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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习

惯，每当心有
郁结不得疏

通，就主动请缨去买菜，妻子也乐于把权
力下放给我。于是，清晨，骑上电动车，
带个竹篮，向城郊的菜市场进发，尽管
不远处就有超市，但我还是喜欢去露天
的集市。

这里卖菜的，大多是附近村子的人。
他们的菜大都不多，一筐或者一袋，青枝
绿叶的，摆在那里，还能看到上面的露
水。人或蹲或站，和邻摊说着闲话，并不
招呼人，好像并不着急卖。大多是自家
菜园种得多了，吃不了，就拿到这里卖，
赚个零花钱。

在这里买菜和在超市买菜的区别在
于，你能知道一个蔬菜是谁种下的，谁采
摘的。这样一想，蔬菜便有了温度，而不
像在超市，只是简单的钱与物的交换，你
看不到蔬菜背后的面庞。

我喜欢买老人的菜，顺便蹲下来，攀
谈几句，说说今年蔬菜庄稼的长势。老
人们大都乐于同我聊，一边给我称菜、算

钱，一边说着菜园里的事。如果正逢天
旱，就顺带着向老天爷祈求一句下雨的
话，我也赶紧附和“是啊是啊”，好像我不
附和，老天爷就生气不下雨了似的。

老人们称菜，大都足斤足两，有时还
会搭一根葱、一头蒜啥的。我把这认为
是老人对我陪他们闲谈的奖励。当然，
我大多时候也不让老人找零。这些老
人，总让我想起乡下的母亲，她也是偶尔
用挎着一篮子菜，到不远处的集市去卖。

也有孩子来卖的。曾见到一个孩子，
面前的塑料袋上铺展着一堆虾，很新鲜，
一看就是刚从河里捕来的。他身边放着

渔网，裤脚上有泥点。我当然要买了。孩
子很害羞的样子。我问两句，他答一句，
小脸红红的。最后我弄明白了，他想以这
种方式赚钱，攒够了，给母亲买生日礼
物。卖完了这些，他还要回去上学。

第二天早晨，我惦念着他，到菜市场
去，却没有看到他，有些怅然。以后再也
没有看到他。也许，他已经攒够给母亲
买礼物的钱了吧。

有时，我会在菜市场上吃早餐。有
家卖米粉的，一锅的粉白，要一碗，撒了
碎芫荽，配上几块油豆腐，畅快淋漓地
吃。曾见到一个西装革履的小伙子，目
光偶然与我相碰，彼此点头致意，并没
有说什么，还是各吃各的。他大概刚刚
参加工作，带着一身书生气，以后也再
没见过他。

晚上，我把整个世界一下子收拢在
小小的厨房里，用刀、铲、锅，与蔬菜们悉
心交流。当我把一盘盘青白红绿的菜放
在餐桌上，窗外的喧嚣一下隐去，人间瞬
时安详。食物安抚肠胃，也安慰了一个
人的心。

□曹春雷菜市场的人间烟火

□林萍一把老蒲扇

间真情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疫情之下，商场、娱乐场所、书店这
些平时遛娃休闲的地方都被关闭了。过
个周末，一家人照例困在空调房里，实在
是浑身酸痛，步子也越来越沉，没有一点
精气神。

于是，我们决定驾车一路向南，顺
着导航找到这家隐匿在秦岭深处的书
店——南山耕读书屋。书屋坐落在半
山腰，三间土坯房，围绕主屋、四周依地
势而建的各种读书角，有凉亭摇椅、茅草
藤垫、竹木屋、玻璃房、榻榻米。每个角
落里都放着几本不同时代的书籍，或是
古老的诗词歌赋，或是褶皱的鲁迅文集，
或是透着现代气息的漫画、小说等等，应
该说不同年龄的人，随手一翻，总能找到

属于自己年代的书籍。
院子里有很多老物件，最抢眼的是

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把竹编老蒲扇，儿
子因为好奇，没有见过竹编的扇子，抢
先拿在手里晃动起来，这情景顿时让我
思绪万千。

