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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见 石 榴 红 □张新红

梯 田 漫 山 稻 谷 黄 □杜文涛

秋分里的一天，朋友
晓约我们到她娘家桂花村

去赏秋。
车出岚皋县城，溯岚河上行约十多首歌

时间，寻路左一条水泥道往山中钻去。顺坡
爬行几个弯后，一缕缕馥郁的芳香弥漫了整
个山坡，也温情扑面地进了我们的心脾。我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是桂花特别的味道呀！

停下车来，迎着花的清新寻去，那是两
株屹立的墨绿色伞形树坨，枝杈密不透光，
树冠遮天盖地，半边浓荫笼罩了树下而过的
通车道和道坎下一幢两层小楼。走近细瞅，
两株树并排相生，枝丫扼抵，树根互交，如情
人般缠绵厮守。树身黑坳桀骜，粗如山民腊
月烫洗泡汤猪肉的木稍缸，枝干瘦硬如不远
山体突兀的火山石。细小的花间里，却散发
出了灼灼妖娆的馨香。晓说，这野山偏凹
处，是先有这树后才有村的。只因有这两棵古
桂花树，这村子才起名叫桂花村呢。

桂花村地处古火山喷发而形成的南宫
山的南坡。穿过一片火山石林，一阶阶金黄
色的稻田霍然映入了眼帘，一直漫上了南宫

山的半山腰。通村路在田梗间萦绕，小车在
稻畔里盘旋。我们打开车窗，吮吸着泥土中
散发出的气息。路两侧是延伸开来的一层
又一层稻田，谷穗低垂，叶片灿烂，沉甸而繁
密，洁净且明亮，如同微风中水面的波纹。

晓的娘家老屋在梯田一侧的山坡边，车
在院子里停下。老屋其实不老，三间两层的
乡间小楼连同周边田园景致让同车人亮起
羡慕的眸光。院边石坎子片石辫子式样的
砌法，悄然述说着院落的久远。

屋主人身体硬朗，利落能干，房前屋后
规整得舒适洁净。房屋右侧两爿稻田连接
起了梯田景色。两只红色的蜻蜓鼓着晶莹
的翅膀从耳旁飞过，又轻轻地落在了面前的
稻叶上，我走近伸手去抚弄，它们却振了振
翅膀一前一后飞到一旁去了。我不知道这
是一对朱衣情侣吗？

伫立院边，展眸远望，梯田层层叠连，间
或着横陈散适的屋舍，洇成了黄色原野。稻
田伸延着，舒展着，在九月的阳光下闪烁着，
好像又有些颤抖。山脚平缓处，看得见有几
处收割水稻的人群，远远传来拌桶和谷把脱

粒抽打的抨击声。
屋侧斜躺着从树林里蜿蜓而淌而又不

舍昼夜的一条小溪，些许这便是人们这片
土地的水源头了。沿着溪边水泥路信步而
行，梯田的景色牵引我向梯田深处走去。
少时在汉中平原长大，经年累月在稻田里，
没有稻田就没有我的少年。在深山里的梯
田间，我却想到了不易，思到了久远。梯田
开掘是艰难的，一块块的黑石被掘起掮走，
一根根的树根被刨出剔除，一块块的坂土
在堀垦清理，一级级的田坎在砌筑拍夯，这
便是梯田了，这便是深山里一阶阶生命
了。它何时有孕而育，何时垦挖成田，我不
知道，也无法知道。我知晓它有夏夜节拍
的蛙鸣，也有冬日山鸡悠长的啼叫，更有春
花的绚丽和秋实的欣喜。它没有平原里百
里稻浪翻滚而引来古今墨客颂扬，只在这深
山坡坳上寥远地泛绿、壮骨、扬花、抽穗、灌
浆、饱满，不声不响地为人们送上谷粒，呈上
丰收。声名远扬的提供让人翘首，静默悄然
的奉献也让人尊敬。

稻穗是低头的，辣椒是弓垂的，瓜果是

下坠的，就连脚旁的猫眼草也轻轻弯下了
腰。秋天是丰收的，秋天是沉甸的。弘一法
师李叔同学名文涛与我同名，尤喜他的著
述。记得他有一言：“律己宜带秋气，处世须
带春风。”这沉静不言的秋景，也许就是大师
所言的秋气吧？

