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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在
我心头飘荡

◎黄廷付

中秋之后，寒冷的西北风吹

过树梢，片片黄叶在半空中随风

轻舞，我的视线跟着落叶奔跑，往

事也不由自主地在落叶上飘荡。

记忆中，儿时的我也是这样

的看着枯叶落下，被外婆用笤帚

赶进厨房的。灶膛里窜出的火苗

温暖着我那双冻得通红的小手，

我抓了几把树叶丢进灶膛，又赶

紧去拉风箱。外婆告诉我:锅盖

上的碗里有水，水烫手，锅里就烧

开了，也就不用再烧了。

外婆家的地不多，柴禾总是

不够。为了积攒足够用的柴禾，

外婆每年中秋之后都会用一把笤

帚，把泡桐叶、椿树叶、白杨树叶，

一茬接一茬，扫进厨房里。外婆

家的房前屋后都被她扫得干干净

净。偶尔捡到几根树上掉下来的

虬枝，外婆总会开心地笑，脸上的

皱纹都挤到了一起。

我烧好锅，赶紧跑到屋后去

帮外婆提篮子。外婆头上顶着一

块毛巾，毛巾盖住了她头上的发

髻，外婆的那双小脚轻盈地挪动

着，落叶也紧跟着外婆的脚步，飞

进了那个竹篮。我看到外婆的手

背上生出一道道裂纹，就问她：

“外婆，您冻手吗？”外婆放下手里

的笤帚，两只手在一起搓搓，又放

到嘴边哈几口热气，然后对我说：

“这样做，就不冻手了。”我也照着

外婆的方法做，果然温暖了许

多。回到屋里，我把篮子里的树

叶倒在厨房的灶膛后面，外婆看

着堆起很高的树叶，笑着说：“明

天继续扫，等到下雨下雪的时候

就不用担心了。”

那时候，有钱人家在天冷的

时候都是烧煤球，而外婆家的冬

天就靠那些树叶。外婆说她已经

扫了几十年，有时候隔壁人家的

树叶没人要，她也全部打扫干净，

收回来。

去年春节，我去看望外婆，发

现外婆家的房前屋后依旧干干净

净，就对她说：“外婆，您都九十多

岁了，别再去扫树叶了。”

“现在咱们村里有人专门打

扫卫生的，都是他们扫的。我现

在都用电饭煲，不烧火了。”外婆

笑着说。

我看到外婆满脸的皱纹又深

了许多，但她仍然耳不聋眼不花，

拄着一根拐杖，轻盈地迈动着那

双小脚，显得精气神十足。我在

心里猜想，外婆这样的好身体，或

多或少和那几十年坚持不懈地扫

落叶有关吧。

十月乡村丰收美
◎田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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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幕布缓缓拉下，十

月便精彩亮相。

相比流光溢彩的七月，瑰

丽无比的八月，五彩缤纷的九

月，十月自然而然更呈现出一

派喜庆、隆重的景象。

十月的乡村，流动的是实

实在在的成熟的色彩，它如一

幅徐徐展开的巨大画卷，上面

是画家即兴挥毫泼彩，红黄是

主打色。

象征吉祥平安的苹果眉眼

弯弯，羞红的脸蛋左躲右藏隐在

枝叶间，橙红的柿子像一只只小

灯笼，喜滋滋地迎接节日的到来。

乡下家家的院落里栽有几

棵果树，一到十月，累累硕果在

枝头喜笑颜开。国庆假期，在

外求学的孩子赶回来了，在外

打工的男主人赶回来了，一家

人在院子里其乐融融，聊着天，

摘着果，尝着鲜，家家院里氤氲

着香甜的气息，空气是香甜的，

唇齿间是香甜的。

院落里向南一角的架上搭

满了西红柿秧，秧上坠满了披

上红外套的西红柿，女主人发

挥巧妇的天赋，摘一部分做西

红柿浆。把露着尖尖嘴的辣椒

摘下来晾晒在院子里，一个个

红得耀眼，红得喜庆，满院的红

映衬得日子越发红红火火，越

发有滋有味。

乡村十月正是农忙时节，

家家为秋收忙得热火朝天、不

亦乐乎。

房前屋后的玉米一直坚守

“笑不露齿”的淑女风范，而一

到十月，被节日的喜庆氛围一

感染，乐得“噗哧”笑出了声，露

出了一排排金黄的“牙齿”。

“剥橙香透甲，稻香气翻

匙。”十月是五谷丰登的丰收月，

农人用爽朗的欢笑喜迎十月，喜

迎祖国母亲的生日。乡村的十

月用大自然之手绘制了一幅美

妙绝伦的巨画，红是五星红旗的

红，黄是五颗星的黄，它用独一

无二的方式感恩祖国母亲给儿

女们带来的幸福生活。

犹记那年菊花香
◎尚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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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的乡下，房前屋后，