记得小时候，奶奶喜欢坐在老家院
子里的一棵老槐树下，席地铺一块五颜
六色的碎花布拼接而成的布垫，左手摇
着大蒲扇，右手拿着串珠，双眼微闭，嘴
里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她告诉我
们，念经是求佛祖保佑我们一家人平安
健康，她也从刚开始的初一、十五忌口，
到纯吃素，在她心中，唯有这样，才会保
佑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

这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一辈子养了四
个儿子、一个女儿。四个儿子中，三个伯
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村里少有的文
化人。他们各个精通琴棋书画，打得了
算盘，说得了几国外语，也都是单位里德
高望重的人。说起父亲，他算是家里最
没有文化的，却是责任最重的。农村人
讲究守根，于是爷爷奶奶早早让父亲辍
学回家，在家里种地务农。然而，对于父
亲而言，他从小好动不好静，最不喜欢的
事情就是靠天靠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做重复的事情。小时候也总听奶奶在家
里数落父亲：地里草都长得比人高，庄稼

都被虫子吃完了……父亲习惯挤点“眼
药水”，唠叨点奶奶爱听的事情，老太太
听完，总是咧个嘴笑得跟个孩子。父亲
一直很勤奋，早早就开始做生意，我们的
日子也过得让村里人羡慕。

每到傍晚，奶奶总是拄着一根钛制
的拐杖站在家门口，望着村口的方向。
村里乡亲打趣问她：“咋不去城里儿子
们那边？”奶奶一脸严肃地说：“老四不
容易，得给看门。”老太太大老远看到我
们放学归来，立马找个舒服的地方坐
下，一把蒲扇、一串佛珠，又悄悄地念起

“阿弥陀佛”。
奶奶最后四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而父亲也整整照顾了四年，但凡有亲戚
去看她，她便抹着眼泪，嘴里念叨着：“我
和他爸呀，就觉着老四靠得上，当初才让
他守在家里，娃那些年为了让哥哥们安
心上学，揽着家里所有的事，受罪了啊！”
2007 年，奶奶 94 岁，看着所有的孙儿们
成家立业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阳光已洒满屋顶的青藤，藤蔓随风摇
曳着，仿佛在诉说一件件儿时的往事。我
顺手拿起桌上的蒲扇，透过蒲扇，似乎看到
了奶奶慈祥的笑容、父亲辛劳的身影，也感
受到他们用不同的
方式教育和影响着
子孙后代。

□碑林路人凉风有信
相物语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晨起推窗，
有微风袭来，风
中略有凉意，让

燥热许久的心，有了空山新雨后的舒畅。
打开手机，有朋友留言：“凉风有信，

秋已近。”突然，眼眶就有些湿润，原来
这世上也有和我一样多愁善感的人，不
仅喜欢伤春悲秋，也喜欢用浅浅的文
字，来表达一种深刻的情绪。

我并不喜欢炎热的夏天，但在夏天
即将离去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淡淡的、时
光流逝的怅然。或许是四季的变迁，让人
有了一种青春易逝的感伤；也或许是成长
的痕迹太过明显，让心有了离情的惆怅。

大约是多情的女子，才会有如此细
腻如丝的情绪吧，无论是季节的变更，还
是一花一草、一木一石，都能让心有些许
的涟漪微起。天高树低、月胧寒山、湖光
秋色、西风渐凉，每一处场景，每一点变
化，都是一首诗、一阕词，在心里浅浅落

脚，似“一川烟雨，满城风絮”。
我喜欢在浅秋的细雨里读诗，喜欢在

安静的时候，沉浸在一首诗的画面里任思
绪飞扬。假如有人应和，假如恰好在不远
的地方，也有同样一个女子和我一样，正
让自己的心在诗画里畅游，这是多么奇妙
与美好的心灵感应呢。我喜欢这样的感
觉，喜欢一个曼妙的女子在秋风里专情读
诗的画面。我曾与朋友说：只有让生活如
诗，才能真正体味到如诗的生活。在这个
秋意渐起的清晨，我站在窗前，脑海里突
然就有了许多美好的诗句。我喜欢用这
样的美好，来点缀平淡与简单的生活。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
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
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薄雾浓云愁
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
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
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
花瘦。”在秋风渐起的清晨，吟咏着这样

词句，沉浸在一阵风里，沉浸在一些淡淡
的回忆里，任起伏的音律肆意填满生活
每个角落，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好。

