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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悟 秋 叶
曹丽芹

秋叶的后面
是杂树驳斑的冬天
已经飘落和即将飘落的叶子
在女性年轮里
藏起过往的忧伤甘甜
所有低垂的情绪
都试图再跳一回
辽阔无际的舞蹈
所有冷峻的躯干
都试图再做一回
晴空丽日下的青枝绿叶

秋叶的后面
是瑟索的童话
单薄得叫人一不小心
就会想起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的预言
秋叶的后面
是炉火透亮却依然寒彻的冬天
沧桑和冷寂的蔓延
让每一颗心
都期望有一把火
燃起生命的爱恋

秋叶的后面
接踵而至的寒流霜降飞雪
是消蚀意志也锤炼意志的演变
秋叶的后面
自由的鸟儿
照样举起温暖的翅翼
快乐地飞翔在生活的层面

没有破不开的冰川
再长的冬天
都无法阻隔渡船的信念
美妙的时光
一次次被释放
又一次次被缔结
众多忙碌的身影
又怎会舍下
生命中温柔的缠绵
秋叶的后面
也许有那么一天
满世界飘起我森林般的胡子
你走进来
再也没能走远

细算下来，我考学进省城后来在此安家立业已近八
年，但在农村老家的母亲仍在担忧，隔三差五地打电话来

“嘘寒问暖”，怕我热着冻着，怕我对这个热衷于辣味的大
城市的食品吃不惯。 问多了，我尽量掩饰住内心的不耐
烦，有时纯属是敷衍应付，但母亲好像从没听出来，也从
未去捕捉儿子不经意间流露出哪怕是一丁点诉求，她总是
不遗余力地去满足。

今年，刚入夏的那天，母亲不合时宜的“问候电话”
又至。当时公司正在开业务扩大会，老总、几位副总和业
务精英研究如何进行市场的战略调整。看了来电显示，我

拿着手机到走廊尽头去接，声音压得很低，
先入为主地说：“妈，现在城里啥买不到啊！
如果临时想起需要老家的特产，以后再告诉
您。”母亲听了，一时语塞，最后估计又想了
想，她小心翼翼地说：“兵娃，对了，老家特
产的棉花要不，我到入冬前给你们备几床新
棉被吧！”

因为要急于回会场，我随口应付道：
“妈，也行。就算您准备好了，我平常工作特
忙，一时半会也回不去。棉被这么大个体积
的东西，您可千万别送。先搁着，到春节回
家时，我放在小车后备箱里捎回来！”母亲这
时长吁了一口气，总算找到“麻烦”她的事
了，如释重负，又仿佛意识到什么，接着
说：“到时再看。兵娃，你是不是还有要紧
事？我先挂了。”

当天下班回家，我把母亲打电话准备打
新棉被的事跟妻子当笑谈。妻子摇着头，似

有所悟，说：天下母亲对做所有与儿子有关的事绝对是认
真的。别看现在天气这么暖和，可能你觉得准备厚实的棉
被有些不可思议，但母亲却不这么认为。以后接她的电
话，你不要再提，免得产生你在“催”的错觉，只当是淡
忘，省得爸妈又为我们忙活啊！

转眼之间，天气已转凉，气温越来越低，到处弥漫着
阵阵寒意。形同往常，妻子开始为我和儿子安然过冬做各
种准备，抽空跑商场或在网上挑选新款冬装和时兴被褥。

就在那一天，我突然接到村里跑货运车吴二叔的电

话。他说，你妈特地捎来一大堆“好东西”，体积超大，
不方便取，我直接把车开进你所在的小区吧。他还开玩笑
地说，都是一个村的，捎带一下，“物流费”就免了。要
是时间还早，我就在你家蹭酒喝。

我们把母亲捎来的两个大包裹“吭哧吭哧”地扛上
楼，一一打开后，发现果真是家乡的“宝贝”：一满泡沫
盒小龙虾，两床约摸十斤重的棉被和一床八斤重的单人棉
被，另配了土布被罩和床单。两床棉被用塑料编织布包
着，估计是怕把新棉絮捆坏了，绳子打得不紧。妻子急不
可待地打开棉被，那被子蓬松柔软，还似乎散发出暖暖的
阳光味道。

