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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满山里瓜果飘香，敏锐的舌尖早
早就触摸到了秋味儿。

随便走到哪里，都有甜蜜蜜、香喷喷、
鲜美美、脆生生的味道等你品尝。甘甜的
玉米、地瓜、香水梨、苹果，喷香的小米、花
生、栗子、核桃，鲜美的秋桃、柿
子，脆爽的萝卜、黄瓜，想吃了，
伸手就有，眨眼就能填饱肚子，
而且能品尝到最新鲜最贴近本
质的果实味道，让舌尖留下整
个秋天的美好记忆。

花生刨出来，包了一肚子
营养，扒开，浑身的香气先就冲
了鼻子，吃几个满嘴香。便是
扒块地瓜，在裤子上一擦，嘎嘣
咬几口，稀甜稀甜的味道印记
在脑子里。要是拔个萝卜，最
好是轻轻抹掉泥尘就吃，这样
萝卜的甜辣就全在嘴里。如果
洗了再吃，水气味儿就会冲淡
萝卜的味儿，没了痛快。摘下
红通通的辣椒，就着面酱，大口
吃馒头、金黄的玉米饼子，秋的
辣味儿便满了口。

刚下树的红富士苹果，水
汪汪的，皮儿薄薄的，手一抹，
咬一口，甜美的秋天都入了口，
要是掺合了时间在里面，它就
失去了原汁原味。俗语云：茄
子黄瓜两头鲜，蹲在黄瓜地里，
摘下冒着绒毛的嫩黄瓜，鼻孔
老早就嗅到了鲜味儿，吃一口，
那是绝对的原始味道，除了鲜
还是鲜。经过枯霜的柿子，包
了一腔甜蜜，轻轻摘下，慢慢啜
开口子，吸溜进肚子，可真是甜
昏了头。

秋天的舌尖当是最喜欢锅
灶里烧出的美味。过去家家锅
底烧草，草木灰多。草木灰里
可以烧出香味各异的吃食。记
得母亲做饭时，我们兄妹嚷着
饿了，母亲一边烧火，一边将几
个芋头塞进锅底草木灰里。等
烧开了锅，芋头也烧熟了。掏
出来，“扑搂扑搂”，芋头皮黄盈
盈的，已经包不住里面的香气
了。赶快扒皮，屋里立即弥漫了芋头的清
香。大一点的我在一边吃焦黄的芋头皮，
母亲喂小一点的妹妹。那个芋头皮太好
吃了，脆脆的，比芋头都香。要是再带上

一点儿芋头瓤，那就更好了。
我在自留地里扒了土豆，放在锅底草

木灰里烧，土豆皮没了“辣蒿蒿”的味儿，
一包面的真好吃。烧地瓜，时间长一些。
经过草木灰的焖烧，地瓜没有了土气味

儿，皮儿酥脆。先吃皮儿，再用
嘴护住黄瓤儿，舌头“咪拉”一
下，浓香浓甜，绝对好过如今的
烤地瓜。我小时候不愿吃地
瓜，吃了地瓜上酸水。但吃烧
地瓜就没事。所以等放学了，
母亲做熟了饭，我会拿几块地
瓜放进草木灰里，等上半个点，
地瓜熟了，不用就咸菜也吃得
很香。秋天里，把生鲜的或者
半干的花生放到锅底下烧，等
花生皮烧糊了掏出来吃，那味
儿嫩香。吃过后，嘴里香半
天。草木灰里还可以烧刚掰的
玉米棒子、烧黄豆荚。草木灰
烧焙过的东西，多了一股草木
香味儿，所以人人喜欢吃。记
得一次吃过午饭，母亲外出了，
我听见当年养大的母鸡红着脸
儿咯嗒咯嗒从窝里出来，便从
它的窝里踅摸到一个皮薄鲜亮
的鸡蛋，塞到锅底的草木灰里，
守在锅台边，等着鸡蛋熟。母
亲不一会儿回家，刚走到屋门
口，锅底下一声爆响，吓了个半
呆。母亲误以为锅底下有鞭炮
响了，炸破了锅底，赶快趴在锅
底下看。一个破皮的鸡蛋从草
木灰里露了出来。母亲把烧破
了的鸡蛋递给我说：“吃了吧，
以后不准烧了，要是爆了会伤
到眼睛的。”我三口两口吃下烧
熟的鸡蛋，咽下最后一口，才回
味起这鸡蛋的香味，咂摸了半
天。能在秋的日子里吃上个当
年散养的母鸡蛋，这秋天的香
味儿便十足的美满。