一阵山风徐徐吹来，微风过处，稻叶尖轻
微地晃了晃，但我的脸颊却真切感觉到了，这
是一种阴柔的微凉。尽管风是幽微的，但我
知道，酷热即将过去，寒冬不久将至，节气的
路谁也挡不住，这是隐藏在万物背后无法抗
拒的天道。“天凉好个秋”这凉是稍许的凉，介
于热与寒之间，就如同我们走得不近亦不远
的朋友，因彼此没有利害纠葛，各自守着心智
底线，而能长久地放心交往。

能干的主人备下了一桌丰盛的午饭，饭
是同姓邻居送来的用刚收割的新稻碾出的
新米，菜是自家地里没上过化肥的农家菜和
散养的土鸡。

返程时太阳已开始谢幕。车从稻田间
和桂花树下驶过，瞬间香味溢满车内。窗
外，不时传来蛐蛐和秋蝉的叫声。

屐痕处处

□孙养利爱 上 陕 工 报 的 理 由
薄薄白霭覆草木，
片片红叶映峡谷。
倩影入溪清流动，
袅烟升起归农夫。

□春草

霜 降

窗外烟雨濛濛
菊花飘香
街边落叶繁飞
片片离愁
阵阵凉风袭来
寒颤一惊

数年前回故乡
遇重阳
田间机声隆隆
收割忙
柏油路进村巷
疾驰泊
门前杂草没头顶
院落荒
葡萄几架随风倒
满灰尘
儿时笑声似昨日
泪两行
一脚踏进铁建门

如今阔别三十载
屋前槐树甚壮
甘甜井水依旧
更欲知
故乡亲人可安好

秋雨忆回乡
□王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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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就像我们初
相识的那一刻，风轻云淡。时间如沙漏的
爱，来来回回都分得清、看得明。当一场
雨落在故乡的任何地方，请不要惊讶它的
缠绵不休，那只是春天的一部分。我要在
屋檐下，想着我们的故事。倘若今夜的雨
依旧敲打着夜的舞台，我会带着一杯苦咖
啡，走进你的心扉，一起回味从前的月色。

时光在不经意间溜走，所有的文字
里，思念是回味悠长的。青春之梦，被一
首歌唤醒，想来想去，不再去理会。窗外
的风就像魔术师，吹走了我们的容颜，却
把微笑的酒窝留给了梦。九月的色彩，是
你散落的胭脂粉。我不曾点破月夜下，温
馨的一幕。

读你的唇语，满脑子都是甜蜜蜜。小小
的指尖，你在跳舞，你在撒娇。这是盛夏的
一次约定，左手和右手的爱情，唯独你懂。
默默凝视、等待。在一首诗中，逆流成河。

见证了彼此的真谛，是我们的心。曾
追逐着秋阳，为这个世界染上笑语。黄昏
中十字街头，谁回眸一笑，风都醉了。流
年的印记里，一枚枚树叶成了歌词，随风
舞动。幸福的样子，至今难忘。

掬一捧星星，让我看看哪一颗是你
的毛眼眼。原来爱情的马拉松，仍然需
要真实的守望。那泛白了冬的画卷，留
下一串串脚印的伊甸园，是梦的约定。
我要赶在月圆之夜，为你撑起一片晴
空。十月，一个眼神，一波秋水。

立秋，与自然界的酷热渐渐衰退不同，
农民丰收的喜悦却阵阵升温。

这几天，只要你来到商洛，步入农村，往
往不等你开口，就会有村夫农妇、或老叟稚
童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欣慰地夸耀：“今年
核桃结得繁。”

放眼望去，整个商山洛水间，满坡的核桃
树独领风骚，争峰斗奇，在秋日金色阳光下，
自得地摇曳，无私地向人们展示其累累硕
果。这令人陶醉的景色，令人心醉的神韵，是
一种欲仙的意境，难得的景致。因为，自然最
美是丰收，人间最乐是丰收！

信步走入林间，一位饱经风霜、满脸慈祥
的大爷，正用木杆支撑着要被一颗颗、一簇簇
核桃压折的树枝；一个满脸稚气、活泼阳光的
男童，不知从哪儿窜出来，径直爬上核桃树，

兴奋地表演起摘果、去皮、取仁的杂耍来。大
爷一脸幸福地看着孙辈，也不喝斥，任由孩子
在树上与我们捉迷藏。感受爷孙这其乐融融
的温馨，还真不忍心打扰。不过，我还是不合
时宜地问道：“大爷，你这核桃林今年收成怎
样？”大爷干着手中的活，也不看我，如数家珍
地说：“我房前、地里、山上共有二十株核桃
树，今年少说也能收一千斤。”“能收多少钱？”