曾经，我喜欢把自己的心事和一些
古诗词写在纸上，寄给远方的朋友，而如
今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写信了。到了情感
越来越淡、话越来越少的年纪，仿佛心境
也已经淡然了许多。今晨，看见“凉风有
信，秋已近”。突然就感觉到了一些暖
意，有些问候，不必说得太多，简单的话
语，就明了了每一个字的含义和字里包
含的温暖与深情。

凉风似信，由远处而来，风里是心有
灵犀的会意，风里是季节的脚步和时光
的身影。

事如烟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老家的石磨是从一个叫磨沟的地方
八抬大轿“接”回来的，传说那个地方的
石头是女娲补天丢弃的石料，质地坚硬，
是制作石磨的上等材料，远近的人都到
这里买磨，生意非常火爆，成为当地村民
重要的经济来源。

石磨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手磨，也
叫水磨，脸盆大小，安装在一个四脚木架
子上，主要用来磨制豆腐、浆粑。“丁”字
型的磨拐，一头挂在楼枕上，一头穿在磨
柄上，一推一拉，手磨就吱吱呀呀转开
了。那时候的农村人，白天要参加集体
劳动，推手磨的活大多放在晚上，几十斤
粮食，经过石磨吞吐两三个小时才能磨
完，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我十二三岁时就开始帮父母推手
磨，第一次推磨感觉稀奇，磨得疯快，可
是磨不了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汗珠
子滚落一地，坚持不下来了，母亲接过磨
杆，说：“这下知道珍惜粮食了吧。”

大磨也叫面磨，圆桌大小，一般安放

在院坝边、吊楼下、磨房里，主要用来磨
制面粉。磨面的前几天，母亲淘了粮食，
在篾席上摊开，既不能晒得太干，也不能
晒不干，太干了磨出来的面黑，不干出面
率低，要晒到轻轻一咬，“嘎”一声就刚
好。磨面的时候，要给牛套上疙头，戴上
蒙眼，这样牛就只知道围着石磨转圈不
会偷嘴吃。箩面是在一个大簸箩里进行
的，簸箩上面架一个“人”字型箩杆，手抓
着箩圈在上面来回滑动，雪白的面粉就
会漏下，堆在面簸箩里，靠了这石磨，金
黄的麦子才变成了白花花的面粉，做成
了令人眼馋的馒头，麦子经过几遍研磨，
最后剩下的是麸子，可以喂猪养鸡。

磨用久了，就要锻磨。锻磨最有名
的是村上的程石匠，程石匠自幼聪明好
学，十六岁就跟随父亲外出锻磨，很快超
越其父，成为当地有名的锻磨匠。事主
把锻磨匠请到家中，匠人把两扇磨仰放
在地下，右手握铁锤，左手扶錾子，顺着
磨盘纹路，用钢錾子把凹槽錾深。别看

锻磨比较粗笨，其实是个精细的技术活，
用力大不行，力小也不行，匠人每锻好几
道齿纹，就须仔细用嘴吹去锻碎的石沫，
看看新锻出的磨齿是否恰当，凹槽是否
均匀。如果石磨的磨齿太深，磨出的粉
不细，磨齿太浅容易平钝，石磨就不耐
用，磨齿太锋利，就会减少磨盘的寿
命。匠人对于新锻出磨齿的观察和把握
凭借的是经验，除了用眼看，还得把两扇
磨盘合起来，放进一把粮食转一转、试一
试，如果感觉磨齿哪里有问题，匠人必须
再锻一次，直到磨声均匀为止。

随着岁月的变迁和时代的进步，石
磨逐渐被电磨取代，曾经和我们朝夕相
伴的石磨，失去了昔日的荣耀与辉煌，
成为许多人记忆里泛黄的影像，记录着
过去无法言说的酸甜苦辣。我觉得那
远去的石磨，碾过了数不清的春秋，锁
住了好多代人的
乡愁，走进了历
史的长河里。

□柯贤会乡愁里的石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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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英雄，爱劳动，飞到西，飞到东。唱支歌，嗡嗡
嗡，储备粮食好过冬！”这是我的一方小手绢上的儿歌，
它陪伴我走过了五十载。