秋天的傍晚，父亲从山里
回家，手里拿着几串蚂蚱，进
门递给我说：“烧烧吧。”我把
蚂蚱放到刚停火的锅底，用草
木灰埋好。饭端上炕了，我把

蚂蚱掏出来，吹净灰，放到碗里。吃饭时，
一人三两个。父亲会就着蚂蚱喝点儿地
瓜烧。清淡的饭桌上多了一股蚂蚱的香
味，饭吃得格外甜。

樱桃樱桃的魅惑的魅惑
□侯严峰

樱桃是春的符号
疏雨轻风的时节
仿佛看见
低矮却奔放的枝头
一粒粒，一簇簇
或红或紫或油黄
充溢在心
红红的欣喜
淡淡的忧伤

小时候总会有
稚嫩不羁的想象
枝头上跳跃着春光
花蕊中蕴酿着芬芳
吃了一冬的“小国光”
不再鲜亮
干干涩涩，没了秋天的
酸爽
盼着，果园醒来
绿叶裹着斑斓
把那火热的笑靥
向孩子们绽放

可惜啊，人间换季
水果，却断了档
像老话说的
青黄不接，没了
维生素的滋养
嚼口大葱，辣得心疼
啃口萝卜，硌了牙床
也找不到那
一齿清香

还好，现代农业描画了
一年四季，红绿青黄
夏天有瓜
秋天有果
冬天，万物休眠
竟也可以，品味
摆放在地摊上的
香蕉西瓜
和炽热季节才有的
蟠桃，鲜嫩的果浆

樱桃，都一个长像
却又色彩缤纷
让你，痴迷疯狂
它的底色
就是果核的模样——
坚硬，圆润，放浪
却又，不卑不亢

这就是
樱桃的魅惑——
不与百果争宠
只满足
人们尝鲜的渴望
不见异思迁
把根系牢牢扎在
心仪的地方
移栽他乡便不再有
原本的甘甜和
沁心入脾的
芬芳

樱桃，诗人夸赞
为花结实自殊常
殊不知
独于寝庙荐先尝

如如果果
□林启东

如果你是一堆篝火
我愿化作一只痴情的飞蛾
为了我们永恒的结合
不惜将我的生命化作一缕香烟

如果你是霞光一缕
我定是流星一颗
为了点缀你瞬间的美丽
我不惜从天宫坠落

如果你是初绽的玫瑰
我愿化作蹁跹的彩蝶
与你同框共舞
让所有的眼睛为咱拍摄

如果你是一弯新月
我愿化作彩云一朵
在缀满星斗的天宫
上演一出云追月

如果你是一潭小湖
我愿化作一棵盛开的荷
在你清幽美黛的怀抱里
拥抱行走的日月星河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
我定把我一生中的美好
全部交付予你
让你停留在我年轻安逸的怀中

如果人生能够重新起跑
如果爱情能够重新选择
如果是那样
那该多好

秋天的芳华
□秦延安

磨镰的父亲磨镰的父亲磨镰的父亲
((外一外一首首))

□蔡同伟

秋夜的小院和风习习
父亲躬起镰刀似的背
从厢房搬出那块
老辈传下来的磨刀石
蘸着柔柔银光
磨砺那些铁打的家什
两轮月牙交相辉映
泻出满院清凉诗意
磨哟
磨去生活的创伤
磨去岁月的锈迹
磨砺出牙口的坚韧
磨砺出锋刃的锐利……

明儿一早
父亲将带上这些利器
出征农业战场
打响三秋战役
收割又一茬
春华秋实的故事……

筛玉米的母亲筛玉米的母亲

平坦的晒场上
一堆堆玉米粒正待入仓
母亲沿袭传统技艺
把关入仓的质量

她把收成倒进筛子
甩动坚实臂膀
蹦蹦跳跳的玉米粒
随着母亲的舞蹈欢唱
哗哗啦啦的音韵
奏出金秋的交响

筛着灿灿的阳光
筛着金黄的波浪
筛下的秕子奖赏鸡鸭
筛出的饱粒留作口粮

母亲也用另一把筛子
时常筛着儿女的思想
筛去了有害杂质
筛出了她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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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
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儿歌里的小燕子，飞过了童年的时空，如今
已经从乡间飞进城里来了。

前天，我到曹家集贸市场买菜，刚踏入
东门，便见两只燕子从头顶上飞过，我抬头
望去，立即听到头顶上传来唧唧喳喳的叫
声，循声望去，只见顶棚上有个
燕子窝，里面有四五只小燕子，
正伸着头，张着浅黄色的小嘴不
停地叫着。听下面的店主人讲，
燕窝是今年刚开春时垒的，这已
经是第二窝了。我转了一圈，仔
细端祥着燕子窝，思绪回到了老
家早年平房里的那些燕子窝。

