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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才
在笼中的娇羞模样。秋日里，高粱
红透了整个田野，红透了伙伴们的
心儿。收获，在这个季节里是厚厚
实实的，沉甸甸的，像极了那胖胖
的高粱穗儿，缓缓晃动在绿秆顶
上。高粱害羞的脸庞映着我们的
脸，我们的脸红扑扑的，大家高兴
极了。
望着一望无际、沉甸甸、红灿
灿、随风摇曳的红高粱，我的思绪
翻翻飞飞，荡漾着儿时美妙的光阴
和如今丰收的欢乐场景！
高粱在五谷中是最美丽的作
物，尤其是在成熟后，成片的
“绿海”中攒着万千朵红霞。微风
拂过，翩翩起舞，飘摇出惹眼的
美丽。
高粱是骄艳的，它骄艳里含着
羞涩，于靓丽中透出青春的秀美；
高粱是朴素的，它朴素中带着洒
脱，于火红中漾着自然的俊俏。红
红的高梁啊，它多情的微笑酷似少
女的红晕粉靥，给人以纯净，给人
以可爱，给人以欣喜的甜美！
“哗哗哗”，高粱叶子摆动着纤
臂吟唱出丰收的歌曲。
一群麻雀早已馋涎欲滴了，看
见没人，一个个争先恐后地飞向高
粱穗头。在这时光里，农人与麻雀

开展起斗智斗勇的表演。农人在地
里用木杆布条草帽扎成草人，风一
吹，哗哗的花布条上下摆动，吓得
麻雀远远地张望着，不敢近前了。
在农民眼中，高粱如同宝贝。
高粱籽可碾成高粱米食用，也可用
来酿酒，脱过粒的穗子可以扎成扫
帚，既经济又实惠。有的穗下那一
节细长，我们叫做“筳”的，收集
起来可用线串成箅子、锅盖、笸箩
等用品。即便是秫秸秆，有人也能
打成秫秸箔，用来搭棚或者晾晒东
西用。
高粱宝贝，宝贝高粱！
我静静地看那红红的高粱，那
独特的高粱香已飘扬在空中，沁人
心脾，如同闻到酒香的味道。
高粱熟了，眼前红绿的世界
俨然就是一幅优美的图画。那高
粱地延伸着无尽的绿，一直伸向
天边。如此的田野美景，看得让
人心醉。阳光照耀下的高梁更加
美了，它们红红的穗头令人爱
怜。那种红是那样的耀眼和鲜
亮，酽红中带有农民的朴质，纯
净里自有它的浑厚。
红红火火，这是田野美景给予
我的联想，也是我对家乡人美好生
活的祝福！

●百泉诗行

爷爷的担心
洗尽铅华
对不起，我亲爱的小孙子！
今天是中秋假日，
还要送你到课外班学习。
不能去郊外看丰收的美景，
不能到公园看动物们嬉戏。
甚至不能，
不能放慢脚步，
观赏一下沿途的花草；
不能敞开衣襟，
品尝一番飘香的空气。

●往事悠悠

最爱故乡是糖蒜
陈

回想你的降临，
带来多少欢声笑语。
然而你哪里知道，
打你呱呱落地那一刻起，
你就已经，
不再是你自己！
在你身上，
寄托着太多大人的梦想；
你的人生，
总是要经过别人的设计。
刊头美术 韩立涛
令人向往的小学校园啊，
本应是你们的乐园，
可自从你进了小学，
甜甜的笑声少了，
活泼的身影一天天远去，
书包越来越沉重
各种补习班、培训班，
如狂风骤起，似暴雨突袭。
爷爷当过学生，
也做过教师，
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离奇的事。
我真担心，
多年以后，
你还有否值得回忆的童趣？

