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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水车
□李永明

我出生在农村，在城市工作了几十年，但
对乡村生活依然眷恋，对故乡的人和事情有独
钟。记得三十年前，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全
家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家具，坐在一台轰隆鸣
响的大型拖拉机车上，被剧烈颠簸着转折的
命运——就是停靠富家河上游的二里粮站，
这是一栋房土木结构的工房，里面的大小房
间放满了袋装的白米细面，还有菜油桶码放
在粮站的露天里。

门前流淌一溪绿水，屋后横卧数架青山；
一棵古老高大的樟树立在屋檐旁几丈开外，犹
如一把巨大的伞盖，为伞下破落的粮站遮风挡
雨、掩蔽骄阳。这里山青水秀，粮站的四周被
嵯峨的大山包围，草木葱茏，风景优美，中间是
一个平地，旁边是一条溪水潺潺的小河，进入
上游就是有名的八一水库了。

八一水库，正如它的名字，富有诗情画意，
风光秀美，孕育丰收，是故乡一方亮丽的风
景。这座水库修建于 1958年，四周群山环抱，
山中有一个天然盆地，只有一个极狭的山口。
于是，一道雄伟的堤坝横空出世，一个高峡平
湖从天而降，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突兀在故
乡的土地上。有了这座家乡最大的人工水库，
从此便有潺潺溪水流歌，也才有了灌区人民的
幸福流长。

水车，这是我的故乡对它的形象称谓。史
书上称之为“翻车”，是一种古老的灌溉工具，
从唐朝发明问世，演绎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动人
故事。这种古老的工具清一色的木质构造：一
个长长的水槽里，一串长长的车页像一条蜿蜒
的水龙游走在上下两层，由前后两个木制齿轮
带动着，哗哗的流水便被牵引着流进田间。改
革开放的春风，吹活了农村经济，到处欢唱的
都是机械化的歌声，古老的水车慢慢就退出了
历史舞台。如今，寻觅于陈旧的老屋，走进农
耕老物件展览馆，偶尔还能见到水车的身影。
它分为手摇和脚踏两种。手摇的俗称“手拐
子”，比较小巧简便，由一人操作，水量较小；脚
踏的分别由两至三人操作，俗称“二人台”或

“三人台”，车前还有一个坐架，这就是水车的
操作台。车水时，用脚踏动轴轮上的锤状“踏
脚”，带动车页，水就汩汩流到高处。脚踏水车
水量大，豪迈大气，男人们更愿意借助它显示
自己的魅力和本色。

脚踏水车就是一方风俗。每当田间干旱
时，这些田园壮汉便背着水车，将坐架安放在田
边修整好的平台上，水车尾置于水中。然后脱
掉衣服，赤膊上阵，不穿内裤，坐在没过水的

“坐扁担”上，一步一踏地摇出了碧水欢歌，摇
出了春华秋实。别以为这种“犹抱琵琶半遮
面”的半裸车水方式是乡野村夫的放荡无羁，
这恰恰是人与天地结合的惬意。唯有如此，
一天下来，这些汉子们才不至于皮开腚绽。
为了避免尴尬，乡村里曾有一种传说，传说姑
娘们是不能靠近水车的，不然，就上不来水。
其实，这是一种含蓄的避讳，久而久之，传说
的水车风俗便笼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时光荏苒，我在水车情思里长大、放飞、归来。
曾经，我与恋人漫步于八一水库，水波在

歌唱，清风在微笑，水面泛起涟漪，心头却涌
起一丝遗憾：何不漂来一叶扁舟？因为，我愿
效仿范蠡，携着心中的西施，泛舟丰美水库，
去聆听水车情歌。

多少次回归故里，我总站在八一水库的堤
坝之上，忘情地欣赏着它的美貌：青山倒映在
它宽广的怀里，片片绿意摇曳生姿，水波荡漾
中更添了无穷的生命活力；蓝天白云铺在水
底，水天一色，给清澈的湖水镶上了更广阔的
背景；不时有白鹭飞过，宛如白帆点点，点缀在
水面上；水中小岛苍翠得格外惹眼，群山起舞，
波涛阵阵，这是多声部的合唱在赞美它的秀
丽。清风拂过水面，为它暗送秋波，它便更加
温柔妩媚。

凭堤远眺，总能看到绿色的海洋和金色的
海洋，稻浪翻滚，一片丰收景色，我久久不愿离
去。恍惚之中，仿佛总能听到水车歌谣飘荡在
水面，飘荡在田野，定格为永久的农耕记忆。

