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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孔丘，是中国传统古村
落。三十多年前，村民们为了谋求更好
的生活，陆续离开故土，定居到经济相对
发达、生活更加便利的城镇。逐渐的，村
里留守的只有一些眷恋着故土的老人。
故乡的一座座四合院，在寂寥中落寞地
荒废、老朽……曾经盛满人世间的悲欢
离合、柴米油盐，又飘浮着自由、浪漫、诗
意气息的四合院终将在时代的洪流里难
觅踪迹。

小时候，最兴奋的事莫过于四合院
里办婚宴。虽然酒席上最好的荤菜只有
红烧肉、带鱼、排骨之类，但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期的山村，这些食物平常都难
得吃到。招待外来亲戚的点心是“浇头
面”，面是米面或者垂面，上面盖着的“浇
头”是咸猪肉、黄花菜、胡萝卜丝、豆腐、
海带等混合在一起煮的，好吃而不腻。
这些美食足够乡邻和孩子们开心了。然
而，更开心的是婚礼带来的热闹。印象
最深的是对门邻居小锦伯爷四儿子娶媳
妇。小锦伯爷有五个儿子，据说当时三
儿子与四儿子都到适婚年龄，媒人介绍
了一门亲事，由女方选择，女方选择了更
帅气的四儿子。新娘子来自附近一个偏
僻的小山村，长得皮肤白皙，很清秀，更
难得的是活泼大方，一点儿不忸怩。在
我眼里，她就像山窝窝里飞出的金凤
凰。那时，我的故乡还没有通电，婚宴那
几天，四合院里挂起了汽灯，照得黑夜如

白昼一样亮堂堂。也许是因为新娘子既
漂亮又活泼，让亲朋好友们闹婚的情绪
高涨。新娘子被盖上红盖头，长长的红
绸缎中间结了个大红花，新郎与新娘各
执一端牵着。“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就像戏台上演的那
样。我那时个子矮，爬到凳子上兴奋地
观看了这场典礼。

四合院里新生命的诞生也是一件非
常令人兴奋的事情。我有幸在9岁那年
第一时间迎接了我堂侄子的降生。那时
候我们村里没有谁生孩子往医院送的，
都是在自家的屋里，由村子里有些经验
的妇人接生。记得大堂嫂临产的那天，
我玩啥也没心思，很想钻进产房看看，又
被大人拦着，只能在产房外激动难耐地
转圈圈。听到大侄子呱呱坠地，立即不
顾一切冲进产房。我的大堂哥长得相貌
堂堂，气宇轩昂，是当地乡村中学的教
师，我的大堂嫂聪慧美丽，身材高挑，他
们的孩子自然是漂亮的、可爱的。我对
这个小婴儿稀罕宝贝得不得了，几乎一
有空闲就缠着嫂子说：“借我抱抱。”嫂子
故意打趣我：“借你了什么时候还？”然后
夸我这个9岁的小姑娘抱孩子居然这么
有模有样。我的二姐比我大两岁，常与
我争着要抱大侄子，嫂子就公平地让我
俩轮流抱。后来二姐去30多里外的镇
中学上学，每个周日下午回学校都眼含
泪花，舍不得离开可爱的大侄子。

夏日的四合院悠闲而漫长，我们这
些孩子放暑假了，院子里的婆婆、伯母、
婶婶、嫂子、姑娘们也农闲下来，坐在院
子里编织渔网、刺绣，为家里赚些手工
钱。她们手里忙着活，嘴里聊着家常。
我特别喜欢听二堂嫂讲鬼的故事，最惊
悚的是某年大石始丰溪发生渡船翻沉事
故，淹死了好多人。其中一个少女，来自
二堂嫂娘家村的。传言“头七”那几天，
她的鬼魂每晚半夜在自家的门前哭喊：

“妈妈开下门，妈妈开下门。”二堂嫂讲得
活灵活现，我听得后背凉飕飕，却又全神
贯注，生怕漏听了哪个惊奇的环节。

黄昏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喜欢坐
在四合院的门槛上，仰头遥望天空的云

朵。夏日的晚风穿过山地、田野、溪流，
温柔地拂过我们。天空的底色，每天都
不一样，云朵也时刻变幻着，有时如一团
团的棉絮，有时如一群群的绵羊。我们
痴痴地指着：“这朵云像抱着孩子的嫂
嫂……那朵云像奔跑的骏马……”天空
是那么的宽广，任我们梦幻般地驰骋。

故乡的四合院，终于如同谢幕了的
影剧院，空了，静了。婆婆、伯母们都已
作古多年，剩下的我们，在异乡扎了根，
住的都是套房或者楼房，楼上、楼下、对
门的邻居们遇上了，也只是浅浅地微笑
打声招呼，再也没有了“远亲不如近邻”
的亲情。四合院，成了我们的诗和远
方。

四合院里的旧时光四合院里的旧时光
□章海霞

秋天，走出家门，去野外赏秋。车
经过下桥路时，见长城下的那一排排黄
山栾树，金灿灿的黄色小花全掉落了，
在树下铺了一地的金黄色花毯。粉红
色的果子挂在枝头，像层层叠叠的彩霞
飘落在古长城，把古城装点得斑斓多
姿。

