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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雁萍高雁萍

秋风吹，秋雨淋，秋阳晒，这收获
的季节，说来就来了。

田野上真是少有的繁忙。起土
豆起葱，割葵花盘子，拉运红豆绿豆，
捆莜麦，搬高粱谷子，摘倭瓜葫芦，真
是人忙车也忙。忙得团团转。现在
的秋收季，头脑活泛的人会把刚割下
的新鲜葵花盘子拉到城里卖，但凡看
见的小孩，家长都会给买一个，像我
们小时候那样，抱在怀里一颗一颗拽
着吃，那种清甜，似乎还带着阳光和
土地的味道。

青纱帐一样的玉米地里，那些腰
身挺阔的大个儿棒子早已不堪重
负，成了倒挂金钟，似乎在提醒它们
的主人，现在已是颗粒归仓的时候
了。玉米是担当重任的主粮，更是
农家小院的一道风景。从地里收回
来，黄灿灿挂在屋檐下，摆在窗台
上，摊在院门口，亦或囤在铁丝编成
的圆形粮囤儿里，无论将来磨面、酿
酒，还是用做牲畜饲料，都让人心里
有一种踏实感。现在的老玉米穗儿
还有了新用途，那些经营乡土菜的
馆子里如果挂几串儿红辣椒黄玉米

紫皮蒜，即便端上桌的不是胡麻油
炒农村鸡蛋，食客们咂吧嘴儿的时
候，照样会竖起大拇指。这就是环
境的影响力。

明长城脚下的一块地里，女人们
围着头巾，正舞动起镰刀割藜麦。
对我来说，这可是个新鲜事物，小时
候没吃过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如果
它不是长在地里，我一定会认为这
就是小时候拔了喂猪的灰菜长老而
已。出于本能，我从一位大嫂手里
要过镰刀，虽然骨子里有干劲，但只
弯腰割了几把，手腕上就没劲儿了，
真是粒粒皆辛苦啊。

据说，这老灰菜一样发红的藜麦
个头最高能长到 3米，可我手心里揉
出的果实，却是比小米还要小的小
圆片儿。藜麦产量低，但营养成分
全面，易粥易饭，口感和味道都容易
被 人 接 受 ，所 以 成 了 餐 桌 上 的 新
宠。小小的藜麦还是一种低果糖低
葡萄糖食物，能在糖脂代谢过程中
发挥有益功效，因此备受推崇。

藜麦地在高坡上，地边儿种着倭
瓜和葫芦。有意思的是，瓜蔓子没

有顺势入侵到藜麦地里，反倒追着
太阳朝外长，瀑布一样垂挂在几米
高的沟边，东一个绿皮葫芦，西一个
黄皮倭瓜，吊成一堵风景墙。风景
墙下边儿那层地里，是等待收割的
黑豆和豌豆。我和这两种豆子感情
很深，因为它们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
零食，尤其姥姥用大铁锅做出的五香
豌豆，现在想来都是舌尖美味。黑豆
呢，腊月里端半盆儿到队里的豆腐房
换点儿豆腐，瓦缸里再生点儿豆芽，
过年招待亲戚朋友，那才是地道的农
村饭。如果哪个小孩儿兜里能掏出
炒黑豆，比现在掏出百元儿大钞票都
让人羡慕。小时候秋收时，我们一帮
孩子结伴去生产队正在收割中的地
里捡豆子，一次次被队长骂骂咧咧撵
出去，虽然脸上多少有点挂不住，但
那渐渐鼓起来的口袋，总能把受伤的
心灵给抚慰了。

这个季节，最热闹的要数土豆
地。机器起，人捡拾，随起随装车，有
些入窖储藏起来，等待好价钱，有些直
接被经纪人卖到外地，土豆成了致富
的金蛋蛋。我爱吃土豆，厨房里一年

四季都备着，假如吃莜面和烩菜少了
土豆，那一定是没有灵魂的饭。我曾
下地和农民一起用铁锹起过土豆，累了
饿了，地头一坐，吃口干粮歇一歇。晚
上回家躺床上了，满眼还是大大小小的
土豆，睡着了做梦还在起土豆。过去还
有个活计，就是用小土豆和铲坏的土豆
磨山药粉子，要不冬天就没有粉条吃，
夏天也没有凉粉儿吃。