秋天，北京的旗帜
□高鸿

□叶青才

仰 望 秋 云

树木在思考。树木的思考并不都是为了果实成熟，一些果子就在
这时候提前掉了下去，叶子们没有为它们掉一滴眼泪。

在大地上，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一边向上，一边向下。这并不矛盾，
就像我们回眸历史，同时也仰望未来。

蝉离开树枝后，它的蝉衣还留在树上，这透明的伪装，是一味药，可
以用来疏散风热。其药理很好理解，它整日里躲藏在浓阴下，充分吸取
了凉意。我们整个夏天坐在空调房内，我们也是充满凉意的，除了脾气。

古书上说，四立的前一天都不是好日子，这是因为气候将要变化，
会引起人的身心变化，附带命运变化。不要把一切都称之为迷信，有些
东西仿佛藏在叶子的反面，你看不见，但可以思考它们。

凉意渐起时，露珠开始变得凝重，这也如你的思考。一只蜗牛爬不
动了，它停在路边的小青石上，蜗居像一座精致的寺庙。但是它不念
经，我也不是怜悯它的香客。整个夏天，它走过了多少地方，没人注意
过；它的一些同伴，在这样的小青石上歇息时，被人一脚踩烂了，也没人
注意过。

一朵云飘游得很自在，从今天起，我们叫它秋云。我喜欢四样东
西：春风，夏雨，秋云，冬雪。秋云之所以让我喜欢，不仅是它又高又远，
而且在于它那颗放松了的心。秋心一点共明月，又为何不能共秋云呢？

我终于看不见了山那边的云，我自然知道山那边的人也看不见山
这边的云。但是我们都看见了秋天，凉风习习的秋天。

被白云擦净的天空被白云擦净的天空，，成为一种境界成为一种境界，，它是被哲学家称为的天地境它是被哲学家称为的天地境
界界。。物类有四个季节物类有四个季节，，人类有四个境界人类有四个境界：：自然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道德境
界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我们尚处在功利境界我们尚处在功利境界，，距离天距离天
地境界何其遥远地境界何其遥远。。

仰望秋云仰望秋云，，我似乎看到了天地境界我似乎看到了天地境界；；然而站在春天然而站在春天，，我们却望不见我们却望不见
果实果实。。

借一朵云也许可以擦拭我们的心空借一朵云也许可以擦拭我们的心空，，你知道哪一朵云肯借给你你知道哪一朵云肯借给你
吗吗？？一如你从秋林走过一如你从秋林走过，，你知道哪一棵树能与你同行你知道哪一棵树能与你同行？？

秋水成波秋水成波，，谓之秋波谓之秋波。。暗送来的秋波暗送来的秋波，，滋润爱情的根须滋润爱情的根须。。
多么清澈的山间泉流多么清澈的山间泉流，，掬一捧掬一捧，，沁入心脾沁入心脾。。所以诗人写秋水所以诗人写秋水，，不是不是

““共长天一色共长天一色””，，就是就是““秋水为神月争色秋水为神月争色””（（宋宋··郑清之郑清之）。）。把秋水引入心把秋水引入心
田田，，浇灌宁静的菩提之根浇灌宁静的菩提之根，，如何呢如何呢？？禅意的深潭面颊无纹禅意的深潭面颊无纹，，却满含赞许却满含赞许。。

