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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刚过，我家院子里

的那棵枣树就全红了。它是

被我盼红的，也是被我唱红

的，因为每次回家，我总喜欢

站在枣树下唱：“四月十五枣

开花，五月十五捻捻转，六月

十五青蛋蛋，七月十五红圈

圈，八月十五枣上杆。”唱着唱

着，那一颗颗压弯枝头的枣儿

就笑红了脸。

枣红怕那连阴雨。一大

早，奶奶就开始唠叨，然后一个

人跑到山头看了半天的云，回

来就对我们说：“下午有雨，今

天上午咱们就把枣打了吧。”

奶奶不识字，但却有察云

看天的本事，每次她说有雨，

老天多少都会飘点。于是一

家人匆匆吃完早饭，开始准备

打枣。在老家，打枣之前要举

行一个简单的“开杆”仪式，由

家里的长者挥起一根长长的

杆子，向满树的红枣打一下，

随后我们才可以提篮拿棍。

开杆时，院子里非常安静，大

人小孩都不说话，当奶奶的竹

竿刚刚落在枣树上，一些熟透

的枣儿就离开大树的怀抱，它

们一个个酡红着小脸，像喝醉

了酒一般，哗啦啦地打在拾枣

人的头上。我顾不上捡枣儿

吃，双手捂着脑袋哎呀哎呀地

乱叫，奶奶看着我的窘相，咧

着掉了门牙的嘴巴，笑得前俯

后仰。随后，个高的大人纷纷

上树，只听“啪啪”几声，天上

就下起了“枣雨”，我坐在红枣

铺就的地毯上，顺手就把一颗

又大又红的枣儿送进了奶奶

的嘴里，她脸上那个笑啊，看

起来都是那么甜。

捡完枣后，奶奶从屋里取

出四个小竹篮，然后抓几把鲜

红的枣儿放进去，这篮是给三

婶的，那篮是给五爷的，四个

竹篮都要我一一去送。我不

愿意，奶奶就夸我脸白、腿

长、劲大。我从小爱听好话，

奶奶一说，我挎起两个竹篮

就跑出了门，回来的时候竹

篮还是沉甸甸的，里面放满

了三婶和五爷给的刚出土的

洋芋和红薯。乡村人家就是

这么好客，吃个东西非要送

来送去，其纯朴厚道，恰如红

枣一般美丽甘甜。

送完另外两篮红枣，时间

已到了下午四点，奶奶刚把一

大篮红枣蒸在锅里，豆大的雨

点就从天上掉下来欢快地在

石板上跳起了舞。我披着雨

衣，赶紧拿了一块塑料布往院

外晾晒的红枣身上盖，正忙

活，就有一个外乡老汉走了进

来，他说雨来得太突然了，能

不能在我家避避雨，等雨停了

他就走。看着他黝黑的皮肤、

满脸的皱纹，还有那两裤脚

泥，我有点嫌弃，谁知奶奶听

见脚步声，掀起门帘就把老汉

拉进了屋。奶奶热情地泡了

一壶茶，然后抓起一把脆生生

的大红枣就让他品，随后又赶

紧坐到灶旁前添了一把柴火，

刹那间，红红的火苗就往上

蹿，映得奶奶的脸红扑扑的，

就像人生充满了红红的希

望。两锅旱烟的功夫，枣儿的

香气就一点一点地往出冒，馋

得老汉禁不住把鼻子吸了又

吸，而站在炉火边的我也不停

地咽着口水。

枣蒸熟了，雨也停了。老

汉猛然吸了一下鼻子就说要

走，奶奶赶紧从锅里抓了一小

篮热腾腾的红枣递给老人，让

他带到路上吃，老人不要，奶

奶就使劲给，两人推来推去，

让几颗枣儿趁机跳到了地

上。盛情难却，老人只好接了

红枣转身离去，一阵秋风飘

过，信天游就在窑畔上响起：

红格生生枣儿挂在树梢梢上，

水格灵灵枣妹妹把枣捧上

……

此时，家家户户的烟囱便

一齐升起袅袅炊烟，那丝丝缕

缕的温馨，随着风，飘过大山，

绕过小河，从生命路过的地

方，毫不犹豫点燃了别家烟

火，那刻，我的心底被一种情

感缠绕，香香的、暖暖的。

一树红枣，一篮情深
◎张淑兰

童年的记忆，很多时候是和

流经老屋门前的河流连在一起

