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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但凡体验过“双抢”的人，都刻骨
铭心。

所谓“双抢”，简单地说，就是广西等种植
双季稻的江南地区农村在炎热的夏日“抢收早
稻，抢插晚稻”的一个特有称谓。一般来说，它
从每年的七月中下旬开始到八月初“立秋”前结
束，持续二十天左右。这二十天，是南方乡村最
潮湿最闷热的日子，一年之中农活最集中，也是
农人劳动量最大的日子！

我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刚开始时
以为“双抢”是古代传承下来的农事活动，后来
听村里的老人讲，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双季
稻在我国推广之后才出现的新事物，之前是种植
单季稻的，不存在什么“双抢”。

我的老家在桂北农村。桂北是广西重要的水
稻产区，自然是“双抢”的主战场了。我第一次
参加“双抢”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那时还是
生产队的时候，为了替家里多抢点“工分”，年
纪才是十二三岁初中还未毕业的我，就在当年的
暑假投入了残酷的“双抢”。

记得我第一天的“双抢”任务是割禾。那天
清晨，天边刚泛出鱼肚白的时候，村干部便吹响
了出工收割早稻和插田抢种晚稻的哨声。尖厉的
哨声划破了黎明的宁静，也毫不客气地把我从睡
梦中唤醒。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哈欠声中，我还没
来得及洗漱，便拿起镰刀挑起箩筐随父母出了家
门，之后便归入收割大军深一脚浅一脚地径直朝
一个叫做“马草坪”的稻田走去。黎明的田野，
稻香扑鼻，蛙声如潮，不远处的长蛇岭上还不时
传来布谷鸟“快种快割”的鸣叫声，似乎在提醒
和催促人们莫误农时抓紧时间完成“双抢”。

下得田来，在一旁的母亲就急忙告诉我割禾
的基本要领：摆开马步、弯下腰身、抓稳稻杆、
刀到禾起。还一连给我做了几次示范动作。我学
着母亲的样子，开启了平生第一次割禾的经历。
凑巧的是，我下的第一块田是块放不干水的烂泥
田。这为割禾增添了不少难度和麻烦。因为割禾
的时候双脚深陷在泥水里，不方便迈开，既费力
又影响速度，有时还一不小心踩进脚窝里，那脚
窝里的泥浆水便顺着脚趾缝猛然喷射出来，直把
你的衣裤弄得“泥花”朵朵，甚至直射到大腿
根。下田不久，我就中了一招，当时只好暗自叫
苦。在一片错杂的割禾声中，稻禾不断地被割倒
放好，一块块稻田也渐渐地露出了它优美的轮
廓。

“不要割啦，打谷子了！”早上八点多钟的
时候，一个村干部站在田基上叫了一声。“天
啦！还要打谷子啊？大家都累得腰酸背痛，饿得

肚皮挨背皮了！”我满怀愁绪地自言自语道。
旁边的文姐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鼓励我
说：“割禾就是这么干的，坚持一下吧，咬咬
牙就过去了！”就这样，我在打谷机的飞速旋
转和疯狂的恶叫声中又坚持了一个多小时。眼
看就要回家吃早饭了，这让几乎虚脱的我从中
得到一丝安慰。但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却又让这
丝安慰顷刻消失——— 每个人要挑一担刚打下来
的谷子回生产队才能回家吃早饭！这简直是摧
残人啊！还好，当时好心的大婶看到我年龄
小，个子也不高，谷子装筐时，特意给我少放
了几十斤，我这才东碰西撞把谷子挑了回来。
回家吃早饭还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又出发了，
这一去就到中午两点多钟才回家；午饭后，我
们顶着烈日再出发，直到大约晚上七点才回
家。

那天晚上，我早早地上了床，怎奈浑身酸
痛，动弹困难，虽倦极而久久不能入睡，眼前
浮现的全是那一幕幕令人心惊肉跳的割禾的情
景。于是，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萌生出“发奋
读书，跳出农门”的强烈愿望。