“前几天有人来买，出口一斤十块钱，我嫌糟
蹋东西，没卖。到成熟期再卖，少说也能卖一
万三千元。”“你家几口人？”我继续问。“我家
两口，小儿子家有三口，一年的零花钱，家中
大的开支补贴就看这核桃呢，核桃丰收了，心
里就踏实了。”与大爷一样，商洛大约有80%
的农民有核桃树，果农核桃收入占到农民纯
收入的15%，人均近500元。我不由得感叹：

这核桃可真是商洛农民的摇钱树啊！
早就听说秦岭无闲草、商山有仙果，这

仙果就是核桃！秦岭号称中华龙脉，地处长
江、黄河分水岭，南北自然分界线，是我国乃
至世界少有的动植物基因库。而商洛是唯
一的秦岭全覆盖市，得秦岭之灵韵底气，商
洛核桃独步华夏。

记得我刚从陕北来到商洛，但见秦岭深
处，层林叠翠，绿浪一波接着一波推向远山；
小溪欢歌，清泉一股连着一股汇成激流，水色
山魂呈美景，秦风楚韵溢华章。当家乡人问
我对商洛的第一印象时，我脱口而出：“山清
水秀，经济落后。”孰料这话当即受到商洛同
仁的反驳：“仓颉造字、商鞅封地、四皓隐居、
闯王屯兵，商洛历史文化厚重，地上地下资
源丰富，后来居上待有时。”其实，苍天是公

平的，商洛有宝无穷尽，单就植物资源、品种
达 2000多种，中药材就有 1192种，核桃、板
栗、柿子等山珍，享誉全国。

核桃的药理功能，符合人类推崇绿色、
追求健康的消费理念和保健需求，市场前景
日渐看好。其实核桃的价值远不止这些药
理功能，它是果品、食品、油品，是药品、补
品、贡品，还是不可或缺的工艺品。

核桃七品官，农民掌中宝。困难时期，
它可以充饥救急；果品之中，它是坚果之王，
美味可口，营养丰富；油品世界，它属高端食
用品牌；消费社会，它属保健康乐用品。正
是核桃难以替代的经济价值，使农民世世代
代与核桃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商洛核
桃发展史，客观反映了商洛的人文进化史，
核桃，就是商洛的看家树。

核 桃 压 枝 低 □秦楚玉

深秋时节，秦岭腹地安康市宁陕县境
内的平河梁国家自然保护区，在阳光的影
映下一片金黄。漫步色彩斑斓的山峦之
间，一路秋色一路景，一树一叶皆秋色，让
人饱览秋色美景之时，仿若置身仙境，温
馨而恬静。

一树一叶皆秋色

杨宁 党欣春 摄

2009年，西安市总工会招聘工会组织
员，我有幸考中，被分配到莲湖区北关街道
总工会工作。

在街道总工会，我看到许多“工”字号刊
物，《工人日报》《陕西工人报》《劳动者报》
《中国工会财会》《中国工运》《陕西工运》《西
安工运》等，各刊有各刊的风格特色，其中，
最让我喜欢的是陕工报。

爱上陕工报大约有三个理由：
一是陕工报适合我的“口味”。我从小

就喜欢写写画画，遇到美文美图就会多看几
眼，特别喜欢的图文，我会收藏下来，虽然我
没有什么较高的鉴赏能力，但见得多了自然
认知会变宽广，对一些文章、图片多少能看
出点儿名堂、悟出点儿门道，至今我已剪辑
了两本厚厚的“美文集”和“美图集”，盘点了
下，还是陕工报的墨迹碎片唱主角。

作为精神食粮，陕工报能激发我的“食
欲”，她像一口大染缸，把职工生活渲染得
五彩斑斓，她又像一块调色板，把工会业务
调剂的有滋有味。我就喜欢陕工报的这种

“味儿”——接地气、有活力。实事求是讲，
国报大报政策性强、理论高深，国内国际、
天南海北涉猎范围广，窃以为更适合上级
工会决策、参考、借鉴，对基层工会似乎“口
味儿有些重”，这种刊物一般图片稀少，大
版面的文字，看多了会视觉疲劳；市级以下
刊物，层面有限、投入有限，虽然也不错，但
说不上来那个味儿有哪点儿不得劲儿，总
觉得欠点儿“火候”，还就陕工报品味适中，
对我的“胃口”。

二是陕工报的专业性、指导性强。“三
句不离本行”，说实话，我爱上陕工报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她与工会工作息息相关。