的。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条

名叫子牙河的水流，依然叮叮咚

咚地流淌在我的梦里，流淌在我

记忆深处。

小时候，听奶奶说：子牙河

之所以叫做子牙河，是因为这里

曾是姜子牙钓鱼的地方，县城东

北西子牙村东2里，有一处高于

地面1米，面积约90平方米的土

丘，传说是西周太师姜子牙的钓

鱼台，子牙河因此而得名。

从记事起，子牙河便犹如一

位清纯的少女，羞答答地一直陪

伴着我，历经寒暑、赐予了我无

穷无尽的情趣和欢乐。

春天里，一夜无声无息的春

雨，河岸两边一些不起眼的花草，

便开出了星星点点的小花，粉的、

黄的、紫的、红的……妩媚的人眼

花缭乱，河岸上树木也萌发出许多

乳黄的嫩芽。河滩上大片大片金

黄的油菜花，带着质朴的芬芳，铺

天盖地而来，让人目炫而陶醉。这

时的河水宁静淡然，我和几个小伙

伴，经常捡一些碎瓦片、或者薄石

片站在岸边打水漂，看瓦片石片在

水面上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有

时还会惊动岸边苇丛里的野鸭，这

些水中的精灵，平时或隐在苇丛里

休憩，或在水面上旁若无人般地游

弋。一旦听见人声，要么一个猛子

扎到水里，半天也见不到踪影；要

么不经意间突然飞起，紧紧地贴着

水面，丢下一串清丽的啼鸣。

在夏天，子牙河水透明清

澈，水底的小鱼清晰可见。我们

几个常在一起玩耍的孩子们，除

了游泳、打水仗，最喜欢的，就是

相约在河边钓一种叫做“趴地虎

子”的小鱼。这种鱼很傻，个头不

大，头大嘴大，大多时间是趴伏在

离岸不远的浅水处。钓这种鱼不

需要精心挑拣的鱼竿儿，只需随

便找根木棍儿，一截拴着小石头

的白线和一些大蚯蚓，就可以享

受垂钓之乐了。渔具制作好了，

我们寻了河边树底的阴凉之地，

或蹲或坐在岸边的青草地上，举

着小棍，把渔线放入水中，然后一

点一点地拉动木棍儿，那些鱼看

到之后，就都快速的围上来，你争

我抢地吞食着蚯蚓，轻轻一提就

是一条，有时还会同时有两条上

钩。运气好的时候，一个上午，就

可以钓一小盆子。等到吃中午饭

时，就会吃上奶奶亲手做的美味

的锅巴鱼。到了晚上，劳累了一

天的乡人们，吃罢晚饭三三两两

的走上河堤。或躺或卧在河坡的

树荫下，乘凉消暑。我们也会跟

随大人们一起，铺一张草席，躺在

上面，静静地细数天上一颗一颗

眨着眼的星斗。

秋天的时候，天蓝云白，气爽

天高。河岸边的芦苇开花了，小

小的蓝雏菊，在半青半黄的草间

连绵成片，一朵一朵的蓝，团团簇

簇，开得纯净，开得清远，开得不

染纤尘。听着叽叽呀呀的虫鸣，

漫步在朴素淡雅的花间，着实有

一种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恬淡意境。等到落

日的余晖映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

上，整条河流浸染在一片金色光

晕之中，婆娑的杨柳和袅袅的炊

烟倒映在水中，与飞翔在水面上

嬉戏的蜻蜓一起，勾勒出一幅美

不胜收的乡村水墨画卷。

到了冬天，几阵凛冽的寒风

呼呼刮过之后，河面开始结上了

晶莹的冰层，等到了数九寒天的

深冬，冰冻三尺，再飘上一场鹅

毛大雪，整条河看上去，宛如一

条长长的晶莹剔透银白的绸带，

整个冰面成了我们这些男孩子

的乐园。那时候我们都是自己

制作冰车来玩儿，做法简单实

用，就是找一块木板，把火钳烧

得通红之后，在木板上穿几个

洞，然后把铁丝从黑黑的洞口里

穿过去，固定在木板上。每天一

放学，我们就成群结队地跑上河

道，一个人坐在冰车上，另一人

双手扶着冰车上人的双肩，或者

扶着他的腋窝，在冰面上推着快

