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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夏天改名叫秋天的时候
稻穗初黄，弯下脑袋
辣椒泛红，指向天空
总有按捺不住的人
早早估算着今年的收成

父亲坐在田埂上
嘴角咧成一朵花
风见了，吹得轻松
卷起烟锅里飘出的烟雾
在空中跳舞

母亲举着一舀子稻谷
引动一串步态蹒跚的鸭子
鸭子嘎嘎叫，惊得
稻田里的鲤鱼落荒而逃

给儿子说说庄稼的长势吧
就从南瓜说起
南瓜是夏天留给秋天的甘蜜
一个一个，滚在地里
要把贪心的人，绊上一跤

再说说那架上的葡萄吧
葡萄是夏天献给秋天的珍珠
一串一串，吊在半空
最好不要在架下驻足
喉咙里会长出手来，把它抓住

儿子说，工作真忙
这个秋天回不去
于是
有人因为秋天的丰硕而欢喜
也有人因为离家在外泛起乡愁

我需要的是这一刻的宁静
整个夏天 我都没有时间陪你们聊聊
在一场新雨之后的潮湿里
一个人面对河边那些沉默的石头
看远处的流水把思绪打开
看天空的暮云把夕阳捻灭
这些石头我默默地爱着
我要把掌心的温热点燃
靠着你 看黄昏漫过河边的草地

我是在下午的闷热中逃离的孩子
在整个夏天 我内心装满的是
这些河边的石头
我要趁着夜晚的凉爽
把这些石头一行一行码进我的文字

对着石头我尽情地说话
打开记忆的闸门
让每一朵夕光中的花儿
衬托河边的石头歌唱
这一刻
石头们性格沉稳坚硬
思想宁静

那次和朋友们去旅
行，在一座寺庙里，我看到
了一口古旧的大钟。这口
大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
雨的侵蚀，底部的花纹变
得暗淡、模糊，表面还隐隐
生出一层绿色的铜锈，似
乎在昭示它的年迈和苍
老。我的心情突然变得庄
严肃穆，也就是在那一刻，
我突然爱上了这口大钟，
爱上了它的沧桑和内涵。
低沉、悠扬的钟声缓缓响起，仿佛穿越了
千年的时光，带着远古的气息扑面而
来。我知道，这应该是岁月赋予它的独
特魅力——这是任何一口新制的钟永远
都达不到的效果。

原来，有些事物，只有经历了岁月的
流逝和打磨，才会焕发出其独特的美
好。这是一种与崭新的事物截然不同的
美，它沾染了流光的印记，经历了岁月的
风尘，因而变得厚重而内敛，这是其它崭
新事物永远无法比拟的美。

还有一次，朋友乔迁新居，我们去她
家里做客。崭新的家具配着刚装修好的
房子，一切看起来都赏心悦目。然而，朋
友手里捧着的那个陈旧的茶壶却吸引了
我们的目光。“这是爷爷当年留给我的。”
看到我们注视的目光，朋友笑着解释，她
用手轻轻地摩挲着茶壶，目光里满是爱
恋和不舍。在朋友的讲述中，我们知道
了这个茶壶对于她的意义，那是一个老
人对子女的牵挂，对晚辈的爱惜，也是她
缅怀爷爷的一种方式。“茶壶上每一条陶
瓷的纹络，都有爷爷当年抚摸的痕迹，我
甚至能感觉到爷爷当年的体温和味道。”
朋友凝视着茶壶，动容地说。是呀，这个

陈旧的茶壶因印上了亲人的
痕迹而变得与众不同，朋友
用着的时候，不仅得心应手，
更能体会到一种特殊的情
感。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极为
美妙的事情。

当一件事物被赋予特殊
的情感时，它便不再是一件
简简单单的事物，它更成了
一种寄托，成了全世界独一
无二的东西。想必用再多的
东西也换不来这件斑斑迹迹

的旧物，正是这一点点的痕迹才让这件
旧物有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见到这个年过半百的女子时，我一
时竟不知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一直认
为美丽属于年轻的女子，从来没有想过
年过半百的女子竟也可以如此美丽！得
体的着装和谈吐，优雅的气质和举动，做
事永远不疾不徐、淡定从容，仿佛根本不
知急躁、生气是何意，和她在一起简直有
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和她在一起的时间
越久，越会不自觉地被她身上散发出的
魅力所吸引。“你们都害怕变老，我从来
不担心这个。”她笑着说出这句和杜拉斯
雷同的话时，由内而外的魅力在她脸上
的每一道皱纹、头顶每一根白发上闪耀，
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丽，是岁月和经
历赐予的宝贵财富。