原野上的草，仿佛一夜之间就被
风吹黄了。真正的风吹草低见牛羊
啊！那肥牛壮驼气质羊，过来一群，
又过来一群，让人眼花缭乱。牧民心
里乐开了花儿，开始盘算即将卖掉的
牛羊，还要算计算计能给家里增加多
少收入。那些成天跟着“野放部队”
溜达的羊倌儿也高兴，风里雨里跟着
它们跑，主家给奶喝给肉吃，如今这
好膘情，也算对得起主家给的那几万
块工钱了。

对，还有果园。那架上的葡萄，
树上的果子、梨，该红的红，该紫的
紫，有些没等人动手，自己便噼里啪
啦掉到地上，因为一旦熟透，树就不
要它们了。

秋风啊秋风，你能否放慢些脚步、
更加温柔地吹过我的窗棂？

我想仔仔细细地好好欣赏一遍秋
天的角角落落。我要一步一印，爬上
山的巅峰，不只为“一览众山小”，更想
了解它的缄默不言扛起了多少重荷与
责任。我要沿着溪涧，追上江河的一
路婉转荡漾，不只为更大更炫舞的浪
花，我想搞清楚它囊括了多少暗流的
涌动，又宽宥了多少礁石的锋刃。我
要潜入丛林，捕获一颗颗晨曦之露，窃
听一段段天簌鸟鸣，不只为探险之获，
我想知道那些免费的恩赐到底是何等

的珍贵。我要返回故乡的村庄，仔细
追查我模糊不清的前世今生，叩响每
一个族人和亲戚的门环，不只为明晰
春秋的来龙去脉，我想破解一路蜿蜒
曲折的迢迢屐痕隐喻着怎样的人生之
径。

秋风啊秋风，你能否踮起脚尖、轻
提裙裾，不要把西伯利亚的飞沙走石
偷偷夹带？

我想以一当十、昼夜不息地奋斗，
把那些枉付十里春风的泪水，滴进盐
碱地的汗珠，酿造出一坛坛醴醇的财
富，丰润中年的收获。我要给天堂的

父亲写一封信，告诉他放心吧，我已完
成了他曾经无处托付的责任。虽然，
因着错位的角色，我辜负了韶华流年，
也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负荷。我要给儿
子泉水般汩汩地滋养，不是指向，更非
管控，是肯俯首低眉的温柔浸润。我
也绝不会因为秋风已伴行就停下读书
学习的步伐，不只为“活到老，学到
老”，而是我想让思想和内涵跟得上岁
月风尘仆仆的节奏。

秋风啊秋风，你能否以飘逸的风羽
作笔，在天地这张浩大的宣纸上，横平
竖直出一片叶子悠悠荡荡的生命故事？

那些春风里冒冒失失的懵懂心
愫，夏季里面对七彩斑斓的兴奋与失
措，你是否已在每一片叶脉上小心勾
勒、点滴记录？那些对未知寒冬的揣
度是战战兢兢、还是坦然从容，期待与
雪花相拥，全部的秘密都隐藏每一片
树叶枝节横生的繁缛脉络里。把青春
的困惑，还有面对玫瑰绽妍的心有余
而力不足，我一点一画临摹成弯弯曲
曲的线谱。诗和远方，还有安放心魂
的园圃，我已一笔笔勾绘出轮廓，历经
长河的洗炼后，完美涂鸦上了理想中
的色彩。

现在，美食的发展虽然日甚一日，
但有一样美食却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逐
步消失，只能存留在记忆里了。这就
是灶火里的美食。

儿时，家家户户搭建着灶台，有灶
台必有风箱，风箱是助火的。有人在
灶台前忙着煮饭炒菜，一旁必得有人
坐在风箱前拉风箱助火。

通常情况下，是父母在灶台前做
饭，孩子们坐在风箱前拉风箱。每到
做饭前，无论你玩得多高兴，总会有些

家长叫自家孩子回去拉风箱。有的孩
子玩在兴头上，不想回，有的家长会放
出打罚的狠话，有的却会施加诱惑：

“你不回来，我们灶火里烧上山药、红
薯，没你的份儿，你可别埋怨。”孩子们
听了这话，通常会乖乖地往家跑。

回到家里，先寻几个山药、红薯
放到灶口前，然后坐在风箱前拉风
箱。等风把火助旺了，再把山药、红
薯从灶口扔到灶火上，除了用火钩或
火钳翻一翻，基本就不用管了。等山