燕子是玲珑的“迎春花”，燕
子归来，万物算是真正有了春的
眉眼。记得村里不少人家的房
梁上或屋檐下都有燕子窝。我
家里的平台檐下就有一个燕子
窝。在某个不经意的早晨，村庄
的上空会倏然传来忽高忽低、忽
远忽近的鸣叫，好似一群归乡的
游子，打开翅膀拥抱这里的一
切，也拥抱着向它们送出笑脸的
乡亲。它们翻飞着、歌唱着，就
像花朵爬上春天的枝头，又轻声
细语地告诉人们：我们回来了。
接下来的日子，燕子和农人一道
进入春忙，它们要趁着春光，在
屋檐下垒出新窝巢，要生儿育
女，要把这里的收获，这里的喜
悦带给南方，带给更远的天空。

“燕子垒窝，好事撂撂。”听
老人讲，燕子是和气之鸟、吉祥
之鸟、勤劳之鸟，也是爱干净的
鸟。如果家里邋遢，又经常吵
闹，燕子是不会来住的。它们会
选一处向阳的“宅基地”，用膏脂
般细腻的泥土完成一个三面临
空的建筑。一对衔泥垒巢的燕
子就是一对春天的情侣，彼此默
契地叼来豆粒大小的草木，一圈绕着一圈，
完成泥水和光荫的针织。我想此时，它们心
中一定有一张建造家的图纸，起初是一个弧
形的轮廓，渐渐织密成好似五指并拢半握的
拳头。这些燕子啊，既是泥瓦匠，又是木匠，
将那低垂的巢穴悬扣在屋檐下，并用短喙在
巢身雕刻出波浪般细密的纹路，如同披着一
件鱼鳞状的外衣。刚孵出的小燕子像乌黑
油亮的精灵，等着它们的父母觅食回来。通

常是雌燕在家守候，雄燕外出觅食，长大后
再把它们送上季节的天空，这期间，经常会
看到它们出入相随，又不时地发出爱的私
语，是那么清翠，那样打动人心，春来秋回，
年年如此。

前几年，老家进行了棚户改造，平房全
部被拆除，燕子窝也不见踪迹了。我想，那

些多年的邻居，飞到哪儿去安
家了呢？宅在家里的那些日
子，我经常趴在阳台上，观赏窗
外的春色，有时候会看到几只
燕子在窗外飞转。之后又在逛
荡河边、树林间、草丛中看到不
少燕子。前两天我在新建的莱
山新华书店前面走，看到几只
燕子从头顶上飞过，我问旁边
一位穿着保安服的中年人，这
里是否有燕子窝，他告诉我楼
道内有好几处呢。随后他领我
去看，有的垒在房梁上，还有的
垒在保安室内、门框上面，不过
里面已经没有小燕子了，大概
早就出窝了。那些燕窝不像是
新的，可能已经好多年了，只是
我没有发现它，包括曹家集贸
市场这个已经是第二窝小燕
子，我也是前两天才发现。

《荀子》云，“君子居必择
乡，游必就士”，意思是环境会
对人产生重要的影响。一座现
代化的城市，必将刻印着文明
的进步，承载着人们无数的梦
想与希望。沉淀着人性化的城
市气质，可以让人与自然中的
生物得以随意地栖居。连日来
的细雨，大地变得松软又湿润，
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勤劳纯
朴的莱山人，热恋着这片土地，
精心呵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和
每个可爱的生灵。当燕子从头
顶上飞过时，人们总会笑着向
它们招手致意。有的妇女还抱

着孩子指向那几个站在窝边的小燕子，逗得
孩子不停地拍手欢笑。我问那保安：“值班
室内有燕子窝不烦吗？”他笑着说：“这吉祥
鸟稀罕还来不及，谁会厌烦呢？”

天人之学，道法自然。放眼远去的山
林，随处可见的植物，都在努力地探索自我
生存的空间，以立求存，以小拓大，在磨砺
中坚守，我想，也许这正是这些可爱的小精
灵会从乡间迁到城市栖息的缘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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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宗
惠

夜晚需要盖薄一点的被子了。
酷暑在不管不顾地蒸烤完大地上的

一切之后，说走就走，没有丝毫留恋，就
像一个性格干脆利索的人，不拖泥带水，
不扭扭捏捏。一场透彻淋漓的大雨，洗
去了盛夏所有的痕迹。初秋就像一位温
软和蔼、笑意微微的妇人一样，款步走
来，带着清爽和宁静，散发着淡定与从
容。之前种种的烦躁郁闷，顷刻间烟消
云散。