那年我8岁，记不起来当时是谁给我买了一个十分
漂亮的小手绢，四方形的，上面印着十分好看的图案。
蓝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白的云，白云下面，是一片金灿
灿的油菜花，无数只蜜蜂在阳光下的菜花间忙忙碌碌
地采蜜。手绢的左上方，竖排着四行小字，虽然时光已
过去半个世纪了，可我对它还是记忆犹新。

我视它为宝，走到哪带到哪，甚至连走路、晚上睡
觉时也要拿出来把玩一番。可好景不长，在一个多雨
的夏日放学路上，它被我弄丢了。

我清楚记得，那天雨后小河发大水，我小心翼翼在靠
河堤的地方，慢慢用手攀着一块石头往前试探着逆水而
行，突然，我的小手绢掉了下去，只一闪，就被水冲跑了。

我像泄气的皮球一样，爬上河堤，望着滔滔东去的

河水，失望极了，我心里清楚，我的小手绢被水冲跑了，它
再也回不来了。河水冲走了我的小手绢，也冲走了我的
欢乐，我像丢了魂儿似的，上课也是恍恍惚惚。

学校组织劳动，帮助生产队在玉米地里拔草，就在
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几只蜜蜂一会儿
绕着我飞，一会儿又飞到旁边的花丛里，它们是那样可
爱，此情此景，我不由嘴里唱起了“小英雄，爱劳动，飞到
西，飞到东。唱支歌，嗡嗡嗡，储备粮食好过冬！”

醒来后，我明白了，在我失去一件东西的同时，它又
把另一件更为珍贵的东西让我记忆深刻——一首饱含生
活哲理的儿歌。后来，我又读了唐代诗人罗隐写蜜蜂的
诗：“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
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又使我明白了更多做人的道理。

这首儿歌陪我度过了少
年、青年时代，它在我的人生路
上伴我不断地走向成熟。

□周刚振

手绢上的儿歌

情一缕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

乡下生活的母亲对二十四节气特别敏感，也习惯
根据节气来提醒孩子们添减衣服。立秋已到，酷热离
开虽还有一段日子，但昼夜温差很容易让人感冒生
病。母亲好像忘了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仍会提醒
我早晚添衣物，别着凉。在父母眼中，不管到了什么
年纪，孩子永远是孩子，总让人操心牵挂。

早年的农忙双抢，母亲鼓励我们快点干，好赶在
立秋之前把晚稻插下去。不然，转秋凉再插秧，只长
草，不出稻。什么样的季节，就干什么样的活。母亲一
直朴素地种植、耕耘、收获，她的人生亦是如此。到了
上学的年纪，就去学堂；学不下去，就回家种地；到了结
婚的年纪，就成家。尔后，抚养孩子，照顾老人，一生没
有太大的波澜，尽心尽力。如今，空调和大棚的存在，
让人们对季节变换不再那么敏感。只是，人生不能错
过了季节，别忘了“不插立秋秧”的告诫。在读书的年

纪，就当发奋读书；到了结婚成家的时候，不妨
好好把握住姻缘。事业中，虽有老骥伏枥，但那
毕竟是少数，该奋斗的青春年华，切莫虚度。

转秋凉，给情绪去去火。盛夏流火，人们
的情绪也容易躁热。夏季虽有冰镇冷饮用来
降温，但那只能去一时之火。转秋凉，大自然

的调和，人们的情绪也该去去火气，多一分平缓之气。
手气顺时，要想到运气差的时候；发展红火处，亦要把居
安思危记心间；人处艰难中，更要有一个心平气和的胸
襟，风物长宜放眼量。

转秋凉，在付出中等待收获。一年四季，春夏已
过，一年便去了一半。转秋凉，但离秋收还有些时日，
仍要继续付出与等待。孩子们还有一个学期在等待着
他们，工作中我们也有下半年的计划等着去完成，生活
照例在转秋凉中继续……这一切，都需要新的付出，并
在付出中等待，等待秋收，等待成长到新的高度。

转秋凉，是一份叮嘱，母爱情长；转秋凉，是一
份告诫，请不要错过美好年华；转秋凉，是一种情
绪，请保持平和胸襟；转秋
凉，是一份等待，请在付出
中等待新的成长。

付出中等待成长
□王玉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