那一刻，妻子眼眶红了，流出感动的泪水。我也被母
爱深深震撼。

二叔很健谈，喝了一杯给他备的好酒，话也开始变多
起来：“今年政府帮助扶贫，村民的脑子也变得活泛起
来，直接把池塘里养的水产品往省城网上的收购点里送，
我返乡干起了‘物流’。你妈托的这个‘特快专递’，是这
趟最大的个人物件。听你爸说，你妈在土地流转后，特意
留了一块地专门种棉花。施肥，除草，精心伺候，一朵一
朵地细心采摘，晒了好多天，再请村里最好的弹棉匠赶着
打出来。我敢说，就算省城里啥都买得到，但这么厚实精
加工的棉絮被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母爱深沉，含而不露，倾情付出，不图回报。那一
刻，抚摸着柔软温暖的棉絮被褥，我心潮澎拜，含泪拿起
手机，颤抖地拨了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由衷地向远在家
乡为儿操劳的父母表达谢意。

菊 香 醉 深 秋
曹桂田

深秋时节，气温逐渐变凉，大自然中有的花儿都凋谢
了，惟有秋菊傲霜挺立，依然粉的似霞，黄的似金，白的
似雪，红的似火，大的像团团彩球，小的像盏盏精巧的灯
笼；尤其那展开的花瓣又像一个个丰收的笑脸，以她独特
的美丽和鲜艳，香飘四溢，调节着一个地域的小气候。

我家的阳台上也培育了十多盆品种不一的秋菊。午饭
后，我坐在阳台处，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喝茶赏菊，不由
得历代文人诗客赏菊赞菊的大量诗篇涌入我的脑海。如唐
代诗人李商隐的“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陈叔达的

“霜间开紫蒂，露下发金英”、李山甫的“烟含细叶交加
碧，露拆寒英次第黄”、白居易的“满园花菊郁金黄，中
有孤丛色似霜”、刘禹锡的“素萼迎寒秀，金英带露香”、
张贲的“自知终古清香在，更出梅妆弄晚霞”，以及宋代
大诗人苏轼的“轻肌弱骨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霞”等
等，这些咏菊诗多以叠字、比喻或是拟人的手法描绘菊花
的丰姿秀色之美或是形容清香逸韵的，真是别有一番独特
的韵味。

秋菊不但在文人的笔下被赞誉为花中之王，而且在名
人帝王的笔下也生出种种高洁品性。这是因为菊花绽放于
岁寒霜降之季，既不争春花之艳色，又不夺夏绿之风采。
它自香自珍，在晚秋的风霜中能散发着清幽的芬芳。所以
菊花的这种高洁品性历来也是人们歌咏的题材，如唐末农
民起义领袖黄巢所作的《不第后赋菊》和《题菊花》两首
咏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
透长安，满城尽是黄金甲。”“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
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如桃花一处开。”这两首诗
以菊喻志，抒写了诗人不屈服于封建恶势力的压迫，等待
时机改天换地的凌云壮志。无独有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
璋在尚未登基称帝之时，也曾写过一首风格类似的《菊花
诗》，其诗味上比黄巢的淡，而杀气更浓：“百花发时我不
发，我若发时都骇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
甲。”诗句里的字里行间已显现作者早有的远大志向和帝
王之气。

秋菊还有难能可贵的奉献精神，它既有很高的药用价
值，又有多种保健作用，还能经厨师加工制作成多种高档
菜肴。自古以来，在苏北民间就留下许多咏菊民谣，而且
世代相传，已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菊花一身
宝，入药价值高；清肝又明目，解气消热躁。”所以，许
多人一直爱饮菊花茶，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干菊花，做
枕头，一觉睡到日出头。”“做香包，挂胸前，心情好，又
养颜。”说明用菊花能加工成多种保健品。“豆腐拌上菊花
芽，味道鲜美胜椿芽。”说明菊花菜肴早受人们青睐。

唐代大诗人王维的《鸟鸣涧》一诗，想必是十人九知。“人
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闲，静，
惊，鸣，单单这四个字，细细品来便颇具诗意，回味无穷。

世人皆忙碌，一刻不停歇。桂花细小而轻盈，香气诱人醉
人，但试问：几人曾好好欣赏一番桂花落？不要说桂花落，纵使
槐花落，桐花落，这些北方常见的花，缤纷而落也是少有人驻
足，少有人体察的。人们在赶路呢，心里想着领导布置的任务，
想着回家要做的饭菜，想着手机里某个虚拟的问候。只有停下
来，坐下来，至少一个小时什么也不想，静静地感受风的温度，
感受空气里的味道，感受自己的心跳，这才算是片刻的闲。

曾在半年前，与几位诗友在酒桌上约定，择日去往城西山中
小住，看山，听水，品茗。酒散后，各自忙碌，虽同在一城，鲜
有见面，早已将那个浪漫的约定忘在了脑后。今日，忽想起唐代
著名诗人李涉的七言绝句《题鹤林寺僧舍》：“终日昏昏醉梦间，
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半日
闲？恐也难！