药、红薯烧得像煤球一样，成了通体
炭黑，再把它们夹出来。有性急的，
立刻拿起一枚，两手倒着，将其掰开，
里面红的鲜亮，白的滋润，都会冒着
热气，散发着甜丝丝的香气，溢满一
屋子。一旁若有兄弟姐妹，眨眼间就
会被抢空。

另一样灶火里的美食是莜面的绝
配，这就是烤茄子。把饱满、滚圆、鲜
亮的茄子扔进灶火里，翻烤一会儿，夹
出来就会变成干瘪、褶皱的一条，像腌

制的蔫黄瓜。但这时的茄子会冒出一
层亮汪汪的油，给这毫无生气的吃食
赋予生机和诱惑力。但千万不能用刀
切，要用擀面杖的一端捣碎，之后再加
上盐和蒜末，少许香油，充分搅拌，再
和莜面调在一起吃，那叫一个香啊！
写到这里，笔者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在我们研制、调制出诸多美味的
同时，必会失去一些。我们还是让它
们存留在我们的脑海中，成为美好的
回忆吧！

中秋，如果有形状，那它就是圆形
的……

中秋的月亮是圆的。月圆时分，
月光洒满清辉，给整个村庄镀上了一
层美丽的银光。乡村的月夜也是极
美的。月亮从远远的地平线升起来，
像是巨大的圆球，圆球缓缓上升，先
是停在树稍，像是挂上了一盏大灯
笼，接着，月亮慢慢攀升，直到浩瀚的
天际。

我坐在乡下的院子里，微微地闭上
眼，感受着凉爽的清风。四下里极为安
静。小虫儿似乎在举行着一场盛开的
音乐会。远处池塘里的蛙“呱呱”地先
叫了几声，似乎是这场演唱会的报幕
员。接着，你的耳边有狗吠，有虫鸣，有
蛙叫。月亮将如水的光芒浸润下来，似
乎天地万物都沐浴在星空下。

中秋的月饼是圆的。节日期间，
美味当道。我最爱吃村子里人们手工
打的传统五仁月饼，有模有样，月饼上
还带着花纹。吃一口，满嘴留香。五
仁的香气，和着馅，香香的，甜甜的。
让人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还特别喜
欢吃蛋黄酥。酥脆的外表，似乎吹弹
可破。你需要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
轻轻地咬破酥皮，只见得一枚油亮亮
的鸭蛋黄，吃一个，再配上点香茗，这
感受，惬意极了。

中秋的团圆是圆的。中秋，意味
着团圆。而乡下的中秋，才有节的味
道。依稀记得小时候过中秋节。中秋
之夜，月朗星稀。日光刚有些淡下来，
农村的小院子里，就开始一片忙碌。

妈妈忙着在小院子的葡萄架下摆上小
地桌，再放上几把藤条椅。哥哥开心
地压着辘辘，出来清亮亮的小井水，喝
上一口，甜滋滋的。

妈妈还会在餐桌上，继续摆上月
饼、葡萄和苹果。妈妈总是笑着说：

“葡萄，代表多子多福，而苹果代表了
平平安安。”在过节的时候，人们喜欢
说着吉祥话，似乎所有的吉祥，都会在
这时悄悄地来临。

我们坐在小桌子旁，赏月，吃着甜
甜的月饼。就见得街坊邻里相互串着
门，说着中秋。哥哥在一旁念着中秋
的诗，“海上升明月，千里共婵娟。”我
则和道：“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
妈妈则在一旁笑呵呵地说：“中秋，就
意味着团圆。无论你们长多大，都记
得中秋要回家。”