“双抢”最辛苦的恐怕是插田了。每天凌
晨五点多，就得摸黑赶到秧田里去扯秧，待把
秧苗一根一根地扯出来之后，再把根部的泥巴
在水中荡洗干净，用稻草扎上把，装进篓
子，然后挑回家，吃了早饭后再挑到另外的
地方去插种。扯秧时，光扯、洗、扎这三个
连环弯腰动作就不知要重复多少遍，至少得
连续累上三个小时，直到备足了一天用的秧
苗才能回家吃早饭。有道是，真道雄关，即
便是一件小事要做好也不容易。扯秧亦如
此。别看扯秧好像只是简单地把秧苗从水田
里扯出来，其实也是有“道”的。刚开始
时，我不谙此“道”，只顾两只手在秧田里
胡乱左右开弓，结果扯出来的秧苗就像蚂蚁
爬树一样参差不齐，而且断秧不少，屁股还
常常“喝水”，使得我既难耐又难堪。早上
扯秧虽然也累得让人直不起腰来，但毕竟是
一天之中气温最低的时候，算是插田之中
“最舒服”的时段了。若是傍晚时分，那成
群扎堆的蚊子便似饿狼扑食一般嗡嗡嗡地奔涌
而来，叮咬得你护了手脚而顾不了颈脖。

插田最难受的是下午两点多，这时太阳炙
烤着大地，天空一丝云彩也没有，树叶全都耷
拉卷曲着一动不动，晒谷坪里湿谷子的水汽快
速地弥散，树上的知了在歇斯底里地鸣叫着，
好像是天气闷热得无法让自己活了似的。踏进
水田的那一刹那，双脚就好像伸进了一只滚烫

的开水锅里，五六十度的高温烫得你的双脚不
停地在田里跳跃，踩向哪里都不是，半天下
来，外露于水面的小腿便被烫得红一节黄一节
的，像只饱经风霜的莲藕；而从水面蒸腾上来
的热气，则带着稻草的腐臭、肥料的氨气，熏
得让人恶心和睁不开眼睛，感觉随时会脱水。
蚂蟥也如同幽灵般一伸一缩地从四面奔来，冷
不防就巴在人的腿脚上吸血还全然不知，所以
得经常把脚抽出水面检查一下，脚上若叮有蚂
蟥，就得立即清除，但蚂蟥清除后，鲜血会沿
着伤口慢慢浸出，几分钟之后才能自行止
血……如此恶劣的环境，感觉每在田里呆一分
钟就好像一年那么久，但又必须得强制忍受！
这个时候，人们只好打起“视大为小”的心理
战术，暗自在心中把一块块待插秧的水田分割
成若干厢，插完一厢少一厢，插完几厢少一
块，似乎也只有这样，潜意识里才能燃起战胜
困难的信心和希望，最终坚持到天黑收工上
岸。而此时的我，则常常在心里默诵儿时母亲
教的那首没有名字的民谣(后来我取名为《插
田歌》)来勉励自己坚持到最后：

赤脚双双来插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行行插得齐齐整，
倒退原来是向前。

这首充斥着辩证思维的《插田歌》，冲淡
了我身心的疲惫。它激励我不断“倒退”，因
为越是“倒退”，则意味着越是向前，越是接
近收工的尾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考上高中离村到
外读书去了，这时村里也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
任制，即把责任田分到农户承包经营。这样，
农事就由原来生产队的集体行为变成了农户的
个体行为。鉴于“双抢”的极度辛苦，趁农事
已可自由安排的时机，我悄悄向父母建言，能
否干一天歇一天？可他们却摇摇头说，这怎么
能行呢？“双抢”就是要抢时间、抢速度，
“插秧过了秋，晚稻折半收”啊！至此我才明
白，农民为什么要在“立秋”之前完成晚稻抢
插任务的道理。

此时我虽在外上高中，但暑假还得回家参
加“双抢”，只不过我的任务不再是割禾、插
田，而是负责晒谷、收谷和家务。这是“双
抢”的第二战场。这个战场尽管不在田间地
头，而在晒谷坪和家里，但其辛苦程度丝毫不
亚于战斗在田间地头的第一战场——— 每天做三
顿饭，洗五个人的衣服，浇早晚两遍菜地，扯
潲砍潲煮潲喂两头猪，管护好一头牛和十几只