书法

杨红朝

书

朵

围，恐惧心倒也没有了。拨动叶子
的声音越来越小了，缓了，而蝈蝈
的声音愈发的响亮了，嘹亮的鸣叫
声笼罩了整片高粱地界。
我的眼前满是翠墨色的绿叶和
红红的高粱穗，一会儿绿，一会儿
红，绿绿红红纠缠在一起，朦胧了
少年的我的心际。可想象毕竟是想
象，捉蝈蝈的兴趣不一会儿会驱走
所有的杂念。
等我们从地里钻出来，个个头
上顶着高粱花子，衣服蹭着一道道
高粱棵上面的白面儿，花里胡哨
的，大家互相取笑着，不一会儿就
开始比较起各自的“战果”了。
风儿从高粱们的头顶上爬过
来，高粱们晃动着身子，懒懒地摆
动着大长叶子，哗哗，哗哗。那声
音特别温柔，特别亲切，让我们感
到了秋日午后极温和的快乐！
我们蹲在地边儿，找一棵高粱
秸秆长的，裁了中间那一节节的秸
秆，然后劈成均匀的细篾儿，大家
动手编起了蝈蝈笼子，麻利得很。
十来分钟的功夫，一个个精致的
“金屋”就建造好了，“藏娇”正是
好时候！
大家高高举着笼子，冲着阳光
的方向，欣赏着自己的“爱宠儿”

兰

西边的天，灿红灿红的。我站
在地头，面前是耀眼的红，阳光映
照着火红的高粱地，一下子裹住了
我全部的思绪。
高粱地，是个神秘的地方。小
时候的我常常以为，没有点儿胆量
和气魄又怎么敢独自穿行在连绵似
海的高粱地里呢？那深绿色的不停
摇摆晃动的棵棵高粱，在眼前排列
着，绿烟雾蒙，神秘而极富诱惑力。
那里面的蝈蝈叫得正欢，蝈
蝈的叫声几度扰乱了我们的割草
计划。我们一帮孩子们，用“剪
子、包、锤”来决定谁第一个冲
进青纱帐里。还是先玩会儿吧，
就连一向胆儿小的闷子听了蝈蝈
的叫声，也抖胆伸出手来参加逮
“油子”的活动。
对于高梁地，我有着莫深如幻
的想法。我们慢慢在里面穿梭，拨
开一个个长叶子，一直向着前面走
去。前方深绿，深邃，无止境的地
方吸引着大家，也许会出现什么奇
迹，或者如神话一样的故事让我们
遇见。当然，这只是可笑的想象而
已，蝈蝈的叫声才是现实的存在。
我们曾一块儿在高粱地里薅过
草，那“哗啦哗啦”的声音一直在
前面响着，我就知道他们还在周

黎，
热时热杀阇黎”
的公案，
无非是说热
时让它热，
冷时尽它冷，
要随缘自适。
相
比而下，民间这种大暑欢喜“热着过”，
多了一种对万物的体恤。
农历八月前后，连绵秋雨，使江南
炎热退去，然太阳一出，气温又倏然升
高，好像炎夏恋栈，掉头回来了。
闷哒哒，湿漉漉，热烘烘。桂花的
开放，就在这样的天气里。天气
越热越湿，桂花开得越香越密。
满树花蕾，细细碎碎打开，一齐
把香呵送出去，桂香满世界。女
作家潘向黎说，桂花每个花蕾，
都是一个迷你黄玉瓶，里面藏着
经过三个季节酝酿的香膏，一起
倾出来，
倾出来。
我是北方人，领受那种义无
反顾的桂花香，机会很少，但张爱
玲的小说是读过的，
《桂花蒸 阿
小悲秋》。读前猜测，我将“桂花
蒸”误猜了“桂花糕”。然，此“蒸”
却是初秋一段“酷暑”天气。江南
人 说“ 火 烧 七 月 半 ，八 月 桂 花
蒸”，
“ 桂花蒸”就是被称作“二十
四个秋老虎”的那一段。遵人提
示，我又去查阅了《清嘉录》：
“俗
呼岩桂为木樨，有早晚二种，在
秋分节开者曰早桂，寒露节开者
曰晚桂。将花之时，必有数日炎热
如溽暑，谓之木樨蒸。”木樨，便是
桂树的别称。
张爱玲好友炎樱说：
“秋是一
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厨
里吹箫调，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
又热又熟又清又湿。”清秋已至，
炎夏未远，热、熟、清、湿，道尽了
“桂花蒸”的内涵。那箫调本来温、
缓，又于厨里吹，压抑奥热的气
氛，
不着一字，
境界全出来了。
秋老虎，固然威猛，但被这“桂花
蒸”
一蒸一熏，
全然换了面孔，
它威赫赫
掉头而归，原是为了一世界的盛大花
开，
为了成全桂花之香之美呀。
如此，
我
们看这溽暑、酷热，
便多了谅解和认可，
跟北方“大暑馏五谷”
的情怀曲径通幽，
含了一份达观、宽豁和感恩。
北方“玉米馏”，南方“桂花蒸”，它
们是一种天气，也是一种符号，隐隐透
露出又风雅又坚韧、又宽厚又温润的民
间古典情怀。