鼓噪了一个夏天的知了，一夜之间
没了踪迹。天空有鸟儿飞来飞去，身影
轻盈且曼妙。不知名的虫儿在傍晚降临
的时候，亮开嗓门，争先恐后地纵情歌
唱。鸟儿们偶尔叽叽喳喳，声音悦耳动
听。草们依然葱茏盎然，湖里的水蓝得
令人无限神往。荷花已经长成了莲蓬，
圆盘一样立在水中。稻谷被风轻轻抚摸
着，在初秋里静待成熟。

大雨之后，决堤的鱼儿顺流而下。
它们机灵地隐身在水草丛里，欢快地扭

着滑溜溜的身子，活蹦乱跳。水草被流
水覆没，不远处就是堤坝。有的鱼儿不
小心游出了水草，在翻卷着水花的堤坝
处霎那间就被冲入浩淼的大湖之中，颇
有鲤鱼跳龙门的味道。那些闲不住的半
大小子们从家里拿来渔网，在堤坝上将

渔网用石头压好，只等鱼儿自投罗网。
眼见一条半大的鲫鱼游到了堤坝的边
缘，少年眼疾手快，徒手捉住，岸上围观
的人们随之发出一片喝彩之声。少年扬
起手臂，奋力将鱼朝着高高的岸上抛

去。谁料想他手一滑，竟然将鱼儿甩进
了身后的大湖，岸上人群不由地齐声惊
呼，继而又爆发出轰然大笑，就连少年自
己也忍不住笑了——鱼儿太滑了，也许
它知道自己性命危矣，故而也在拼了命
地挣扎。所幸，它成功了。

初秋的庙宇更显沉静。半山半水，
云卷云舒，古老的寺庙在山水之间愈发
肃穆庄严。一个人漫步其间，凡尘俗事
早已抛却脑后。这一刻，山与水，人与天
地，共来往。抬眼观风景，俯首读春秋。

世间最好的时光，是与自己做伴，陪自己
说话，在天地之间找回自己。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弄丢了
自己。外界的诱惑实在太多。金钱名
利，房子车子，红尘中人怎能不攀不比？
无欲无求？于是各种烦恼随之而来，心

难静，气难顺。行走坐卧，脑子里莫不是
对物质的追求膜拜。

有人会说，生逢在商品经济时代，不
追求物质，难以存活。的确，房子与医
疗，哪一个都离不开钱。人们疲于奔

命，无非是为了让自己能过得更好一点。
但人生难道只是为了金钱吗？人生

所有的乐趣难道只有金钱才能满足吗？
不，不是这样的。就像那捉鱼的少年们，
他们的乐趣，不仅仅是捉到了多少鱼，而
在于捉鱼的过程。

人生不过几十年。当岁月带走芳
华，皱纹布满脸颊，无论是谁，都不过是
一粒微尘。每一个人，由最初来到世上，
然后又离开，其中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悲
欢离合，一样都不会少。山珍海味与豪
华别墅，粗茶淡饭与乡下茅舍，谁又敢断
定谁幸福，谁痛苦？

酷热难耐的季节已经结束，秋的五
彩斑斓即将呈现。让我们重新打理一下打理一下
自己自己，，该丢弃的丢弃该丢弃的丢弃，，该拾起的拾起该拾起的拾起，，用用
一颗初心一颗初心，，迎接另一个季节的到来迎接另一个季节的到来。。

另一另一个季节个季节
□刘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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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ng@ytdaily.com

今年的夏天似乎还没热透今年的夏天似乎还没热透，，季节便把秋季节便把秋
推送到了眼前推送到了眼前。。凉风突起凉风突起，，白露渐生白露渐生，，寒蝉寒蝉
凄切凄切，，立秋如一道门槛立秋如一道门槛，，让愁苦一夏的人儿让愁苦一夏的人儿
总算松了一口气总算松了一口气。。这种如释重负的舒畅心这种如释重负的舒畅心
情一流露出来情一流露出来，，便被秋色渲染得十分嚣张便被秋色渲染得十分嚣张。。

天一下子被挂高了天一下子被挂高了，，云便有了更多的自云便有了更多的自
由空间由空间。。它们自由组合它们自由组合，，任意漂泊任意漂泊，，在瓦蓝的在瓦蓝的
天空天空下显得更加洁白。若有风来，便跟着风
走，云的脚步从来都不受束缚。岂
不知这是一个有风险的诱惑，直到
它被拽入黑色的风暴跌下云头，才
知中了风的诡计。迅速的瓦解让
雨惊恐地尖叫着，那高空跌落的恐
怖，让狂傲的暑热赶紧躲藏起来，
惟恐砸了头。接天连地的雨声，让
喧嚣的大地终归于平静，一片水天
波光出现在眼前。