有些东西，你闲不下来是看不见的。
没有俗事庸人烦扰，内心不忧不虑，不怨不怒，不悲不喜，

平静如水，眼睛方可看见那些细微的美好。如黄米一样小的美好
却足以养育一个人，行一路，走一生。

秋桂深情。想想看，一个烟雨蒙蒙的秋日午后，一个闲人漫
步于落着桂花的幽仄小巷。石板路，老木屋，潮湿的空气里氤氲
着芬芳桂花香，偶有桂花从枝头随风翩然飘落，落在脚边，栖在
湿漉漉的小路上。星星点点的黄，丝丝缕缕的香，是数不尽的优
雅、看不够的浪漫、道不完的情愫……

人闲桂花落。倘若不是在诗意的南方，无事的时候，徘徊树
下，比如一棵柳，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秋叶静静地落下，纷纷扬
扬，飘飘洒洒，如细雨随风飘，如雪花簌簌落，那般美好。不要
只知道走走走，人生可不是不停地走，再长的路，不停地走也会
变短。走一段路倦了，你就停下来，坐下来，躺下来，闲下来。
千万不要说“人闲是非多”，那不是真正的闲，那还是忙，一种
没有自我、无中生有的忙。人闲黄叶落，人闲雀儿飞，人闲月儿
美，人闲清泉流。闲一闲，看一看你久违的“桂花”是不是真的
落了。

你在忙，我在忙，一天又一天，怎么也忙不完。是时候强制
自己闲一闲了，不然，真不知道要错过多少桂花落！

我和同事住在同一个小区，那天下班后，我们去小区附近的
烧烤店吃宵夜。我们点了烧烤，叫了啤酒，边吃边聊，时间不知不
觉地过去。等我们准备买单走人时，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
和同事都没带伞，顿时犯愁了。烧烤店离小区门口约有三百米远，
叫的士没必要，但要跑回去，免不了要被淋成“落汤鸡”的。

我们等了一会儿，雨势丝毫未减，只好又叫了两瓶啤酒，慢
慢悠悠地喝着。然而，直到两瓶啤酒都见底了，雨还在噼里啪啦
地下着。酒是不能再喝了，但干巴巴地占着桌子，我们又觉得难
为情，老板还要做生意呢。

这是一家夫妻店，老板在厨房里烤肉串，老板娘则在外面招
呼客人。见了客人，老板娘笑盈盈的，很会套近乎。她看出了我
们的为难之处，从柜台后拿出一把长柄伞，笑着说：“这么大的
雨，怕是一时半会停不了。我这里有伞，你们先拿去用吧。”

我推辞说：“这不好吧，你们也要用的。”
老板娘说：“我们就住楼上，跑两步就行，你们先拿去，明

晚送过来就行。”说着，直接把伞塞到我手里。
我拿着雨伞，心里一股暖流涌动。
买好单后，我和同事出了烧烤店，撑开雨伞，并肩朝小区门

口走去。没走出几步，同事就说：“这老板娘真会做生意，借伞
给我们，明摆着就是要趁我们还伞时再宰我们一顿啊。”

听同事如是说，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心想：用了人家
的伞，就是欠了人情，明晚还伞时，如果老板娘让我们点些东西
吃，我们怎么好拒绝？这样想着，我心里郁闷起来，说：“都怪
我们自己没带伞，事情到了这一步，自认倒霉吧。”

进入小区后，同事大步跑向他所在的单元楼，我收起雨伞回
到家里，把事情的经过跟老婆说了，表示烧烤店的老板娘太“狡

猾”。老婆说：“这还不简单？你现在就把伞送回去，总不至于今
晚还要你吃她的烧烤吧？”我觉得老婆主意不错，就拿起了伞，
匆匆忙忙出了门。

回到烧烤店，老板娘正在招呼几个刚来的客人。我把伞放在
柜台边上，叫住老板娘说：“我把伞送过来了。”

老板娘见到是我，显得有些兴奋，说：“伞不急，明天送来
都没事，不过你来了也好，我正愁着上哪里去找你呢。”

我心里一咯噔：找我能有好事？嘴上却故作轻松地说：“不
知找我有什么关照啊？”

老板娘说：“你们走了之后，我才发现多收了你们十块钱，
真不好意思。”说着，去柜台抽屉找了一张10元钞递给我。

我愣了一下，把钱接过来，说了句“谢谢”，转身就走，心
里满是歉疚。

现在看来，老板娘并不是会算计的人，她的好意是真诚的，
之前是我想多了。其实，人与人之间不光要有关爱，更应该少一
些猜疑；给别人的关爱，要发自内心，对别人的好意，也不要轻
易地曲解。