往事终究像一场雪，被阳光雨露点
缀成云烟过往，只留下纯粹的爱或者不
爱，让你我崩紧的神经永远珍藏。这世
界没有哪一天不像雪泥鸿爪，路过了，爱
过了，便是福，便是雅，何苦纠缠于非要
握住复杂的旧时光，就像花，像海，像你、
我，还有他，在表演着属于你我的风花雪
月。

在持续的高温橙色预警
中，“立秋”这个节气终于向
我们姗姗走来，经历了大汗
披沥的盛夏肆虐，那些民间
俗语古谚此刻竟觉得那般清
凉熨帖，字句含风般：“立秋
之日凉风至”“早上立了秋，
晚上凉飕飕”。

“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
田里话丰收。虽非盛夏还伏
虎，更有寒蝉唱不休”。这首
现代诗人左河水的《立秋》，是我在华灯
初上凉风习习的街头，看到梧桐叶从枝
间飘落的瞬间怦然心动想起的，真是“梧
桐一叶而天下知秋”。梧桐叶落，这个秋
天的象征符号，犹如在初春看到枝头那
抹嫩绿，心间顷刻就被一丝清凉浸润。
立秋，也是灼灼春华，走到了硕硕秋实之
时，“物于此而揪敛也”。忙碌的农人信
步走在稻花飘香的田间，眉眼间尽是舒
心畅意，与人喜话丰收。虽已立秋，可

“秋老虎”还是横亘在秋天的路口，咆哮
发威般将热浪一股股袭来，烈日暴晒中，
浑身燥热刺痛。蝉儿栖于高枝，不知疲
倦地狂鸣，或许它们已知时日不多，在倾
尽所能做最后的“绝唱”。

“乱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
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
中”。读这首宋朝翰林医官使刘翰的《立
秋》感慨颇多。我与他，虽隔着千年的光
阴，但文字却像在心间架起的一座鹊桥，
我如临其境般进入千年前那个立秋之

夜，神似缥缈中画面逐渐清
晰，他静卧塌上，乌鸦的刺耳
鸣叫已散去，溶溶月色中，窗
前的玉色屏风散着清幽的晕
光，睡意朦胧中，一阵凉风从
窗外拂来，那徐徐清风似在
耳畔低语——秋来了。他起
身却遍寻不到，只看到满台
阶飘落的梧桐叶，静沐于流
光月色中。这首诗让我读出
无尽的静谧与悲凉，此刻心

若秋水，明净亦忧伤，三十年前的立秋，
刚刚受伤卧于病榻，疼痛的脊椎毫无知
觉的双腿，惆怅迷惘如月光笼于大地，阴
霾布满心空。梧桐逢秋月，勾起多少愁
煞人的立秋往事啊！

唐朝诗人刘言史在《立秋》中写道：
“兹晨戒流火，商飙早已惊。云天收夏
色，木叶动秋声。”这首诗瞬间就让我想
到汪曾祺的那句话：“在日历上撕过了立
秋的一页以后，虽然太阳的炎威依然没
有减却，寒暑表上的热度依然没有降低，
然而只当得余威与残暑，或霜降木落的
先驱，大地的节候已从今移交于秋了。”
这似乎是一个超能量的心里暗示，立秋
到，从清晨就感觉秋风已至，暑气消减，
连树叶在风中簌簌作响，都觉得是悦耳
动听的秋之轻吟。

一年年寒来暑往，数千载光阴倥偬
而过，从酷暑步入立秋，那早晚凉爽闲适
的“尜尜天”，让我不由得浅吟一句“天凉
好个秋”。

立秋一过，立即心头升起
一片清凉，一颗心也像是猎鹰
的翅膀，有腾空翱翔拥抱蓝天
的冲动。假如此刻乘一列火
车去远方，漫漫旅途中，穿过
秋天的原野是最美的心灵放
逐。

秋的稻田，像一幅幅金色
油画，每一棵稻穗，都饱蘸了季节的丰
盈，每一片稻叶，都泛着岁月的温情，天
地间，一派黄黄的暖色。田边不远处，便
有错落的民房倒映水中，如一方素宣滴
了水墨，看着看着，人也走入画中去了。
稻香入鼻，惹人驻足不愿离去。记得《红
楼梦》第十七回：贾宝玉给大观园里一处
田园景致取名时，不肯用“杏花村”，而喜
欢古人那句“柴门临水稻花香”，便改用

