮番呼啸，任你在自己脸上抽多

少个巴掌都挡不住蚊子的进攻。我

之所以愿意天天夜间到打麦场里去

睡，除了为享受长风的吹拂，一个很

大的原因，是为了躲避蚊子。

没有蚊子的骚扰，那就赶快睡

觉吧，一觉睡到大天光。然而，满天

的星星又碰到我眼上了。是的，我

是仰面朝天而睡，星星像是纷纷往

我眼上碰，那样子不像是我在看星

星，而是星星在主动看我。星星的

眼睛多得铺天盖地，谁都数不清。

看着看着，我恍惚觉得自己的身体

在往上升，升得离星星很近，很近，

似乎一伸手就能把星星摘下一颗两

颗。我刚要伸手，眨眼之间，星星却

离我而去。有流星从夜空中划过，

一条白色的轨迹瞬间消失。天边突

然打了一个露水闪，闪过一道像是

长满枝杈的电光。露水闪打来时，

群星像是隐退了一会儿。电光刚消

失，群星复聚拢而来。我不知道自

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在睡梦里，脑

子里仿佛装满了星星。

现在不用打场了，与打麦场相关

的一切活动都没有了，人们再也不会

在夜晚到打麦场里去睡。以前我对

“时过境迁”这个词不是很理解，以为

境只是一个地方，是物质性的东西。

如今想来，境指的主要是心境，是精

神性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失去的心

境很难再找回。

（《到处有道》刘庆邦/著，作家出
版社2022年6月版）

作家刘庆邦最新散文集《到处有道》收录其近年来创作的50余篇散文，“到处”是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道”是这每一个角落里不可言说又不言自明的情感与参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