到雷峰乡了，沿着古村山路往西山
头村行进。一路上目之所及，各种知名
不知名的树木都呈现出它们在秋天里
本该有的颜色。数树深红出浅黄，山林
有深沉的红、有亮丽的黄，色彩丰富，层
林尽染。田野里到处都是丰收的景
象，黄豆成熟了，豆荚饱满金黄，金色的
叶子肆意地在秋风中荡漾，发出欢快的
刷啦啦的声响。那一畦畦金黄色的稻
田，稻穗饱满得弯下了腰，一阵秋风吹
过，稻穗仿佛在和人点头致意。有人
问，稻田里哪些是稗子。这很好认，“低
头弯腰的都是饱满的稻穗,昂头的是那
无果的稗子。”稻穗成熟饱满，懂得低
头，果实才不会被风雨所折。人生也如
此，至刚易折，至柔则无损，上善若水，
是最好的选择。做一棵低头的稻穗，才
是真正的成熟。

到达西山头村，漫山遍野的红朱柿
像灯笼挂满枝头。雷峰乡西山头村坐
落在山顶上，它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农村
乡土的建筑群风貌，青砖、灰瓦、麻石和
小巷。茶柿混种，是西山头村柿园的特
色，红彤彤的柿子坠满枝头，果实累累，
柿子树下则是一片片绿油油的茶树
林。这些柿子一般不摘掉，留着作观光
用的。那些树上红的柿子最甜了，我们
想摘个尝尝，不料人刚挨到树旁边，手
伸上去还没够到柿子，远处就传来洪亮
的喇叭声：游客朋友，请不要摘柿子，这
些柿子是留着观光用的。我们只得放
下手，抬头望柿兴叹。只有那些在柿子
树上飞的鸟儿，自由自在地啄着最红的
柿子，享受着最佳美食。有人即兴作了
首诗：蓝天白云下，柿子红彤彤。鸟儿
绕柿飞，忽地啄一口。真是一道独特亮
丽的生态风景线，吸引着八方来客来这
里赏秋。

回来时，见东方大道两旁的银杏叶
转黄了。今年古城桂花开得迟，但是银
杏叶却黄得早。一片片亮黄色的银杏
叶，在秋风中翩翩起舞，演绎着金色浪
漫……

又到了“层林尽染、叠翠流金”
的秋季，相约出行吧，走进秋天的
山野，欣赏最美的秋色。

秋天的色彩
□项玉英

因为丰收，所以坚持
立于天地之间
挥一挥衣袖

鸟雀惊飞
缘于风吹草动
一把稻草
披上一袭长衫
便有了人世间的灵性

我坐在地头
蹲守。晚风拍打着暮色
掠过稻草人

它仿佛找到了知己
拍着自己的胸脯
向我倾诉：扎根乡村
与庄稼为伍的滋味

母亲唯一的嫁妆至今还是新的

母亲叩开童养媳的门
一岁半就离开了家
门是命门
打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烙印
颜色褪尽。母亲的青丝也变成了白发

人世的风雨塞满岁月的缝隙
屋后，满山坡的草陪她长了八十年
又枯了八十年
坡上，母亲放过的牛
晚归的哞声稀落在回忆的拴牛桩上

一个女人的幸福，就是带着嫁妆
步入婚姻的殿堂。母亲也有嫁妆
是唯一的，挂在天上的那轮月亮

晚年，孤单蛀蚀。孤独的母亲
常常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月亮——
她一生唯一的嫁妆，至今还是新的

我说不好这个中滋味
它让我
更加伤感于“物是人非”袭来的痛楚

稻草人
（外一首）

□石泽丰 似乎是一夜之间，春水便涨满了
每一条河流。

去年就挑拣好的那些饱满茁壮
的菱种，被人们一把一把地抓起，抛
撒进水中。“咕咚”一声，冒出几个泡
泡，倏忽便不见了踪影。

沉没在湖底厚厚淤泥之中的菱
种，很久都了无信息，久得令人想不
起它的存在。直到初夏的某天清晨，
湖面上忽然冒出一片小小的叶子，底
下一条长满须的根，从湖底的淤泥中
摇曳而上。根茎顶部衍生出许多茎
枝，那些边缘有着细细锯齿的三角形
叶子就长在茎枝上。如同约定好了
一般，近水面的叶子相继长出。没过
几天，整个湖面差不多被叶子全遮住
了。在层层叠叠的叶子中间，开着无
数的白色菱花，娇小纤弱。不凑近细
看，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叶子底
下，小小的菱角已经静静地躲藏在那
里了。

记忆中吃过的最鲜嫩的菱角，是
在十几岁上初中的辰光。那时还是
个苦哈哈的住校生，周六回家住一
宿，周日下午就要回校。来去的途
中，要经过一条长长的河流。每年秋
天，正是菱角成熟的季节，水面上漂
浮着一层厚厚的菱盘，菱角在叶子下
面若隐若现。那个年纪，肚子总是很
饿，嘴巴也馋。同行的有三人，那个
叫丽的女同学乖巧秀气，大多承担看
顾书包的任务，冲锋在前的是我和一
个叫小荣的女孩。小荣是学长，个头
很高，总是笑眯眯的，露着一个非常
可爱的虎牙。禁不住菱角的诱惑，我
们在河边停留了下来。那些近岸边
的菱盘总是非常杂乱，明显有着被路
人采摘过的痕迹，留下的菱角不多，
离岸边远的攫取起来又有些困难。