六月玉米馏 八月桂花蒸

四季随笔

高粱熟了红满天

六月，
是北方大田里玉米生长最快
的时节。
八月，
江南的桂树开始挂花。
这
两个月份，
一个是上蒸下煮、水深火热，
一个是又湿又热的“二十四个秋老虎”。
玉米和桂树，却于迢迢南北两地，喜欢
疯了。
春 日 新 萌 ，秋 日 丰 收 ， ●
生长期须有丰沛的水和热
量，你看，植物生长，都有大
自然赐予的命定的规律，而
我们的民间，也总有那么一
种顺应自然，融于万物的悦
纳心理。
六月的北方，大太阳攒
劲晒，暴雨攒劲浇，世界像
个大蒸笼，万物像馏馒头一
样，被腾腾热气快馏熟了。
对于玉米，这是一段畅快甘
美的时光。它们叶子挽着叶
子，肩头并着肩头，一叶叶
一秆秆织成绿色的帐幔。
有人说，玉米在六月里
拔节，会发出嘎巴嘎巴的声
音，我没听过，但我幼时跟
着母亲下田，常嗅到玉米甜
腻的味道。那时娘为玉米锄
草 ，秧 化 肥 ，我 就 像 个 跟
屁 虫 ，在 她 身 后 流 连 着 草
花、小虫儿，自言自语地跟
花草、虫儿说着不着边际的
傻话。
娘蹲着身子给玉米施
肥 。每 一 株 玉 米 都 比 我 们
高，像两尾鱼，我们遨游在
沉黯的海底。又闷又热的海
里，一层层、一层层绿剑样
的玉米叶子，遮蔽得天空只
漏下一丝一片亮儿。那些叶
子的扁刀，
刃儿锋利得很，
一不小心，
脸
和臂膀就被划一道血印子。
等娘干完活儿，
我们从玉米地钻出
来，汗水滴答地往家走。我学着大人的
语气说：
“这鬼天气，
热死唻！”
我娘说：
“热时，就‘热着过’呀！大
暑不热，
五谷不结。
天热，
馏五谷哩。
”
多年以后，
我才领悟到这简单的话
语里，
其实有着多么复杂的含义。
“热着
过”，
是顺应，
是承受，
是悦纳。
为了五谷
丰收，再多么凶猛的“酷暑”，也是从内
心里喜欢着的。佛经里有“寒时寒杀阇