秋水洗心秋水洗心，，六根清净六根清净，，不再感到烦躁了不再感到烦躁了。。立秋立秋，，好一个改变世界的好一个改变世界的
节气节气！！

在秋天，我喜欢走向田野

那饱满的果实

为我打开了自然之窗

我更喜欢向每一粒果实学习

颗粒饱满的谷穗，总是以谦虚的姿态

向着大地致敬

香甜的苹果，总是以乐观的颜色

回报秋风无情地扫过

那金色的南瓜，总是以大度的胸怀

容纳秋霜严厉地敲打

伫立于人生的秋天

要像一粒果实一样，认真地对待生命

无论世间薄凉与苍茫

都要给大地一颗温暖的种子

□
李
宝
萍

向
果
实
学
习

秋天就是一个童话，用简单的金黄

诠释着世间的丰足

这童话里，有我们共同的秘密

轻轻告诉你，打开还是合拢

全看汗水中的播种

坐等黄昏，我们收获着自己

点燃内心深处的火种，只需一把秋风

四季中有你，让我更贪恋这人世

曾经的雨雪交加，穷困潦倒

被我供养的黎明收服，所有的美好

就是在清晨，把一朵云种在天上

面对群山，不说悲苦，说一说人间的苍翠

草木葱茏，有时是一种假象

我们打击着自己，又安慰着自己

土地上，谁扛着锄头，在弥补四季的亏空

金
黄
的
童
话

□
楚
秀
月

颐和园颐和园··秋秋 孙季超孙季超 摄摄
周末，给初玄先生打了电话，去他在凤翔沟

新收拾的一处院子。
将头扭向窗外，看着绿得泛青的麦苗和小

草，随风东倒西歪地摇晃着纤纤的身姿，还有那
紫叶李在经过雨水的冲涮后，精神头旺盛地奓着
干净亮丽的叶子，快速地向后退着。

过了杨庄街道，在石佛沟的田间小路上，打
开车窗，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泥土香。塬下墨绿的
麦苗长势正旺，在黄和绿中间偶尔还裸露出一块
褚红色的土地，三种颜色交相辉映，一幅亮艳艳
油旺旺的画面便映在眼前，随着地势坡度的起
伏，犹如一条条彩缎飘在远处。

初玄先生的房子还没有彻底收拾停当，但已
有了雏形。原木亭子青石茶台摆在靠檐墙的一
角。坐在摇摇晃晃的竹板秋千上，荡起一串串欢
喜的笑声，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儿时，回到了盛满
我淘气撒欢的峒峪村那个小院子里。

那棵皱褶满身的老杏树，静静地立于院子一
角，不言不语，用黑乎乎的眼睛悄悄瞅着我们，树
枝上缀满羊屎蛋般大的青杏，一颗、两颗、三颗、
四颗、五颗……我抬着头，总也数不清。

后来听说，这棵老杏树叫明心树。恍恍惚惚
间我好像明白了，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哪能都弄
个明明白白，只要心中有数就行了。

位于长安区杨庄街道办的凤翔沟，在初玄先
生的笔下已经大名远扬，让一个寂静了几十年的
小山村一下子火了起来，平日里车来车往，人来
人去，竟成了周围文友们的打卡之地。

好多次，我都想坐在初玄先生山中的这处
院中，看山、听雨、发呆，想爱的人，悟前世今生
的事。

这次终于如了我愿。
在秋雨绵绵中，我来了。
远远，就看到了那烟雾萦绕的山脚，横着一

片灰暗古朴的村庄，村庄中余烟袅袅，村庄外则
是郁郁葱葱的杨树林。我曾在那片树林里放肆

地跑过、跳过、笑过，也曾在那里一个人默默地流
过泪，往事如昨日般进入梦境。

这村庄、这树林、这烟雾，仍如一幅散着光阴
的风景画。下了车，眼前雨雾迷茫，忽觉时光倒
流，天地连体，浑然间仿佛现实与梦境渐渐融合，
无数个夜里我梦中拥有的小山村，无数个我彻夜
难眠念叨着的小乡村，我来了，我真的又来了。

感受着只有在乡村的土地上才有的秋雨神
韵。手托雨伞，听雨声在伞面上跳跃，这颗不静
的心也会不由地跟着舞动。斜伞仰望，那颗颗冰
清玉洁的雨滴如粒粒圆滑的水晶珍珠，曼妙地从
天际随风飘落。丢掉雨伞，闭上双眼，任雨丝滑
过脸庞，清清凉凉，惬惬中又产生了一种既熟悉
又陌生的感觉。

我，情不自禁得像小孩子般将雨伞在手中转
了一圈又一圈，雨滴向四周飞溅，仿佛是一个圆
圆的水帘圈，突然间在秋雨里又重新找回了童年
的顽皮和欢快。

我独自坐在雨中的凉棚下，红炉煮茶，听雨
听风。我听到了生活的味道是深长的、听到了往
事的来去是甜蜜的、听到了故事的曲折是变换
的、听到了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与其说这是
愁、是喜，倒不如说，这也是今生必有的美好经历
和必尝的人生滋味吧。

雨不大却下个不停，这场秋雨似温柔的春
风，飘落在身上，冲洗着我心灵深处的那份伤感。

今天的雨格外清新，享受着这份在城市中难
有的悠闲和静谧，此时此刻，仿佛除了秋雨，这个
世界与我无关。

这时，我感觉我像一个暮暮垂年的耄耋老
人，在经历过太多的沧桑后，方感悟到日子平平
淡淡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荣誉和成就、失落和
争执都只是暂时的，都有坐下来休息的时候。

一片树叶落到眼前，我拾起它，捏在手中。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这，也许是我对生活的期盼和寄托吧。