速地滑行。有时还会分队比赛，

看谁滑得快，你追我赶，玩得不

亦乐乎。

三年级的时候，父母怕耽误

我的学业，就接了我去城里读

书。我才不得不离开老屋，离开

朝夕相处的小伙伴儿，离开带给

我无限快乐的童年小河。那时我

天真地以为，只不过是短暂的分

别，没承想，这一走却成了永远。

随着时光的流逝，子牙河已

尘封在我的记忆里。但是，无论

时光如何转换，无论我走到哪

里，这条家乡的河水，都会在夜

阑人静的夜里，和着窗外柔和的

夜风，出现在我的梦里，伴着我

一步步走向岁月深处。

流淌在梦中的小河
◎张浩

一场雨，夏天给淹没了。

绿色的潮汐渐渐褪去，金黄

的画卷慢慢铺开。

雨后的乡野清新透亮，湿濡

的田野里滴着雨露，鼓荡着一阵

一阵的潮热。天空像水洗了一

般，阳光明朗，云层翻滚。天上

人间，一脉清新，远离尘嚣。

沿着田边小道漫行，清风相

拥，白云相伴，一草一木熟悉而

又亲切，轻薄的风中满溢着诗情

画意的美好。一只鸟掠过眼前，

停在高空的电缆线上，静静眺望

着远方。远方雪峰耸立，原野山

川起伏绵延，沟壑脉络清晰明了，

像一幅立体画卷呈现在眼前。

不知不觉，秋风又起。

麦子收完了，金灿灿的葫芦

横满大地，向日葵低垂着沉甸甸

的脑袋，玉米、土豆进入了后熟

期，苹果、李子、葡萄挂满枝头，

空旷的大地上，金黄与桔红风起

云涌，挤退了肆意骄奢的绿。

“金秋”的气势似乎更胜于

“绿夏”的浓情。

只是，八月一过，天气便凉

了下来，几场风雨，便加重了秋

的味道。

榆树的枝叶间有了沧桑的

痕迹，一串串沙枣摇晃在风里。

乡野大地，处处秋黄，散淡

却又萧瑟，让人心生眷恋，又有

那么一点哀伤。可叹岁月流转

不过一瞬之间。

母亲恰是在这样的季节离

开了我们。十几年来，每个季

节，我都会沿着那条崎岖的小

路，到达她安息的地方，坐在那

片空旷的原野上，看着天上的云

朵聚了又散了，看着远处的村落

里升起一缕缕炊烟，眼前浮卷着

田野四季的模样，不管是春天里

的青涩嫩芽，夏天里的滚滚绿

浪，还是秋天里的沉静安宁，冬

天里的茫茫白雪，都让我觉着是

那样亲切美好。

想着流年岁月，也想起她的

四季：一如春天那般充满希望，

拥有无穷的力量；也如夏天那般

激情涌动，拼尽了全力；还如秋

天那般收获了果实却走向了沉

寂，更如冬天那般永远地沉默

了。我们像她怀里的麦子，从一

颗种子开始，直到长成可以贡献

生命能量的麦子，成就了我们却

使她渐至荒芜。如今，她将自己

变做一粒尘土，回归了大地，我

们还将继续奔跑，直到生命的最

后一刻。

每次，跪在她的坟前，都只

能将思念、歉疚深深地倾注在一

抹纸灰、一股清烟中，渐渐明白，

人生亦如四季。她的生命停留

在这个季节，让我对这个季节的

感悟更深了一层。

行走乡野，沐浴着散淡的阳

光与秋色，不由放慢了脚步。暖

暖的阳光，会将心里的褶皱抚

平，淤积的阴霾散去，心便像天

上的云一样轻盈而洒脱。

每次从喧嚣的城市逃离似

的回到故乡，坐在家门口，看着

远处的田野、村落，还有天边的

雪峰和松林，什么也不想，便觉

得岁月可期而又美好。

或去园子里，在结满了西红

柿、辣椒、茄子、黄瓜、豆角的枝枝

蔓蔓间穿行，摘下一大盆来，用深

山里流经村子里的水冲洗一下，

再捡起一根木柴，塞进灶里，噼噼

啪啪地生出一阵爆响和浓烟，进

进出出间，感叹生活之匆忙，也感

叹能有这样的幸福时光，而春天

翻耕播种的时光又恰似在眼前。

秋思
◎贾春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李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