鸡鸭。此外，还有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就是晒谷
子。早上七点多钟，就得先用谷垫把头天收回
来的谷子挑出来晒好，腾出晒谷坪来晒当天的
谷子。早稻大多是在水田里收割，湿漉漉的，
还混合着大量稻草叶子。摊在晒谷坪上，大约
每隔半个小时就得用谷耙去翻动一次，顺便清
除稻叶。火辣辣的太阳下，成千上万颗豆大的
汗珠连同随风扬起的稻叶粘附在只穿着短裤的
身体上，仿佛无数只蚂蚁在身上乱窜乱爬，刺
痒蜇痛得让人恶心，几乎每翻动一次谷子就去
水塘里洗个澡，一天下来，不洗几次澡是没有
办法熬过来的。

尤其让人头痛的是突然变天。南方的夏
天，就如同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天空刚刚还是
艳阳高照，说不定暴风雨转眼就来。一天中
午，我正在做午饭，天突然间就阴沉下来，紧
接着便大风骤起，电闪雷鸣，一场大雨眼看
就要到来。想到晒谷坪上晒着的一两千斤稻
谷，我不由急出一身冷汗。于是便马上停做
午饭冲向晒谷坪抢收谷子。此时只见晒谷坪
上一片忙碌，到处都是村民抢收谷子的身
影。我使尽全身力气，以最快的速度用谷耙
子把谷子归拢成两堆，然后用竹扫把快速扫
干净零散的谷粒，再用塑料薄膜把谷堆盖
好，并压上一圈石头砖块——— 这一系列动作
必须在二十分钟左右完成，且不说劳动强度
有多大，光是速度就能逼得人喘不过气来。
当然，稻谷晒量较多时，家人就从田头赶回
来一起收，千方百计确保谷子不被淋湿。谷子
若被淋湿，就会变质发芽，这是种田人绝对不
允许发生的事。

从割禾、踩打谷机、挑稻谷，到扯秧、洗
秧、插田，再到晒谷子、收谷子、车谷子(用
风车清除秕谷)，除了犁耙田外，这些“双
抢”的元素，我都反复体验过了。同时，我的
人生年轮也在一年复一年的“双抢”中，一步
步从少年走向青年。几年之后，我参加工作
了，而属于我个人的“双抢”也随之划上了句
号。但家里、村里的“双抢”还在继续。直到
二十一世纪初，“双抢”才逐渐淡出历史舞
台。其原因主要是，农户认为种稻谷既辛苦又
得不到钱，加之家里的青壮年几乎都出外打
工，剩下的老弱病残已无力进行“双抢”。

“双抢”已矣，往事如烟。可每当流火的
七月来临时，我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双
抢”，想起鏖战“双抢”的那一片片艰难的时
光，进而诫勉自己不忘草根，努力工作，愈挫
愈奋。

陆一民检察官有两个女儿。大的叫柔柔，小
的叫青青。柔柔天真活泼，青青却有些内向。

儿童节就要到了，老师准备安排柔柔在联欢
会上跳独舞。柔柔回到家，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消
息告诉了陆一民。陆一民把柔柔夸了一番，又贴
着她的耳朵问：有青青的节目吗？柔柔摇摇头。
陆一民便去了青青的房间。

晚上，陆一民找到了青青的班主任，对方答
应了他的请求。

联欢会上，青青胆怯地走上了台。望着老师
和同学们，她的心跳加速了。陆一民轻松地笑
着，朝青青挥了挥手。青青看见爸爸，眼角湿润
了。陆一民双手呈喇叭状，用口形告诉青青：加
油，加油！青青不再紧张，大大方方地唱了起
来。歌声甜美，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轮到柔柔
上场了。在音乐的伴奏下，她欢快地跳起舞蹈，
像一只轻盈的小鸟。陆一民的手机突然响了。柔
柔表演完毕，却不见了爸爸的身影。

演出回来，陆一民表扬了两个女儿，还给了
奖品。柔柔听爸爸夸奖青青时多说了八个字。她
撅着小嘴对雪莹妈妈说：爸爸不是个好爸爸，他
偏心。

这天，雪莹去省会出差了。陆一民下班的时
候，同事小陈叫住了他。北京一家芭蕾舞团来市
里演出，朋友送给小陈两张今晚的门票，可是他
没时间去，就送给了陆一民。陆一民到了家，见
岳母正陪着两个孩子。吃过饭，陆一民犹豫了一
会儿，便给青青换好衣服，带着她出了门。柔柔
追出来，大声地问：爸爸，你们去干啥？陆一民
回过头，还没说话脸先红了。柔柔又喊了一声：
爸……陆一民勉强笑了笑，说：柔柔，我们出去
一下。说完，他把青青抱上了车。