这次搬家，在整理过去的东西时，翻出了一张二十
年前的照片。那时，我在上中专。我和我的同学们在操
场上，前排蹲着，中间一排站在地上，后面一排在凳子
上，共二十个人。我们看着镜头，在柯达胶卷上成像，
把青春定格在一张相纸上。

二十年过去了，照片四周有些发黄，但同学们清纯
的容貌依然看得出。我站在后排，装出一幅成熟的样
子，那种正儿八经的站姿，现在看上
去，都让人感到发笑。前排蹲着六个女
生，她们都很靓丽。当我把这张照片传
到同学微信群里时，群里一下子沸腾起
来。有个同学说：“你还有这照片？”显
然，他已经把这件事忘了，忘了我们曾
经在一起打过一场篮球。照片为证，被
晒了出来，他内心有些不平静，当即努
力回忆着过去……包括我，还有我们。他尔后感叹：那
个年代的青春，满满的回忆。蹲在前排的一个女同学接
过话：“太多的回忆！”且发出一个偷笑的表情，说自己
现在已是老太婆啦。

在时间的面前，谁人能敌？只能说，那时正值青
春，我们年轻过，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过，骨子里

有一种冲动的感觉，无所畏惧，为班级争光，我们兴奋
不已。我们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们把梦和诗交给远
方，我们把对女同学的好感埋藏在心里，让它在内心灼
热。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代印记，也是烙在我
们青春上的印记。

不知是谁最先说出来：我们要毕业了。直到今天，
我都想不起来。感觉分手来得太突然，我们还没有做好

充分的准备，就要按照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毕业方
向，打包回乡了。一时间，似乎有太多的话要说，觉得
说上几天几夜都不会说完，所以我们搞了个毕业聚餐。
我们喝酒，平时不会喝的，那晚也端起了酒杯，要求给
自己斟满。一盅接着一盅，一切不用说了，都在这酒盅
里，脱口而出的就一个字：“干！”喝着喝着，女生们抱
头痛哭起来，把留恋、不舍倾泻而出。顿时，男生们的

心也软了，化作泪两行。
风从来不会停下来的，我们再多的难舍难分也挡不

住毕业季。在告别仪式后，我们要面对新的群体，因生
活和工作。走入新的生活环境，过去的一切慢慢地向后
退去，我们带着任性、带着看不惯就要说出来的品行，
用棱角触碰社会。一次次触碰，一次次被磨平，渐渐
地，人变得沉默起来，不苟言笑。人，是不是由此走向

成熟？我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
是，成熟起来的人就开始沉默了，有
意无意把一些话藏匿起来，压到心底
去，把一切交由行动去说明。

我想到我们村有一位老村医，他
行医数十年，开过不计其数的处方，
医治过方圆几十公里的周边群众，从
不计较个人的报酬，许多人纷纷慕名

而来。在我的印象中，老村医总是沉默着，有一次，我
问其原因，他说：“我开出的每一张处方就是我要说的
话。”顷刻间，我对他肃然起敬起来。从青春走来的我，
现已两鬓白发，满脸沧桑。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
就是我们走过青春之后，应该要走的路吧。

母亲捎来暖心被
刘兵

人 闲 桂 花 落
张彦英

借 伞 与 还 伞
侯镛

县政府党组召开对照党
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

（上接一版） 会上，金芳勇、朱晓弟、王炳喜分别从思
想、政治、作风、能力、廉政方面，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深
刻剖析自身差距不足，自我揭短亮丑，认真检视反思，见人见
事见思想。每人发言结束后即对其他党组成员提出意见建议。

刘居胜强调，要以党章为纲，一以贯之把牢政治方向。党
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对党的性质宗旨、路线纲领、奋斗目
标、组织原则作出了根本规定，深刻阐述了党的理论基础和政
治主张，集中体现了党的整体意志和共同理想，是全党必须共
同遵守的根本行为准则。要以准则为绳，一以贯之规范自身行
为。要按照准则办事，坚决克服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
义、个人主义，彻底整治党内政治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
肃，党内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等突出问题，净化政治
空气，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以条例为戒，一以贯之严明政治
规矩。县政府班子要坚持以上率下，时刻牢记廉洁从政的要
求，要发挥“头雁效应”，带头加强政德修养，坚决守住理想信
念高线、筑牢思想道德防线、管住从政行为底线，着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青春在前沉默在后
石泽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