气温如被淋湿了翅膀气温如被淋湿了翅膀，，再也再也
挥舞不起来了挥舞不起来了。。虽然它如寒蝉一虽然它如寒蝉一
样样，，在撕裂中做着最后的挣扎在撕裂中做着最后的挣扎，，但只有余威但只有余威
没有气势没有气势。。天空被雨水清洗过后变得更加天空被雨水清洗过后变得更加
澄静起来澄静起来，，就连空气也如过滤了似的就连空气也如过滤了似的，，在清在清
新中变得温和起来新中变得温和起来。。没有了燥热没有了燥热，，草木青草木青
绿绿，，花儿娇艳花儿娇艳，，就连牲畜也变得活跃起来就连牲畜也变得活跃起来。。

山似乎一下子长高了。王维有“空山山
新雨后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天气晚来秋””，，赵孟頫有赵孟頫有《《鹊华秋色鹊华秋色
图图》，》，同是文人画派同是文人画派，，一个诗写山秋一个诗写山秋，，一个笔一个笔

画秋山画秋山。。虽然两人相隔半个世纪虽然两人相隔半个世纪，，山也是山也是
不同的山不同的山，，但秋的意趣却是相同的但秋的意趣却是相同的，，大气古大气古
远远。。山的生命是由草木书写的山的生命是由草木书写的。在秋的装
扮下，那些草木都精心装扮，有的黄，有的
红，有的黑，有的绿，一层层，一片片，让山
如穿了条花裙子，浓妆淡抹两相宜。在阳
光的涂抹下，这些色彩更加丰富，日益绚
烂，秋色凝人。因为颜色的不同，那山的高

低也更明显了。高的更高了些，低的更低
了些，山的棱角曲线便更瘦硬、更分明了。
山高水阔。那些浩浩荡荡的江流，一下子
宽泛起来。没有暴躁，只有平和。它们加
紧步伐阔步前进，惟恐落了伍，最后被冰雪
锁住脚步。

行走城市，穿越乡村，只为看一个清
秋。作家王太生说，“寻四只干净的空瓶

子，灌秋天的清气，一瓶盛桂花香，一瓶入
板栗香，一瓶存红薯香，一瓶装一只银铃
子”。这种想法看似荒诞，却是一个作家真
挚的想法。人间的色彩和岁月的花香，以
及凡俗食物所带来的醇香和旷野窸窣的天
籁之音，虽不是一只瓶子所能盛装，却能用
心真切地感受。只要你站在旷野里，那些
被秋定格的色彩、香味与声音，便如烈烈马

车呼啸而来。
我喜欢立秋之时，天马行空地行走于乡

野。暑意消退的田野里，庄稼在拼着命地生
长。稻穗扬花，玉米抱穗，大豆结荚，葵花向
阳。虽然离丰收还有些时日，但秋的皮鞭已
经在辽阔的天宇甩响，那声声似紧的召示让
庄稼的心头一紧，在日月的光环里使着劲地
奔跑。南瓜已经在藤蔓上挂满，大大小小如

车轮般壮观。攀上墙头的丝瓜与牵牛花赛
着吹喇叭，一个吹的金黄，一个吹的艳红，惹
的蜜蜂分外忙碌，一会儿爬上金色的花朵，
一会儿钻进红色的花芯里，让蜜跟着风淌。
红薯在沙窝里翻了个身，积淀着最后的糖
分。棉花把所有的心事都敞在阳光下，以证
明自己的清白和光明磊落。这一种被阳光
喂饱的雪白，胜过秋天的云朵。

立了秋，天开阔，地方圆。白
天一下子变短，夜如纺出的棉线
一下子长起来。日头还没有在挂
满彩霞的西天完全落下，一弯月
牙儿便若隐若现地在东山头上出
现了。秋风习习地走过，玉米地
里便有了窸窸窣窣的声音，让人
有些惊恐，惟恐从黑暗中突然蹿
出一个什么怪物。天黑月高，那
从墙角挤出的虫声，便充斥了夜
晚，这一种弹奏让秋夜变的更加

清朗起来。南宋诗人刘翰在《立秋》里写
道：“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看着
一片星月之下的梧桐，那是怎样的一个清
凉快意！

立秋不算秋，天凉白露后。虽然秋意
还未浓，但大地已芳华，所有的一切都能触
发纤细情绪的产生，让秋站满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