路上，青青小声地问陆一民：爸爸，你怎么
不带柔柔姐一起看芭蕾舞？

陆一民慢吞吞地说：柔柔以前欣赏过芭蕾
舞，这次该轮到你了。

青青睁大眼睛望着陆一民，张了几下嘴
唇，说：爸爸……你真好。

陆一民听了这话，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晚上十点多，陆一民和青青回到了家里。

岳母坐在沙发上正等着他。陆一民叫青青去睡
觉，然后自己留了下来。知道他们爷儿俩的去
向，岳母严肃地对陆一民说：你不是不知道，
柔柔的梦想就是当舞蹈家。陆一民沉默了一
下，说：今年暑假，我们打算让柔柔和青青一
起报文化宫的舞蹈班呢。岳母咳嗽一阵，涨红
了脸说：两个孩子，为啥只带一个？陆一民
说：票是人家送的，我在剧院又买了两张，明
天就陪柔柔去。

两个女儿的生日相差一个月。
柔柔生日那天早晨，陆一民正准备上班，

大女儿叫住了他：爸爸，不要忘了生日蛋糕，
我们要一起吹蜡烛。陆一民大声地答应：放
心，忘不了。下班后，陆一民买完蛋糕刚要往
家赶，陈检察长就来电话催他回单位。原来，
由他经手的一件贪腐案出现转机，那个主犯在
邻省出现了。陆一民把蛋糕委托给小陈，自己
带着人去往了邻省。当他返回的时候，已经是
两天后的上午了。一连数日，柔柔都懒得理
他。

青青生日那天晚上，陆一民早早地把一
大块生日蛋糕摆上了桌子。青青被打扮得就
像一位小公主似的，在蛋糕前许下愿望，然
后和家人一起吹灭蜡烛。柔柔眼圈红了，突
然跑进自己的房间。雪莹朝陆一民示意一
下，他赶紧追了过去。柔柔扑到他的怀里
说：爸爸，我是你的亲女儿吗？陆一民搂紧
她，轻轻地说：柔柔，你当然是爸爸的亲女
儿，永远都是。

五年前，青青的父亲误杀了她的母亲，被
判了死缓。陆一民是这个案件的公诉人，他得
知青青身边没有亲人，便收养了她。

双抢那些事
□秦桂生

秋露最近老接到张哥的电话。
正是秋季，窗外的梧桐叶飘飘扬扬地撒落

下来，透着些微惆怅。电话那头，张哥说着说
着就哽咽着哭泣起来。张哥说，他怎么也忘不
了春菊。他现在每天出门，把脚一套进皮鞋
里，就想起春菊来，因为但凡下雨天，春菊就
会蹲在门口帮他擦皮鞋，一直把皮鞋擦到铮亮
为止，一尘不染为止……

张哥是春菊的老公，春菊是张哥的亡妻，
秋露是春菊生前最好的闺蜜。一个月以前，春
菊走了，留下了孤独绝望的张哥。在春菊的墓
碑旁，是张哥今后的栖息地，张哥那时候心里
一片空茫，觉得没有了春菊，他的日子也不会
长久了，他执意下辈子也要和春菊在一起。每
当夜深人静，张哥思念春菊的时候，就拨通秋
露的电话，诉说对春菊的怀想。

……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头晕脑涨，躺
在床上，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春菊就坐在
床头，将我的手放在她手心里，不停地摩挲，
整整摩挲一个晚上，好像那样就能将我体内的
火一样的热度驱赶掉似的。电话这头，秋露一
开始是当沉默的听众，到张哥情绪激动，抽噎
不止的时候，秋露就充当抚慰者，劝导者，话
语轻柔，就像夜空下舒缓的秋风。

……你知道，我和春菊结婚在一起二十多
年了，她时时刻刻都关心我。我出远门，她担
惊受怕；我在家里，她又怕我憋得难受。她一
直当我是一个小孩子。老天，干嘛不将那种绝
症降临到我头上，收了我去呢。这对她太不公
平了。窗外的梧桐叶越飘越稀。秋露听着张哥
絮絮叨叨的诉说，有时候会有种幻觉，觉得空
中的某一片梧桐树叶就是春菊，一直在空中依
依地飘动，不忍离去。秋露觉得，春菊再怎么
样都值了，张哥对她多么念念不忘、情深义重
啊。

