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老家，是座小山村，藏在

大山深处的褶皱里。

山里最常见的树，是柿子

树。夏天，柿子树青枝绿叶地淹没

于芸芸众树中。待到秋末，随着柿

子渐渐由青而黄，由黄而红，柿子

树便慢慢从一片苍翠中凸显出来，

人们会指着某处山旮旯，一脸惊喜

地说：“快看，那里有棵柿子树！”

初冬时分的柿子树，删繁就

简，树叶落得净尽，只剩下虬枝铁

干，简洁成了一幅线条洗练的简笔

画。左一个右一个红彤彤的柿子，

疏朗有致地高悬于枝头。此时，大

山意态萧疏，一派冷峻，好似苍然

老者。那明黄色的柿子，像是一个

个燃烧的小火球，又像是一只只淘

气的眼睛在眨呀眨，灰褐色的大

山，因这一树树火红的柿子，变得

明亮、温暖，显示出少有的生气。

这是山村冬日最美的风景。

相比美景，更让我念念不忘

的是柿子的甜美。

吃柿子，不能心急。等到大

雪封了山，捏着柿子的把儿，一提

溜起来，它就大着肚子往下坠，这

时候，柿子才算是真正熟透了。此

时尝起来，柿子的滋味最是甜美。

吃这软塌塌的柿子，不能连皮一口

吞。先把薄薄的外皮轻轻撕开一

个小口，把嘴凑上去，用力吸溜，

“哧溜”一声，里面那一汪浓稠的浆

液，就都被吸溜进了嘴里。这是山

里人最地道的吃法。

柿子的甜，不同于苹果的酸

甜，也不同于梨子的寡甜，它甜得

很单纯，很专一，又纯粹，又柔和，

是一种让人感觉惬意的甜，一如淳

朴的山民。不像其他水果，吃到最

后，会露出马脚，总能品出一点比

如酸味之类的杂味来。这是我特

别喜欢柿子的原因。我想，这大概

是因为柿子，既经历了盛夏的酷

热，又经历了冬日的严寒，有这冰

火两重天的淬炼，更成熟，味道自

然与一般水果不同。

也有人迫不及待，早早把还

青涩的柿子从树上摘下，用热水焐

熟来吃，这办法能去除柿子的涩

味。焐熟的柿子，吃起来脆生生

的，但没有自然长熟的吃起来甜。

山里的柿子树基本都是野生

野长。柿子树大多长在沟边塄上，

又长得比较高大，摘柿子是一件危

险的事情，村民只把低处的摘一

些，高处的就任虫吃鸟啄，甚至自

行坠落。

柿子虽好吃，但是不耐保存，

要是晒成柿饼的话，就可以存放很

久，给孩子当零食。

把硬柿子削去皮，细绳拴着

把穿成串儿，或在屋顶铺排开来，

或一嘟噜一嘟噜挂在石头房子的

前墙上，在太阳底下自然晾晒。晒

足一个月，放在荆条编成的筐里，

盖上盖子开始捂。捂上一周左右，

再拿出来在太阳下晒，晒够一周左

右，再放进筐里去捂，就这样，晒晒

捂捂，捂捂晒晒，如此反复，前前后

后，大概两三个月，柿子便慢慢收

缩成扁扁的柿饼。

晒好的柿饼色泽金黄，呈半

透明状，表面裹着一层面粉状的柿

霜。

山里昼夜温差大，日里晒，夜

里冻，柿饼慢慢泛出了霜，内里也

起了韧劲，吃起来更有嚼头。尤其

是表面那层薄薄的白霜，用舌头舔

一舔，直甜到人心里。

柿霜还是一味中药材，主治

肺热燥咳、咽干喉痛、口舌生疮等，

中医典籍中有明确记载。不过，柿

子也好，柿饼也好，都是性凉之物，

虽然美味，却不宜多吃。

离开老家已经很多年了，每

到初冬时分，便会想起山村里晒柿

饼的场面来。天蓝云白，一排排石

头屋子，墙上挂满了一串串红艳艳

的柿子，这幅色彩鲜明的画面，成

为我心头牵扯不断的一缕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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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异乡，每当年关将至，乡愁

定会愈发浓厚，一幅幅喜迎新年的温

馨画面便浮现在眼前。

这几年，由于逐渐禁止燃放鞭

炮，多少觉得少了过年时应有的热

烈，不禁想到还是儿时的年好。

在我的童年，少年里，最让人难

忘的，莫过于拾炮的情景。有句话说

得好：“新年好，新年到，闺女要花儿

要炮。”说的就是女孩子爱花，男孩子

喜欢放鞭炮。

迎接新年时，每家都会买上一挂

长长的鞭炮。听谁家鞭炮放的时间

长短，就知道谁家有钱谁家没钱。没

钱人家可以放个一千头两千头的，而

有钱人家放的是一万头甚至是两万

头。那在夜空中响彻云霄的鞭炮声，

欢快地迎接新年的到来，是多么地振

奋人心！

除夕吃过团圆饭，大人们在灯烛

下守岁，“守岁多然烛，通宵莫掩扉。”