“稻香村”。“稻香”二字，不仅看见了蓝天
下一望无垠的稻之原野，还能闻见粮食
香和酒香，这样的田园美景宁静清朗，连
贾政都忍不住想要归隐了。

秋在乡间是一条通往彩云深处的小
路。碧草苍苍，白露为霜，是布满枫叶的
寒山石径，是水不染尘的江面上渔樵问
答。秋收的人们，再也没了夏时的烦躁，
夕阳向晚，他们沐着金辉，满脸喜色，玉
米秸放倒，花生秧晾晒成冬天的柴禾。

“最喜小儿无赖”，在田头捕捉无处遁形

的蚂蚱和戴“大沿帽儿”的
蛐蛐。

秋是终结，也是开始。
她将收纳最后一瓣花朵，凝
结最后一枚果子，她将一生
的精彩都打了包，封存、酝
酿、结晶。然后等一场寂静
的阔别，宛如修行，用凄风

冷雨将生命梳理，只为了下一次轮回时
走出一个更加明丽的自己。

秋是回归，也是别离。回归的是征
程，别离的是树高千尺魂牵梦绕的根基。

无数次在秋天离家返校，哪一次走
出家门都不忍心再回头，不敢过多说一
些告别的话，怕“未语泪先流”。直到车
子启动，树林与庄稼开始后移，才将一颗
绷紧的心弦松散下来，盈满的泪水开始
释放。那些没有说出的话像细细的砂砾
撒在渐行渐远的途中——想叮嘱父亲不
要过于辛劳，少抽点烟，以免冬天咳嗽得

“心口窝疼”；恳求母亲天凉时戴上手套
洗刷，省得还没入冬就开始皴皮；上城下
县路上千万千万注意安全，一定靠边，前
后左右看清了再过马路……在秋天，饮
一碗亲情的酒酿，有酸也有甜。

八月，秋天的序曲已经奏响，芦花已
结成，蓝天更高阔，而鱼儿憨顽如昨，荷
花依然香。

那天上午不到8点，
因为有采访任务，办公室
的袁主任领着我刚刚走
进筛选厂，一阵悦耳的歌
声传入耳膜：“黑土地的
白杨树啊，长得真是高！
这黑土地的白杨树长得
真是高……”这是用花腔
女高音演唱的著名作品
《黑土地上的白杨树》。

我疑惑地问袁主任：
“咦！矿区工会的文工团
慰问来了？咱去瞅瞅。”
这花腔女高音是抒情女

高音中最纤巧、最灵活的声部，嗓音如夜
莺般婉转优美，音域要超过两个八度，能
自如地唱花腔女高音不是一般女性能做
到的。

“哈哈……”袁主任笑了，“这哪是什
么文工团哦，是我们的筛选工李姐。她的
花腔女高音虽然不那么纯正，但是一般人

比不上。”
说话间，我俩走进筛选厂“块儿选班”

车间，中间是一道200多米长、带凹槽的
机械传动皮带，二十多位筛选女工穿着工
作服，依次分坐两侧。一位坐在第二排、
身材稍胖一点的中年女工正在唱着歌：

“……啊，即使烈日烘烤，禾苗都快枯焦，
它依旧蓬勃向上，不怕煎熬。它就不怕煎
熬，不肯弯腰……”

“唱歌的就是我们的筛选工李姐。”这
时候袁主任悄悄地告诉我，“李姐在我们
筛选厂当筛选工已经16年了，号称我们筛
选厂的百灵鸟，平时就喜欢唱歌，是我们
的文艺骨干，可就是命苦呀。十年前，她
儿子刚刚上小学，丈夫就在井下受伤致瘫
痪，医生告诉李姐，要想恢复健康已经没
有希望了，如果天天不间断按摩或许有奇
迹出现。就这样，李姐白天在筛选厂上
班，晚上下班回家既要照顾孩子，又要给
丈夫按摩……七八年过去了，奇迹真的出
现了，现在她的丈夫竟然能站起来拄着拐

棍儿收拾屋子、做饭了……”
“哗……”这时候，一阵热烈的掌声淹

没了袁主任的说话声。
掌声停下后，女工们齐声喊道：“李

姐，再来一个！李姐，再来一个。”
“不能来了。”这时候，只见唱歌的女

工止住了大家，抬起手腕指了指表，大声
说：“到点了。大家想听歌还不容易呀？
我会20多首呢，等休息的时候我再唱。”