在张哥的诉说中，梧桐叶变成了片片轻盈
的雪花。寒冷的冬季里，张哥似乎更加孤独无
依了。他有时候请秋露和她的老公一起陪他吃
一顿火锅，打发寂寞的长夜。小饭店里炉火很
旺，青绿色的火苗舔舐着锅底，暖和的蒸汽在
脸庞边流荡，这一切都预示着这是一个轻松愉
快的夜晚。酒过三巡，刚刚还笑意盈盈的张
哥，瞬间低下头，抖动着肩膀，抽抽噎噎起
来。他说，秋露，我一看见你，就又想起春菊
来了，然后就开始抹鼻涕眼泪，满脸忧伤。秋
露和她老公无奈地放下酒杯碗筷，轮流抚慰起
张哥来。好几次都这样，好好的一顿饭，最后
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中收场。回家的路上，秋
露含有深意地对老公道，张哥太痴情了，这样
的男人现在基本已经绝迹了。她老公拂着脸上
的雪花，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在一个浓云密布的傍晚，秋露和一个朋友
在商场里闲逛，那天秋露的老公出差了，秋露
便想，有好几天没见到张哥了，便主动约请他
一块儿到一个小饭馆共进晚餐。三个人，两女
一男，乐乐呵呵地围着在一起。秋露的朋友是
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长得很年轻，长年的单
身生活丝毫也没给她脸上增添苦恼的皱纹，还
是细皮嫩肉的，而且笑起来以手遮脸，像小姑
娘一样羞怯。那天吃饭的时候，秋露担心张哥
又像往常一样说想起春菊来的话来，更担心他
突然抖动肩膀像个孩子一样不顾廉耻地哭起
来，当着她朋友的面，实在有些丢人。没有，
一切都很正常。张哥只是看着秋露，看着秋露
的朋友，时不时地有点发呆，然后沉重地叹息
一声。晚餐将近结束时，秋露接到一个电话，
便走到外面去了。那个电话有点长，秋露和对
方说了近十分钟。挂了电话，秋露赶快走回座
位上来，她知道她朋友不善于和陌生人说话。
但是秋露看到的情况让她大吃一惊。张哥和她
挨得很近，凳子都快要靠到一起了，正像老朋
友一样低头亲密地交谈。看到秋露走进来，两
人迅速地分开，坐直了身子。秋露愣了愣神，
装作没看见，坐了下来。

那天以后，一直到春天张开笑脸走向大
地，秋露都极少接到张哥的电话了，张哥像突
然蒸发了。她有点茫然失措，除了她之外，她
想象不到张哥还能向谁诉说他对春菊的思念，
如何度过那漫长的夜晚。一个春雨潇潇的傍
晚，秋露撑着伞，踏着路上的泥泞，路过那家
小餐馆。隔着雾气迷蒙的窗玻璃，她看见两个
人，坐在小桌子旁，在灯影下，头挨得紧紧
的，脸都要贴在一起了。那两张脸露出灿烂的
笑容，显露出对生活的满足与惬意。秋露愣了
一下，她的心有片刻砰砰地跳了起来，她压根
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到一起。这时，张哥和她
的那位朋友，显然是张哥目前的恋人，突然抬
起头来。秋露赶紧侧过身子，将雨伞倾斜下
来，遮挡住自己的身子，匆匆地走了。

清明节，秋露给父母亲上坟，路过春菊的
墓地，那里干干净净、冷冷清清的，像被遗忘
的幽冥世界，她心里瞬间涌起一阵哀痛。她在
春菊的墓碑前烧了些纸，摆上一些贡品，然后
抬起疲惫的身子，看着春菊的墓碑，对跟在身
后的丈夫感叹道，也就半年，变化真快。丈夫
挥挥手，像要驱赶掉什么，淡然地说，有什么
大惊小怪的，生活嘛，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生活原本
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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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儿
□宋向阳

▲ 7 月 10 日，游客在太白县青峰峡景区游览(无人机拍
摄)。

陕西太白县青峰峡国家级森林公园位于秦岭主峰太白山北
麓，这里青山叠嶂，瀑布穿流，气候凉爽，年平均气温 7 . 6
摄氏度，成为炎炎夏日中人们避暑休闲的好去处。

新华社记者邵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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