“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旦来。”坐等辞

旧迎新的到来。而我却是很快地睡

到了床上，因为小伙伴们已经商量

好，明天要早早起来拾炮。睡在被窝

里，想到明天能够拾到好多好多的

炮，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可是又怕早

上起来晚了，就嘱咐母亲到时别忘了

叫我。

拾炮，就是捡拾别人家放炮时落

下的哑炮。

勤快人家接年时会起得很早。

当听到第一声炮响，我就醒了，没让

母亲叫，赶快爬了起来，看到外面的

天空还黑着，我不顾寒冷，拿起手电

筒便去寻找拾炮的伙伴，哈哈，他们

也都起来啦！几束手电光柱合在一

起，我们踩在雪上，脚下发出咯吱咯

吱的响声，奔跑着向放炮的人家赶

去，在噼噼啪啪的炮声里，忙着捡拾

落到地上的纸炮，拾到手里，高兴得

像是捡到了心爱的宝贝。

有个叫虎子的玩伴，只顾得抢

炮，没留意新棉袄被大炮炸开一个洞

来，我们都笑他，说回家一定挨揍。

可是大过年的，欢天喜地，大人一般

都不会放在心上。

新年的太阳升起来了，在鲜艳的

霞光里，明亮而又温柔。我们几个小

伙伴都捡到了很多的红纸炮，便一起

玩起来。把一个个没有炮捻子的炮

头剥开，露出黑色的炮药后，立在地

上，用火柴把炮药燃着，绚丽的小火

花冲起时，忙抬起一只脚猛踩下去，

脚下即刻发出嘭的一声炮响，响声和

完好的爆竹有得一比。伙伴们你一

个，我一个，你来我往，看谁的身手不

凡，谁踩得最响，响声不绝于耳，萦绕

在村子的上空，一团一团的高兴劲，

放飞了儿时的快乐时光。

几场风，几场雨下来，

整个街头都变得冷清了许

多。银杏树上的叶子似一只

只簪子从冬姑娘的发丝间掉

落，落在街头，落在车顶，落

在乡下人家的瓦缝里，顷刻

间，大地像一个俏皮的女子，

戴上了一顶妩媚的假发，似

是等待着自远方归来的亲

人。

这个季节，虫鸣消失

了，花香消失了，就连枕上的

秋意也消失了。世界安安静

静的，清清爽爽的，风不起，

尘不染，空气在流动中带着

微微的寒意，但也是悄无声

息的。这种感觉，如同整个

世界都进入了沉睡，让人不

忍心打扰，纵使要从旁经过，

人们也都是蹑手蹑脚地，生

怕惊扰了它。

但也有例外的，譬如雀

鸟。鸟雀都喜欢负暄，晴天

里，电线上，树枝间，到处都

有它们的身影，虽不如春夏

秋季百鸟集会时热闹，不过

也可称得上“欢会”了。打谷

场上的雀鸟尤其多，你经过

时拍一拍掌，呼啦啦一片，足

有成千上万只。显而易见，

这片天地早已被它们占据

了。

午后，躺椅上的老人沐

浴在阳光里，双眸微阖，脸上

流露出慈祥的神情，好似正

做着儿孙膝下绕欢的美梦，

让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安宁。

小孩子在哪一个季节都是不

安于清闲的，你追我赶，嬉戏

打闹，全没有时序变化的概

念，寂静的时光因他们的喧

闹有了响动，有了生气。

离他们不远处，一只小

懒猫在阳光下伸懒腰，如一

名旷达的隐士负暄于日光

中，更添时光的恬谧。拴在

门口的大黄狗亦如是。不过

后来可能是因为做了噩梦，

听到门口的脚步声，几声愤

怒的犬吠，打破宁静。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

贫。傍晚时分，几个收废品

的骑着三轮车从门前经过，

孤单的身影如同这个季节

的线条——冬季的线条是

很分明的，白即是白，黄即

是黄，不像春日里，花与草

的颜色总是杂糅在一起，怎

么也分解不开。也有些是

夫妻同行的，嗖嗖的冷风

里，他们依偎着身子互相取

暖。车子很慢，说话声很

轻，然而住在高楼大厦里的

人们所拥有的快乐，未见得

会比他们多一分。

此时，青蛙已经进入了

冬眠，人也想冬眠了，每日

清晨，抱着枕头不肯起来，

非得等到上班、上学的最后

一刻钟，才一脸幽怨地挪出

被窝。大自然中，有些树掉

光了叶子，有些树却是四季

常青。苍松翠柏，茂林修

竹，在冬日的苍茫里显得别

样好看。偶尔一场冬雪，纷

纷扬扬的，好似人诉说不尽

的话语，将整个冬季的静与

闹都裹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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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

乡愁是一缕烟

它在头顶上走

我只顾在地上跑

从没想到要抬头看一下天

长大一点了

乡愁是一片云

忽东忽西

还没眨眼便不知去了哪里

其实乡愁最长

一生都走不完

乡愁最浓

一生都品味无尽

转过身去

思念的眸子在闪光

那一叶草

就是乡愁

那滚滚的波涛

也是乡愁

父亲的撅头

把土地翻成了浪花

母亲手里的一根线

把乡愁织出来

那浓稠的日子啊

田埂最窄

长出的花朵最香

弯下去的五谷

腰杆最壮实

那滚满脚印的路上

乡愁的闸一开

就是一条奔涌的河

乡愁的衣角一扬

就是一首最动情的诗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李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