DAILY

刊头题字 韩德广

●人在旅途

尽孝趁早莫留遗憾
董莲芬

在一个酷暑的下午，我们同学
一行人来到内丘著名的白草坪长
寿山庄。这是一个单元式家庭宾
馆，供人们避暑为主。山庄坐落在
海拔 1300 多米的半山腰，气爽宜
人，就是在盛夏，温度也不过 25 度
左右。酷热无比的白天这里不用
开电扇，
晚上还要盖上薄薄的被子。
等我们办好入住手续，稍作休
息，便来到院中感受这里凉爽惬意
的山风。
说笑间来到一棵粗壮繁茂的
柿子树下，树干一人搂抱不过来，
据说已生长几百年了。一位慈眉
善目的老奶奶正在树下纳凉，看上
去岁数不小了。我上前问道：
“老
奶奶您今年高寿？”老奶奶耳朵还
好使，反应挺快，回答说：
“ 两个八
了 。”说 着 伸 出 拇 指 和 食 指 做 个
“八”字状。我又问：
“ 您就是这个
村里的人吧！”她摇摇头，
“不是，我
是衡水的，那老头是俺老伴，今年
95 岁了。
”
顺着她指引的方向看去，发现
不远处的大坡下有个老爷爷，拄着
拐杖往这边走来，看样子身子骨也
够结实硬朗的，
根本不像耄耋老人。
我好奇地问：
“那您怎么到
这 里来了？”
“ 这里凉快，家里太热
了，儿子开车带我们来的，还有儿
媳妇。
”
这时，从楼里走出来一对中年
夫妻，老人介绍说：
“这是我的老三
儿子和媳妇，他们都放暑假，陪我
们出来避暑。”我更好奇了，就问他

们：
“住了几天了？
”
老人儿子兴奋地
伸出巴掌：
“今天是第五天了。
”
经过攀谈得知，原来他们都是
老师，那男的是某所大学的老师。
因家里太热，长期吹空调二位老人
又受不了，所以就带老人出来避
暑。这里天气凉、空气好、环境静、
风景美，
老人感觉舒服。
老 人 育 有 五 个 孩 子 ，四 男 一
女。每年夏天都会有子女陪同老
俩找个凉快的地方住下来，等家里
凉快了再回去。听后我很感动，真
是子女孝敬，
父母有福啊！
一位同学故意问了一句：
“每
月工资多少啊？”
我们几个相视一笑，看着也不
像挣工资的啊！老奶奶说：
“ 没有
工资，我们是农民。”听后我们便更
加敬佩他们的子女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沿山路
转了一圈，8 点钟准时前来就餐。
老人一家就在我们邻桌。两位老
人早早坐好，儿子儿媳一直未坐。
等饭菜陆续上桌后，他们先给二老
盛饭布菜，都安顿好了，他们才坐
下吃饭……
看到这一幕，我按捺不住激动
的心情，拿出手机随手拍下了这温
馨感人的一幕。瞬时，鼻子一酸，
想起了我的父母、我的公婆。
20 年前，父亲在 71 岁时离开
了我们。在他有生之年，因当时条
件有限，我们并不曾带他出去游玩
住店。就是在老爸弥留之际，我这
个最受父亲宠爱的小女儿也没能

在他身边多孝敬几天。因为父亲
和兄弟姐妹们，怕我耽误了给学生
们上课的时间。
父亲离休前在县外贸局上班，
70 年代中期，
当年深圳还是一个小
渔村，父亲就经常去那里出差。父
亲若是能活到今天，随我到深圳住
几天，看一看深圳改革开放后的巨
大变迁，
定会引起他无限的感叹！
最让我感到愧对于母亲的是，
她一辈子工作在供销战线，临走也
没让她逛逛家乐园商场。母亲仙
逝于 2008 年春天，早在 2005 年我
们县已有“家乐园”商场了。只是
那几年，母亲的身体欠佳，腿脚不
便。因此带妈逛逛超市，看看现在
的营销模式的愿望也没能实现，留
下了我终生的遗憾……
婆婆在她 82 岁那年去世，现
在只剩下一个老公爹，
今年已是 89
岁高龄，但身体还算康健。还好，
我对父母的亏欠可以在老公爹面
前加以偿还。
自 2012 年买车后，
每年夏天从
深圳回来伺候他老一段时间，我们
都会尽心尽力地照顾好他，有机会
就带他去周边旅游景点转转，在欣
赏美景时，也让他吃吃当地的美
餐。还有我儿子，每次从深圳回来
定会拉上爷爷专程去邢台的高档
饭店让他爷爷解解馋。
今天看到老人一家，我也受到
启发，夏天带老人来山庄避暑就作
为来年的首选。
尽孝需趁早，
莫再留遗憾。