我从一个工会“门外汉”，到今天的工会业
务骨干轻车熟路，是陕工报的大功劳。当
初，我业务生疏时，陕工报对我帮助很大，
当遇到棘手的业务一筹莫展时，我就浏览
陕工报，借鉴兄弟工会的经验做法，开阔思
路，启迪智慧；当想讲本级工会故事不知从
何入手时，看看陕工报，茅塞顿开……每天
浏览陕工报，已成为我生活的习惯，她早已
成为我工作的好帮手。

三是陕工报版面内容很活。七十年砥
砺前行，陕工报风霜雪雨搏激流，逐渐成熟
起来，活起来，强起来。一“活”激起千层
浪，报纸不仅图文并茂，视觉效果好，而且
大多标题都很新颖，故事活灵活现，注重让
事实说话，避免主观臆断，抹去了材料堆砌
的死板和人物杜撰的生硬，板块图片会“说
话”，动感强；排版灵活，艺术感强；稿件筛

选编排考究，避免了行业类别、层次案例的
重复或相似；不断推陈出新，让人爱不释
手。尤其是三版的“工运纵横”和“一线新
闻”栏目与基层工会联系非常密切，我很喜
欢，偶尔也发表下自己的见解，传播身边职
工的声音、讲讲他们鲜活的故事，在陕工报
的感召下，把我们的工会工作做得出彩出色。

在陕工报创刊七十周年之际，回顾我
与工会工作，与陕工报的点点滴滴，收获
颇丰，希望陕工报越办越好，越来越贴近
职工生活。

轻轻推开窗，我与秋风撞了个满怀。迎面
飘来的空气中充满着石榴成熟的味道，大致是
小区里的石榴红了。石榴红了，也快到母亲给
我寄石榴的时候了。

一场秋雨一场凉，今年的天气格外冷。接
连下了半个月的小雨，偶有天晴，便可以看到
碧空如洗。小区里种着常年青翠的冬青，一下
雨叫人不由得想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
花红欲然。”只可惜这早已不是桃花盛开的季
节了。虽不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却是石榴将熟
的日子。有时出去走走，可以看到路边栽种的
石榴树，果子早已熟透。那石榴不算红，可能
不常吃的人看不出来熟与不熟，像我这种从小
就吃石榴的人，仅从外面看到颗颗饱满的籽儿
撑着薄薄的皮，便知石榴已经熟了。

不禁想到自己家乡的石榴，或许还没有结
果，又或许它早已经红透了。儿时特别喜欢石
榴，主要是因为家乡地理位置的原因，我们这
里的石榴格外香甜。个头大、颗粒饱满、色泽
艳丽，抓一把石榴籽儿放在嘴里，满是甘甜。

那时候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都会栽种一棵
石榴树，因为石榴好养活，没根种上也能活，
而且果子可以长期存放。有时想想，自己又何
尝不是一棵石榴树，在没有根的异土，顽强扎
下根来呢。

少时家里有些贫瘠，那个时代谁又算富

有呢？平时没有零食，最欢喜的就是秋收的
时候了，虽然农忙但胜在可以吃到酸甜可口
的石榴。母亲说石榴多籽，是吉祥的寓意，家
里的石榴树每年都会结很多果子。小时候我
最爱的就是坐在家门前，一边剥着石榴一边
和母亲说长大以后要挣很多的钱，买很多很
多的石榴，还要把母亲接到大城市去享福。
那时候的贫瘠是真的贫瘠，平日里赚到一分
钱恨不得分成两份花，母亲为了给我交读书
的学费已经操碎了心。

今年的石榴又红了，但我已过了嗜吃石榴
的年纪，可母亲寄的石榴又快要到了。母亲记
得儿子爱吃石榴，记了半辈子，每到石榴成熟
的季节，无论我在何地，母亲都会寄一兜石榴
过来。有时我告诉母亲，不必寄了，现在就算
不是石榴成熟的季节，也可以在超市买到各种
石榴。母亲却固执地说：“异乡的石榴哪有家
里的好吃！”依旧固执的年年给我寄石榴。

后来，我便不再阻止母亲寄石榴。是啊，
异乡的石榴终究不及家乡的好吃，因为那里面
饱含着母亲深深的爱意和对儿子的思念，那是
童年的味道，是家乡眷恋的味道。

多年了，我未能在石榴成熟的季节回家。
母亲知道在外打拼的儿子不易，也从未催过我
回家，只是我好久没见到家乡的石榴树了，那
里有我的根，我想我该回去看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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