田边地头到处都是盛开的野菊

花，母亲没事就去采摘，采回来

后用清水洗净，阴干，然后装进

一只布袋子里，宝贝似的挂在

墙上。

那时候乡下没有喝茶的习

惯，但母亲经常会给家里人冲

菊花水喝。菊花味甘苦，性耐

寒，有散风清热、清肝明目和解

毒消炎等作用，不识字的母亲

却熟知菊花的功效，并且把菊

花无所不能地发挥到极致。

我不喜欢喝菊花水，因为

泛黄的菊花水有一点略苦的味

道，极像母亲喝过的中药汤。

母亲为了让我喝菊花水，会把

平时生病时哄我吃药的红糖加

进去一点。吃药那是偶尔为

之，菊花水却要天天喝，红糖就

消耗比较多，后来母亲就做菊

花大米粥。母亲先把大米粥熬

好，然后放几朵洗净的干菊花

再煮两分钟，让菊花充分舒

展。因为有了大米粥的清香四

溢，菊花特有的味道就被冲淡

了许多。色泽清白黏稠的大米

粥，香味扑鼻，上面盛开着两朵

金黄色的菊花，甚是漂亮，极大

地勾起了我的食欲。

有年春节，家里经济紧张，

大年初二待客人，下酒菜太寒

酸，一向热情好客的母亲绞尽

脑汁想多做两个菜招待客人，

可是家里实在没有像样的食

材，母亲又开始打起了干菊花

的主意。母亲从墙上挂着的布

袋子里取出两朵干菊花，用温

水泡开，把花瓣一瓣一瓣撕下，

再浸泡在凉水里，又把一根白

萝卜切成细丝，在热水里轻微

汆煮一下，捞出用凉水冲凉，保

存萝卜的清脆，最后将菊花花

瓣和萝卜丝放一块，加食盐、味

精搅拌均匀。家里没有麻油，

母亲把菜籽油放锅里烧热，等

热油凉却后浇洒在萝卜丝上，

金黄的菊花花瓣衬托着白萝卜

丝，黄白相间，油油亮亮，煞是

馋人。一道精致好看的凉菜做

好了，端上桌，客人尝了之后，

感觉清脆爽口，异香满嘴，不禁

交口称赞，一盘菊花拌萝卜丝

很快见底。客人临走，向母亲

请教如何做法，并且讨要一把

干菊花，回家自己也要做着吃。

从此，菊花拌萝卜丝便成

了我们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

道菜，我也有原来连菊花水都

不愿喝的一个人变得在萝卜丝

里专拣菊花花瓣吃。

如今，家里一年四季备有

胎菊茶，都是在茶行或网上买

的，泡茶非常方便。每次冲茶的

时候，看着茶杯里的胎菊慢慢舒

展开来，嗅到从茶杯里飘散出丝

丝熟悉的味道，就会想起当年母

亲的菊花水、菊花大米粥和菊花

拌萝卜丝，淡淡菊香就会从记忆

深处袅袅飘来，弥漫整个空间，

让我不自觉地回味起那些菊香

陪伴的悠悠岁月。

老家的柿子树
◎柯贤会

每当红灯笼似的柿子挂满

枝头，我的思绪就会不由自主飞

回生我养我的老家，飞到那棵多

姿多彩的柿子树旁边。

老家位于秦巴山区坝河镇，

镇内翠峰迭起，溪流密布，气候

温润，草木茂盛，特别适合柿树

生长，荒坡上、地坎边、房屋后、

溪沟畔，随处可见大小不等的柿

树，它们扎根山水，与村庄相依、

村民相伴，成为老家人的好邻

居、好伙伴、好朋友。

春末夏初，满山柿树就开出

一朵朵鞋眼扣似的黄瓣白蕊花

朵，阵风吹过，无数柿花如天女

散花般撒落一地，树根下、田地

间、沟壑里便堆砌出厚厚的一

层花绒，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

是老天爷翻错了季节的书页，

在初夏便纷纷扬扬飘起雪花

来。许多女孩子将柿花拾起，

用五颜六色的丝线穿成一串串

“项链”挂在脖子上，更显乖巧

灵秀、楚楚动人。乡间空气里

四处弥漫着柿花的淡淡清香，

给村庄增添了几分暖色，给生

活增加几分谐趣。每到这个季