“李姐。”袁主任刚想说话，我一把扯
住了他：“别打扰她了。”我懂袁主任的意
思，他是想让李姐再唱一首给我听听。

“嗡——吱扭扭……”忽然，随着一声
电机响动，那200多米长的皮带运动起来
了。随即皮带上出现了乌黑发亮的原煤，
有块儿、有碎面儿。当煤块儿经过筛选工
面前时，便被她们用手拣出来扔在一旁。

这时候，我的眼睛不由得多看了刚才
唱歌的李姐一眼，只见煤块儿到了面前，
她两只手左右开弓往外拣。遇到大的煤
块儿，一只手拿不动，就身子稍一站起两

只手一用力，搬起大块儿煤往身旁一
扔……

“看到了吧？李姐不仅歌唱得好，
而且干活一般人也比不上。她多次被
评为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还多
次代表筛选厂到矿区参加劳动表彰大
会呢。”这时候，袁主任自豪地指着李
姐对我说，“干筛选工也大有讲究，干
活儿利落的一般都坐在前面，煤块儿
就不会在她们面前漏网，她们拣的煤
块多。你看看，李姐和前面那几个筛
选工身旁的煤块
儿都堆成小山了
……”

我放眼望去，
坐在皮带机靠前
位置的小李和几
位女工身旁的煤
块儿果然堆成了
小山儿，而靠后位置的女工身旁的煤块儿
却不是很多。

午后，挪动一把藤椅，泡上
一杯薄荷凉茶，坐在树影摇晃的
桂花树下，在凉风中悠然地品
茶，这就是最好的享受。

小时候，一进入三伏天，母
亲就会去菜园子里摘回几片薄
荷叶，给我们做薄荷凉茶来喝。
母亲说伏天人昏沉沉，没有精
神，喝点薄荷茶下去就清醒了，
做起事来利索多了。

我却拒绝喝，觉得它有一股子怪味在
里面。母亲好话说了一箩筐，我就是不
听。母亲见软的不行，干脆来硬的，威胁
我说不喝就不要我了，并且她老人家还拽
着我的胳膊，假意要把我轰出门。我害怕
了，怕真的被撵出家门。在母亲的“威逼
利诱”之下，我皱起眉头勉强喝了一小
口。其实我根本没有咽下，就这样含在嘴
里，趁母亲转身走开时就吐了出来。

年少的我，不领母亲的情就罢了，反
而把怨气撒在了薄荷身上。有一天，母亲
和队里的社员到很远的山里做工。我偷
偷地溜进菜园里，弯腰弓身窜到薄荷前，
张开双手从薄荷的根部往顶上捋叶。不
一会儿，五棵薄荷全部被我剃成了“光
头”，可是手上、身上散发出薄荷的清香，
怕回家被发现，就跑到村中的小河里泡了
半天的澡，消除了异味才回家。

第二天，我听见母亲和父亲的对话，
是关于薄荷的。母亲说，也不知道是哪个
捣蛋仔，把园子里的薄荷叶全部掐光，本

想泡薄荷凉茶给孩子们解
暑，这下要一个月后才长满
叶了，菜园在路边就是不
好。父亲说，可能是谁家煮
狗肉，扯来做香料呢？母亲
说，煮狗肉用得了那么多？
他们猜来猜去也找不出祸
害薄荷的罪魁祸首，我躲在
一边偷偷笑，心里好不得
意。

等知道薄荷的好时，我已长大并离家
多年。那年我回老家，夜里喉咙又干又
辣，并且还不断干咳，这是感冒的前兆。
可是，在乡下黑灯瞎火的，到哪里去买药
呢？母亲看见我那难受样，二话不说，打
着手电筒就到菜园里摘了一把薄荷叶回
来。不一会儿，空气中又飘起那股熟悉的
味道。像小时候一样，母亲舀了一碗端到
我面前。这能行吗？我用怀疑的眼神看
着母亲。母亲急了，解释说，薄荷是清凉
的，你喉咙干，可以暂时缓解一下。小时
候，我不是经常煮给你们喝吗？熬过了今
夜，明天你就上医院。我顺从地喝下那碗
薄荷茶，喉咙果然好受了很多。从此，我
逐渐爱上了薄荷凉茶，因为它，我就能平
安度过整个夏天。

桂花树下慢品薄荷凉茶，我要对年少
时冒犯薄荷说声对不起。其实，有着怪味
的薄荷凉茶里隐藏着母亲对我们的爱。
眼前，母亲仿佛又端着一碗凉茶，含着笑，
向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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