心有不甘的我总是跃跃欲
试，一只脚踩着岸边，整个
身子倾向水面，小荣则用尽
全力，拉住我的一只手。我
以一种与水面夹角少于四
十五度的姿势，努力倾身够
向水中那捧菱盘。

成年后常常因为想起这些作为
而感到后怕。万一脚下松软的泥土
崩塌，或者小荣拉我的手稍微松懈一
下，我或者我们俩都会以不顾一切的
姿态跌入水中，隔天本地报纸应该会
刊登“放学少女采摘菱角不幸落水身
亡”之类的社会新闻。那时候却一点
都没有意识到危险，只顾着想要满足
口腹之欲，想尝尝刚离水菱角的滋
味。对那份清甜爽脆的渴望，使我完
全忽略了自身的安全。

依仗着这飞天之姿，我一伸手便
抓到远处一把最茂盛的菱盘，连带着
把周边的全都带了回来。三个人蹲
在我拉回来的那堆水淋淋的植物旁，
惊叹着摘取一个又一个的菱角。那
层薄薄的红艳艳的外壳，用手指一掐
便可抠掉，果实出现在眼前，白皙水
灵。忙不迭地扔进嘴里，轻轻一咬便
汁水四溅，清香甘甜充溢着口腔的每
个角落，又顺着喉咙向胸腔腹腔无限
延伸。哦，原来这就是“鲜甜”的滋
味！脑海中抽象的“鲜甜”两字，在这
一刹那间，终于得到最具体的印证。

一个秋季下来，这种场景总可以
上演好多次。直至有一天，平原上游
走的风明显带着寒意，漂浮在湖面上
的叶子忽然统统消失，水面空空如
也。我们三个并排站在河岸边，把脚
边的泥块一脚一脚地踢进水里，听着
泥块掉进水里发出轻响，回声短促而
空洞。这属于我们三个人的周末狂
欢，因了季节的更迭终于告一段落，
三个人怅怅地，一步一步挪回家去。

但是我与菱角之间的情愫，并不
仅仅维持在这个程度。

我的父亲在我眼里一直是个很
独特的人，有着超强的动手能力，诸
般技艺无师自通。依仗着这一身本
事，我从小就比小伙伴们拥有更多尝
鲜解馋的机会。

父亲有一张手提渔网，专门请人
定制的，他视为宝贝。那网边沿上悬
挂着一个个花生大小的坠子，是父亲
亲手用模子捣鼓出来的。这种锡制
的坠子近百个，我帮着他把较粗的尼
龙线穿过坠子两端的洞眼，然后固定

在网沿上，只见沉甸甸的坠子拉着渔
网快速下沉，直达水底。几十年前的
椒北平原，河道纵横交错，大小湖泊
星罗棋布。工作之余，父亲便提着他
那口网，在那些湖泊河流之间梭巡。
捕鱼捞虾的同时，连带着把沉没在水
底的菱角也捕捞上来，这实在是意外
之收获。

菱角是什么时候离开菱盘沉没
在水底淤泥中的，我一直很好奇。可
能远离岸边，采摘困难导致它成了漏
网之鱼，或者风刮翻了菱盘造成自
沉。总之，沉没在水底的菱角不在少
数。因为在淤泥中浸泡过久，颜色已
经发黑，但是外壳依旧坚硬，黑乎乎
的模样令人怀疑这样的菱角是否可
以食用，父亲只吩咐我带回家洗净晾
干。

风干后的菱角外壳不再那么坚
硬，与果实之间有了更多的缝隙，用
一把改锥就很轻易剥掉。与新鲜菱
角那般莹白鲜甜不同，风干的果实呈
现一种淡淡的紫色，口感变得粉粉糯
糯，有板栗般的味道。母亲最喜欢拿
猪筒骨与菱角放在煤饼炉上同煨。
那团不疾不徐的火焰，催生着食物内
涵的精华。几个时辰下来，一屋的香
气直绕口鼻，骨肉酥嫩，油汤香浓。
浸润了油脂的菱角更是软糯香甜，轻
轻一吮，便在舌尖化为无形。个
中之妙，非一般荤菜可比拟。

那真真是年少时极为幸福
的时光！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
代，无疑是一顿难得的牙祭。父
亲叼着烟卷，笑吟吟地看着我们
那副馋样，他的心头一定涌起万
般满足，为着能带给一家老小这
样美好而丰足的时刻。

立秋前后，台州的大街小巷
里开始响起叫卖菱角的声音，余
韵悠长。吃上一捧滚烫的菱角，
如今实在是件很方便的事。只
是在我的心底，仍然怀念着
从前菱角的味道以及那些
快乐温暖的记忆，尽管时光
已流逝多年。

菱 角
□李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