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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饭过后，女儿央求我和她一起剪纸，我答应了。
前两天刚从网上买了两种难度的剪纸，一种是儿

童的一次对折的简单动物图案，另一种是稍有些难度
的四下对折的略微抽象点的图形。

孩子剪简单的，我剪另一种。我们低着头各自摆
弄着剪刀，默默不出声。

不一会儿，小家伙嘟着嘴拿着手上剪得七歪八扭
的图形找我诉苦来了，“妈妈，你看，我总是剪成这个样
子。”我回头一看，一个小猴子被剪得凸凹不平，有的地
方剪得深了些，有的地方又欠些火候留了一小圈边。

我拿在手上细细地瞧着，找不出应该告诉她是哪里
不对。只是不够用心吗？好像还有些技巧上的问题。

我想了想，这一幕好熟悉啊！二十多年前，我也是
曾经的那个小女儿，和妈妈坐在一起学剪纸。妈妈剪
出来的都是浑圆的，几乎不深不浅；而我剪的，就像被
啃过的一样，锯齿状的边缘，惨不忍睹。我觉得自己倒
也用心，却和妈妈的水平差了一条银河！

当时灰心的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妈妈是怎
么回答的我真的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是不要心慌气躁，
要顺着图形的样子慢慢来之类的话。我当时对那番话
应该是一知半解的，因为之后好久我还是一如既往地
手残一样。至于后来什么时候变的，自己也不清楚。

我看了看女儿剪纸时的姿势发现：她总是在用剪
刀的前半截大刀阔斧地开路，有时一不留神就过火了；
若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又会留下一些边沿。所以孩
子左右不定，难以把握。

我拿着剪子让她看示范，“妈妈用的是剪子偏后一
点的部位，这里钝一点，每次下去一点点，会有回转的
余地，即便是拐弯或是转圈，都可以慢慢地应对。”

这番话也不知道会对她有多少启示，现在大概是
过耳就忘。随着她逐渐地长大，慢慢她就会领悟，并且
不知不觉地无师自通。就像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生长
周期，顺时而开，我们不要太着急。当妈妈的，更像是
一位引路人，此时唯有鼓励她，不要让她失掉了信心。

看着那些有些笨拙的小图案，我默默地把它们收
好。尽管如此，依旧是孩子成长的点滴。

在孩子时就好好地做一个孩子，我想应该也是一
件幸福的事吧。

（澄合矿业） 小桔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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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六点半下楼去上班，推开单元楼的
大门，一股凉气迎面而来，惊起满臂的鸡皮
疙瘩，我知道，中秋节快到了。

秋日的朝阳，特别的清亮，刺目而不激
烈，照耀得空气无比透明，让人心神巨爽，这
是一年最好的季节了。

经过一个炎热的夏季，城市里的居民都
在享受秋凉的到来，超市门口，早点摊位上，
挤满了早起的人们，忙碌起一天的生活。我
跻身在其间，心情愉悦地看着这平静美好的
生活，脚步愈发轻快。

秋天来了，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城
市里，除了凉风送爽，还有充盈满街的应季
瓜果带来的一股甜香。这种景象，总能勾起
人们对田野山间的向往，毕竟在远离城市的
乡村，才是秋天最本来的模样。

我想我的家乡了，那个坐落在这座城市
的北方的大山里，有一个小镇，那是我出生
的地方，我成长于斯，立业于斯，那里的土地
里埋葬着我的亲人！所以即便今日我安家
在这座城市里，我依然觉得我的根留在了那

个小镇，剪不断，理还乱，一扯就心肝
俱痛。

家乡的秋天，味道更浓，晨起时
在树叶草丛里都是晶莹剔透的露珠，
间或有点薄雾，飘散在田间小道上，
诱人深入到田野林间。总在不经意
抬头，就看见挂满枝头的果实，红的
苹果，黄色的梨，更多的是漫山漫洼
的酸枣和山楂，绚烂的色彩，最好的画家也
描绘不出它的妙处。在这丰收的图画里，我
总是一副欢快贪婪的模样，挎着小篮，手忙
脚乱地采收着秋天赐予我的果实，身边也总
是陪伴着如今梦里才能得见的亲人和伙
伴。现在回想，当日的秋何止是秋，竟是每
时每分对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和情感的一种
收割和储存，存在我的心间，留存在今日让
我能随时翻出，用以慰藉一个漂泊在城市里
却又不愿完全融入其中生活的孩子的乡愁。