月圆人团圆，这才是节日的主题
吧。因为团圆，人们才享受着更多的
亲情和家的温暖。记忆里的中秋，就
是如此美丽。经久不散。每年中秋，
我们都会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只为了
妈妈曾说：月圆人团圆。

古往今来，人们赋予中秋圆月极
美的祝福。人们憧憬：“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人们渴望“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月光，从古至今，都代
表了一份美好的希望，甜美的祝福以
及深沉的思念。

在这个节日里，人们赋予节日以
浓浓的亲情。我们吃着月饼，和家人
一起仰头赏月，心里暗暗想，如果中秋
有形状，它一定是圆的……

时间——无色无味无温无状，却每天与你
形影不离，从黎明跟随到黄昏，再从黄昏跟随
到黎明……春去秋来，透过季节的窗户远眺，
春兰夏荷，秋菊冬梅。时间在一圈圈年轮上酝
酿大自然的风云变幻，演绎人世间的悲欢离
合，让每一个翩翩起舞的日子尘埃落定。

时间，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使者，人人每天
都是24小时，谁也不会比谁多出一分一秒。当
你焦虑急切希望时间过得快点儿，它不紧不
慢；当你悠闲惬意希望时间过得慢点儿，它还
是不紧不慢。时间从不偏袒任何一个人。

然而人们常常发现，明明是同等条件下同
时起程的两个人，走着走着境遇却大不相同，
原因在于不同的人对待时间的态度有很大差
别。有的人愿意花时间去深耕某一领域，有的
人却敷衍塞责。你怎么去花时间，时间就怎么
回报你。

一个人，有时如大山般坚定，有时似小溪
般柔情。时间，在人生的每一个节点上，都会
留下深深的印记。只有在岁月的征途中不懈
跋涉，坚持向善向上向好的人，才能遥望风雨
后的彩虹。

时间是把残酷的刻刀。儿时的脸蛋光洁细嫩，如初熟的苹果。后来
在人生的路上，为柴米油盐辛苦、为生儿育女操持、为社会事业奔走，不
知不觉已到迟暮之年。忽然发现，原来那张红扑扑的脸上爬满皱巴巴的
核桃纹。变老是每个人都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问题在于怎样看待。其
实，从黑发到银丝的每个阶段，你都收获着不一样的惊喜。

时间，不言不语，却见证真情；悄无声息，却看透人心。时间，能消除
误会，也能揭穿谎言，更能把真相还原。时间，能让人从蒙昧走向清晰，
从单纯走向睿智。一颗心在岁月的江流中历经风浪、漩涡、暗礁，方可领
悟人生的波澜壮阔。

时间，能涂染心情。一生会遇到种种磕绊和忧伤，时间是最好的动
力，能让人从阴云密布中走到丽日阳光下，能让情绪由低落演变到高涨，
能让心怀困惑的人慢慢揭开谜底。时间，如同慢煮的清茶或陈年老酒，
品呷出人生的况味；好似母亲的呼唤，慰藉孤寂的心灵；仿佛对症良药，
治愈肉体和灵魂的痛楚。

懂得生命的真谛，就会热爱生活，不辜负时间，从而把握好每一天每
一分每一秒。时间，虽然让年龄增长，但也让心态成熟；虽然布下沟沟坎
坎，但也磨炼出坚强和勇敢。时间，把一个个亲人、朋友、同事送到你身
边，构成家庭、单位和社会，提供给人无尽的温暖、帮助和关怀。

时间，能让人明白：唯有善良地做人和负责任地做事，会换来平安与
幸福；唯有健康的体魄和久久为功的信念，是最大的资本。

山可移海可填，唯有时光流逝不复回。那些曾经攥在手里的时间，
那些本可以让人变得优秀的光阴，一旦浪费掉，就很难弥补。所以，时间
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该挥霍的东西。

人生是一个过程，昨天离你远去，明天难以预测，只有很好地把握今
天，才不会留下遗憾。生命在时间里奔跑，跑累了需要休整、跑偏了需要
修正，而后携上阳光和笑脸继续向前。如果用一个字概括秋天，我想应