节，柿花、绿树、溪流、飞鸟共同

为老家描绘出一幅幅山水画，

每一幅都是那样自然天成、唯

美醉人，让人目不暇接。

柿花落完，绿绿的小柿子如

同青春痘从萼片里钻了出来，随

着时间的推移，小柿子一点点成

长一点点变大，像绿豆，似豌豆，

如橡籽……见证着岁月的变

化。小柿子是我们小时候的玩

伴，小伙伴们常常捡了树上脱落

的小柿子，在底座插上细细的树

枝或是竹签，做成陀螺，在平整

的地上进行转圈比赛，小柿子陪

伴我们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盛夏火辣的太阳给柿子灌

注了阳刚之气，频繁的雨水给柿

子进行了雨露滋润，让青涩的柿

子逐渐丰满起来。等到柿子如

鸡蛋般大小时，我就会躲着小伙

伴，悄悄爬上秧田边的那颗柿子

树，迅速摘下几颗，埋进秧田的

烂泥里，在热水的发酵下，三五

天后就可以掏出来享用甜脆可

口的腌柿子了，有时候，母亲也

会在柿树上打下一些青柿子，放

进泡菜坛子里，加上凉开水，泡

上几天就可以食用充饥了。

中秋过后，轻抿初霜的柿子

陆续变红，由表入里，零星地在

某一个枝丫上探出头来，我和小

伙伴每天会在柿子树下，仰望树

冠行注目礼，指望天上掉下红柿

子来，如果发现树上有一棵红柿

子，小伙伴们便争先恐后展开爬

树比赛，争夺“胜利果实”，有一

次，雨后初晴，树干光滑，我在爬

树时不小心从树顶上掉下来，多

亏下面的树枝挂住了衣服，才转

危为安。

到了深秋时节，柿树上绽放

出万千只红“灯笼”，把整个山村

点缀的喜气洋洋，这个时候父亲

就拿着竹竿、提着笼子、背着被

笼，带着我们收柿子，我们小孩

子身子灵巧，如猴一样轻松爬上

柿树，边摘边打，父亲在地上捡

柿子，不一会儿，高大的柿子树

便残叶横飞、柿核遍野，纽扣一

样的蒂儿一地狼藉，粗壮的柿树

像抽空了真气，在秋风中显得那

么单薄憔悴。

柿子是上好的酿酒原料，柿

子连同夏天采摘的血藤根、马鞭

梢、薄荷叶等混合发酵，半个月

以后就可以烤出香甜醉人的甜

杆酒，可自饮、可待客、可赠人，

可上婚宴喜庆酒席、可做逢年过

节饮品，村里人亲切的称柿子酒

是我们村里的“茅台”，喜爱之

情，溢于言表。

记忆最深的是老家院子旁

的一棵柿子树，村里老人说这棵

柿树有三百多年历史，高大挺

拔、英俊潇洒，树干有两个人合

抱那么粗，十多层楼房那么高，

树冠如伞，枝繁叶茂，覆盖区域

有小院坝那么大，阵风吹来树叶

沙沙作响，如同演奏着一首美妙

动听的歌谣，让人陶醉。这棵树

下是我们一院子人休闲娱乐的

好场所，夏天中午或晚上，院子

人在树下乘凉，喝茶聊天，其乐

融融，我们经常在这棵树下玩

耍。后来我外出求学、参加工

作，回家时，只要一站在山腰上，

便可以远远看见院子旁的那棵

柿子树，成为我回家的路标，在

我温暖而潮湿的眼中，柿树幻化

成慈祥奶奶的身影，远远的在向

我招手，时刻让我不忘家乡、早

点回家。

柿树浑身是宝，历经风雨沧

桑仍默默为人类奉献它的一切，

不愧是“植物界的老黄牛”，在这

里我想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赞扬一下柿子树，那就是：“吸收

的是土、水分和阳光，奉献的却

是美景美味和精神享受！”愿柿

树健康成长，“柿柿”如意！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李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