秋季的节日，唯有中秋节，这是一个对
中国人无比重要的节日。在北方，中秋节是
划分秋和冬的时间节点。中秋节过后，人们

就要准备度过冬季的一切了，秋收的繁忙由
收获转为了储藏。中秋节就是提醒人们准
备迎接寒冬的一个存在，也是对秋收喜悦的
一个盛大总结，不论大人孩子，过中秋节，都
是一件郑重其事的事情。当然，孩子们不会
像大人那样还要考虑各种人情世故，在孩子
们的眼里，看到的是丰足的果实和各式各样
的月饼。我不喜欢吃月饼，原因是幼年时物
质缺乏，能吃到的月饼只有县城副食店里出
售的那种硬到能砸死人的传统月饼，馅料永
远是五仁加孩子们都厌烦的青红丝。月饼，
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节日必须的一个符号，
我更喜欢的是中秋节里一家人能快快乐乐

地休闲一番，父亲母亲脸上暂时没有
了对生活的愁苦，一家人费力咬着蹦
牙的月饼开心地调笑。

更快乐的是，偶尔中秋是在周末，
我和弟妹能去爷爷奶奶家。在爷奶的
小院里，炕头上，如猴子上了花果山一
般，疯狂到了极致的恣意的一天，那种
在亲情抚慰下的放纵，当时只是快乐，

单纯的快乐，并不如今日回想起感觉如此珍
惜，珍惜到不敢多回忆，痛悔时间怎么没有
定格在那个时候，如果时间能回去哪怕一分
一秒，我都会停下疯狂的笑闹，让眼睛多看
看爷爷奶奶的面庞，用手多挽一会他们的手
臂，让他们的体温多暖和我一会，让这种美
好能在我身体里多存留一些，可以在多年后
依然给我暖意。

时光的流逝，对于中年人，是越来越快
了。秋年年都会来，中秋节年年也会过，只
是一年一年，身边的人和事都在发生变化。
一路上遇到的人，有新结识的，也有走散的，
更多的是再也看不见了的。每走散一个人，

失去一个人，我的心里也就如抽丝般流逝一
些情愫，越成长越空旷。我也像一个秋天的
果实，慢慢成熟，散发芳香，但也终将被采
摘，被消化，归于尘土。

现在，想起了少年时，不知是哪个中秋
节的夜里，读到唐代王建诗人的一首《十五
夜望月寄杜郎中》，诗中这样写道：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
当时心里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愁绪，

也就是那么一闪念，自己也笑自己是少年不
知愁滋味，聊发无谓的愁绪。岂不知，虽然
当日没有经历过多的生离死别，受传统文化
的浸淫，内心里已经隐隐埋下了过多的愁
绪，以至于被这首诗激发出丝丝感慨。今
天，又是秋日，又快到中秋时节，想起了多年
前的情绪，念起一路走来的经历，站在这秋
日的清晨，竟然把朝阳想做中秋的月光，脸
颊上突然有点湿润，难道是无声的冷露，悄
无声息地漫浸。

(建设集团)

冷露无声冷露无声
迂迂 蓬蓬

与红叶相识结缘是在四十二年前，
1976 年，当时的我正在离家四十里外的
山沟里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有一天，我们几个知青赶着一辆马车
去山里砍柴。一路上，清清的河水淙淙流
淌，路边的庄稼茁壮地生长着，不时有小
鸟的歌声传入耳中，山里的空气很是清
新。来到一个大山的沟口，有两个知青
下车去老乡家打问沟里何处的柴禾多，
路是否好走？打问清楚后，我们就沿着
一条小路径直到了深沟里。我们把马车
停在沟口，把缰绳拴在一棵树上，马可以
低头吃草，我们便拿了斧头和绳子去砍
柴。我们砍下的都是黄栌树，这种树的芯
是黄色的，很耐烧，老乡们都用这种树木
烧火做饭。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
知道了这种树，那时经常有山里的老乡拉
着满车的黄栌树木到县城里叫卖，父母就
会买上一两捆柴禾用于烧火做饭。现在，
站在黄栌树下，看它满身圆形的叶子，甚
是美观。这时有个知青说，这种树叶到了
秋天会变成红色的，叫做红叶，那时会更
好看的。我突然想起曾经读过的一篇文
章，杨朔的《香山红叶》，“红叶就在高山
坡上，满眼都是，半黄半红的，倒还有意
思。要是红透了，太阳一照，那颜色该有
多浓……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一片
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
老秋，越红得可爱。”欣赏完红叶，我们赶
忙砍起柴禾来，很快就装满了一车。回