该 是“ 香 ”。 夏 天 用 一 个 字 概 括 是
“绿”，秋天的香与夏天的绿一样，深
深浅浅，浓浓淡淡，层次丰富，多姿多
彩。

由“绿”到“香”的变化，是季节的
一次质变，生命的意义因此而升华。

“绿”是繁茂生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

漫长和艰辛的，大地上的植物经过了
烈日高温的煎熬，经过了暴风骤雨的
考验，终于走向了生命的秋季，迎来
了属于自己的芬芳时刻。

秋色斑斓，秋香遍地。站在秋天
的田野上，任凭浩荡的秋风吹拂着，你
会感觉进入了一场盛况空前的集会。
玉米、高粱、大豆、棉花、红薯、土豆、

茄子、辣椒、西红柿、苹果、鸭梨、葡萄
等等，来参加集会的数不胜数，个个都
奉献出自己生命的精华，把最香的果
实献给最美的秋。秋风裹挟着各种果
实的味道，肆意地吹过原野，吹过村
庄，吹进人们的心里。秋天的田野，丰
收在望，香味弥漫。这是草木写出的
一首长长的抒情诗，用来歌唱土地和
天空，歌唱阳光和雨露，歌唱流水和蜂
蝶。这首长长的抒情诗，每一个句子
都激情昂扬，每一个词语都饱含感情。

天高云淡，土地博大。秋天的土
地散发出迷人的体香，这种秋天特有
的香味，让人迷醉，让人沉浸。人被
包裹在各种秋香中，就像闯入花园的
蝴蝶，有点欣喜若狂，有点忘乎所以。

每年的这个时候，父亲都会伫立
在田头，深情地望着他耕耘的这片
土地，眼神里满满的都是喜悦和欣
慰。他掰下几粒玉米或者剥下几粒
黄豆，放入嘴里慢慢地咀嚼。好大
一会儿，他咂咂嘴巴，赞叹道：“真香
啊！”我小时候吃过生的玉米粒和黄
豆粒，味道青涩，尤其是黄豆略带豆
腥味儿，并不怎么好吃，不知道为什
么父亲说香。后来，我才真正懂得
并接受了那种香味。那是一种来自
植物本身的香味，轻轻浅浅，却让人
觉 得 安 然 满 足 ，让 人 觉 得 踏 实 幸
福 。 那 种 香 不 仅 是 简 单 的 五 谷 之
香，里面有阳光雨露的味道，有大地

深处的气息，有绿色植株的清气，味
道醇厚。尤其是里面有胜利果实的
味道——对父亲来说，秋天的收获
就是他的战利品，他付出的劳动终
于 有 了 回 报 。 如 同 我 写 出 一 篇 文
章，发表于报刊，对我来说那些文字
也是香的。金风吹彻，秋香遍地，人
心欢畅。

秋 天 的 果 园 诱 惑 力 是 最 大 的 。
到了秋天，西瓜、桃子之类的水果就
偃旗息鼓了。我觉得这类水果的味
道主要是甜，而秋天的水果是香的。
秋阳艳艳，苹果树上果实累累，光彩
熠熠。看准一只又大又红的苹果，踮
起脚摘下来，洗洗就大口啃下去，味
道真的是又香又甜呢！这里必须用

“啃”，因为早就急不可耐了，嘴巴里
的口水差点就提前淌出来了。秋天
的苹果里有秋阳的香味，暖酥酥，甜
润润，香喷喷，真的是太好吃了。春
华秋实，秋天成熟的果实，经历过漫
长时光的酝酿，味道当然无以伦比。
果实飘香，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迷人的
味道，整个果园都是香的，让人感到
秋天的美好。

秋天的香，有秋阳的暖香，有秋
风的熏香，有草木的清香，果实的淡
香，有花朵的馨香……芬芳萦绕，处
处绽放美好。

秋 香 遍 地 ，岁 月 丰 饶 。 生 命 之
秋，季节华章！

灯灯
下漫笔下漫笔

■■ 马亚伟马亚伟

秋香遍地

短短
笛横吹笛横吹

■■ 刘云燕刘云燕

中秋是圆的

丽丽
日抒怀日抒怀

■■ 文茹潇潇文茹潇潇

致秋风

闲闲
情小品情小品

■■ 李高林李高林

灶火里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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