□孙亚玲

宜思的季节

来鲁院学习，不觉已二十多天。北京
这几天的天气格外好，像我的心情一样。
天高而远，淡淡的蓝均匀地晕染开来，像
一汪纯度很高的水，幽虚澄澈，空灵剔
透。不喜欢这个城市，高昂的房价，拥挤
的交通，庞大的体系，一副高高在上的样
子，拒人以千里之外。还记得二十多年前
第一次来这里，满街的黄色“面的”，红色
夏利算是高档车了。公交车十分拥挤，每
次从小庄坐 9路到前门，都会弄出一身汗
来。乡下人初来乍到，不认识路，于是只
好坐三轮车。蹬三轮车的都是老师傅，他
们滔滔不绝地给你讲老北京的故事，讲洛
杉矶奥运会的盛况，仿佛全国人民除了北
京人都是乡巴佬。也难怪，蹲在皇城根，
他们有一种深深的优越感。第二次来北
京坐飞机。在那个年代，能坐飞机是一件
很不容易的事情。月薪一百多，机票是工
资的几倍，除了公差，私人没多少坐得

起。飞机起飞了，我的心也跟着往外跳，
按捺不住。

随着时间推移，来北京的次数越来越
多。每次来这里出差，办完事除了上西
单、王府井图书大厦，就是待在酒店看书
了。我对高楼有特殊的情节，每走一座城
市，都想看看当地的最高建筑。深圳的赛
格、地王大厦，广州的中信大厦，上海的金
茂、环球金融中心，等等。北京的高楼不
多，现在最高的国贸三期也不过三百多
米。这些高楼迅速遮掩了京广中心的光
芒，这座曾经青春靓丽闪耀辉煌二十余年
之久的建筑，在与国贸的持手相望中渐渐
地消瘦了容颜。

经历过的城市，对北京没留下过一点
文字，似乎说不过去。毕竟，在这里曾经
滞留，曾经欢乐，曾经流着眼泪给妻子写
信，电话上听她抖得发不出来的声音。一
年太久，三百多个日子，我把自己的思念

写成日记，字迹被泪水一遍遍浸泡，最后
变成一部长长的情书。我在这里经历了
感情的风暴，经历了师生的纯真友谊和知
识的洗礼，经历了北京的春夏秋冬。北京
的冬天是浓烈的，像一杯 65度的二锅头，
辛辣醇正，粗暴倔强。北京的冬天有些干
冷，风呼呼地在树上打着口哨，硬硬地刺在
脸上，让人很不舒服。进入隆冬，八达岭的
山体被白雪覆盖，颐和园及北海公园的湖
面上站满了人，孩子的笑声传出很远；春天
的北京风沙弥漫，像一个使惯性子的坏丫
头，她脾气古怪，绵里藏针，于温柔和顺间
冷不丁扇你一巴掌，搞得你晕头转向，眼睛
发酸。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想
来丫头的性子会好一些了吧？夏天呢？北
京的夏天非常霸道，像一个有些蛮横的婆
婆，样子严厉极了。北京的夏天很少有风，
太阳把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蒸笼。爷们豁
出去了，纷纷赤膊上阵，鼓动蒲扇，努力想

经营出一丝凉爽。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
节。所有脾气暴躁的男人在这个时候都变
得和风细雨，女人温柔贤惠。

北京的秋天是平静的。即使不出门，
坐在院子里沏一壶茶，一抬眼就能望见蓝
盈盈的天。阳光透过树隙洒了下来，一丝
丝、一缕缕，斑驳而清爽；北京的秋天是浪
漫的。风拽着女孩的衣袂赶路，鸟儿低
唱，秋虫呢喃。街道上，零星的树叶落了
下来，一片片、一瓣瓣，丰富着街上的色
彩；北京的秋天是温润的。一阵细风扫
过，雨不经意间便湿了人们的头发，整个
城市突然沉浸在一片梦境里，软软的，透
着一丝暧昧；北京的秋天是炽烈的，各种
植物都亮出自己专属的色彩。香山是北
京秋天艳丽的符号，它张扬个性，炫耀着
富裕与满足，丰饶与浓郁。于山顶眺望，
天稀而薄，透着清澈与纯真，空洞和茫然。

秋天，北京的旗帜。

辛丑处暑辛丑处暑
□□春草春草

夏去暑云散夏去暑云散，，秋来雨涤丝秋来雨涤丝。。

溪流鱼浅底溪流鱼浅底，，鹤舞晚霞紫鹤舞晚霞紫。。

绢扇似明月绢扇似明月，，茗香语戚戚茗香语戚戚。。

荷花成半子荷花成半子，，翠微映红衣翠微映红衣。。

叹喟时如水叹喟时如水，，杰屋人古稀杰屋人古稀。。

桃红需时日桃红需时日，，岁稔已可期岁稔已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