想起那次砍柴经历，唯一有点遗憾的是
有一个女知青在去老乡家讨水喝时，被
老乡家的狗给咬了一口，虽然不是很重，
但也着实把她吓了一跳。

中秋过后，地处大山深处的我们得到
消息，“四人帮”被逮起来了，真是感到大
快人心。队长就告诉村民，择日去后山收
庄稼，一来庆祝“四人帮”倒台，二来杀两
头羊给大家解解馋。这天早上天刚亮，我
就和老乡们扛着农具、赶着毛驴，沿着一
条崎岖坎坷的山路，向后山跋涉而去。经
过一个上午的行程，中午时分到达后山。
问过老乡，他们说有二十多里路。所谓的
后山是与黄龙山脉的沟沟壑壑相连的一
块处女地，除了一小块被开垦出来种植一
些土豆和玉米外，其余的山沟里皆是各种
树木、灌木、荆棘和野草，当然还有许多
草药，但更多的是黄栌树木。从山顶朝山
坡上望去，满坡都是红红的颜色，像极了
一团团火焰。我的内心不由自主地兴奋
起来，原来红叶就是如此的景色啊！我悄
悄摘下几枚红叶，小心翼翼地装进了衣兜
里。休息的时候，我和几个老乡去山沟里

摘连翘等药材。听老乡说，这山沟里经常
有野猪、黄羊和獾出没，野鸡、野兔什么
的就更多了，但是不好抓到，你循声追
去，人还未到跟前，它们就跑掉了。傍晚
时分，煮好的羊肉熟了，我们各自拿出干
粮就着羊肉和汤吃得津津有味。晚上，因
为屋子太小，七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睡
觉。次日，我们又顺着原路返回了村里。

再次见到红叶是在 1987 年的初夏，
我去北京进修。在课余我问老师，北京的
香山红叶是什么树木？老师说，香山的红
叶树主要是黄栌树，这种树的叶片几乎是
圆形的，边缘很光滑，平时引不起人们的
注意。到了秋天，在落叶前的二十天里，
却变成了鲜红色，漫山遍野，层林尽染，
十分美丽。老师所说的景色不就是我在
深山里所见到的景色吗？一天午后，我和
另一个学员相约去了香山。走近红叶树
下，满树的圆形树叶甚是浓密，绿油油
的，树木十分高大，足有四米多高，远不
像山里的黄栌树那么矮小。我和同学沿
着一条小径费力地攀爬到山顶，俯首望
去，到处都是绿色的景色，十分养眼。同

学说：“要是深秋来，该是多好看的景致
啊。”我说：“我们那里也有这样的景色。”
他便说待有机会也去韩城看看。

看过韩城的香山红叶后，我又一次陷
入深深的思索中。那是一种安静的红、古
典的美。仔细观察过红叶，总有一些红叶
向下弯曲着，把那一抹艳红隐藏在包裹
中，那该是一种内敛的红，给人以高雅和
含蓄的美。正在飘落的红叶，给人以飘逸
的美；落到地上的红叶，那又是回归的
红，给人以感怀的美。无数棵高大的黄栌
树，聚集了巍峨挺拔的红，给人以庄严神
圣的美。那高高低低的红，错落有致的交
融，才有了那漫山遍野的红，给人以大气
磅礴的自然美。

凝视着手中的一枚红叶，仿佛握着一
颗心——一枚富有生命的红叶。“一联佳
句题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却成鸾
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想起这首诗时，
我便想到了爱情，红叶不正是爱情的象征
吗？可是几十年前，当有人赠予我红叶
时，我却没有领悟到其中的寓意和奥妙，
以至于错过了一次爱情的机遇。红叶还
有着更多的寓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
索和领悟。我突然觉得：应该用一生的时
间去感悟她，那清晰的叶脉，就如同我们
的人生；珍惜每一次的机遇和相逢，在我
看来都是一件幸事。 (韩城矿业）

红叶情结红叶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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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被炙烤的大地
终于苦尽甘来
在黎明和日落的风里
终于得以喘息
一天天变冷的天
像一个狂热少年
丢掉躁动和野性的喧闹
开始平静地思索

庄稼快要成熟了
无数双黄土地的眼睛
是这片高原上流动的星光
那被汗水埋下的种子
早已结出硕大的果实
像一枚枚勋章
把沉甸甸的喜悦
挂满历经沧桑的肩膀

耕牛和野马正咀嚼着
这个夏天最后的晚餐
成群结队的白色风车
沿着地平线奔跑
云朵便是它们的远方
蝉声撕破夜的静默
在挂满星星的枝条上
唱着秋天的歌谣

而月亮聆听着
美丽的万家灯火
河水载着大山的梦
流向季节的远方
叶子与花的故事
被一层浓浓的雾所缠裹
但辽阔的天空
却成了它们奔跑的草原

那一片将要凋零的叶子
藏着我急不可耐的心跳
那一刹那
就像一颗熟透的苹果
将要回归滋养它的土地

（神木煤化工）

秋天来了秋天来了
徐晓林徐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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