乡下人赶集不方便，
平日里过日子
所吃的蔬菜多是自己种植的无公害无
污染蔬菜。
我老家乡下的农村人也不例
外，除了每年开春时栽种各种蔬菜之
外，每年农历的七月份左右，家家户户
还要在自家菜园子里栽一块儿大蒜。
青
蒜苗耐寒，以至于在整个寒冷的冬天，
餐桌上都可以见到蒜苗的踪影，
无论是
用来做面条的浇头还是用来炒回锅肉
或盐煎肉都是非常不错的首选食材，
既
新鲜方便又经济实惠。
到了农历三四月份，
碧绿的青蒜苗
吐出非常胖嫩的蒜苔来，每每此时，也
正是大蒜成长的最佳时段，只需将吐
芯的蒜苔抽掉，过不了多久，大蒜也就
到了采挖的季节。将大蒜挖回家后，人
们都会将大蒜连同大蒜的茎叶像扎辫
子一样辫起来，挂在屋内阴凉通风处，
每次需要时揪一颗下来，
就可以当即享
用了。
每年在辫大蒜之后，
难免有剩余或
残缺的无法扎辫子的“独蒜”，
老人们都
会将其顶端及根部用剪刀剪掉，
剥去外
面的一层粗皮，洗净后用来腌制糖蒜。
母亲就是腌制糖蒜的能手，
每年将洗净
的大蒜处理好之后，
先是将大蒜晾干水
汽后，放入瓦盆内，加入红糖、白糖、盐
巴等调味料，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两三
天，至红白糖完全被晒融化，且大蒜的
部分水分挥发后，
加入自家酿制的柿子
醋（其他食醋亦可），
醋的比例以勉强淹

亮
没大蒜为好。
最后加盖放置约莫半个多
月时间，糖蒜就算大功告成了。糖蒜腌
好之后，不仅大蒜可以吃，用来腌制糖
蒜的汁水还可以用来调味，
尤其用其汁
水来腌鱼，
不仅可以除腥，
更能增鲜，
烧
制出来的鱼肉也别有一番滋味。
记得小时候，
母亲每次在腌制糖蒜
时，我也总是屁颠屁颠地尾随其后。出
于好奇，
母亲在进行腌制的每一道工序
和环节时，
我都会禁不住询问母亲一些
腌制糖蒜的细节，
为此我没少被母亲责
备过，
“ 一个屁伢子，学习咋没那么认
真，光知道顾嘴皮子？”尽管如此，我还
是受母亲影响，
掌握了一些腌制糖蒜的
技巧。
据母亲讲，
腌制糖蒜时，
要以白糖
为主，
红糖为辅，
其次便是食盐，
要根据
原料的比例加入调味料，突出甜味，盐
的口味不能压住甜味，再一个，腌制糖
蒜的过程中，不能见生水或油迹，要不
然大蒜很快就会染菌，容易腐烂。只要
储存得法，
腌好的糖蒜存放一两年都不
会变质。
每次无论是吃稀饭就馒头还是吃
面条，只要揭开腌制糖蒜的器皿盖子，
满屋子里都会弥漫着柿子醋的果香和
糖蒜特有的浓郁香味。
夹几颗置入餐碟
内，白里剔透的糖蒜无不使人口舌生
津，忍不住便会直奔主题。经过腌制后
的糖蒜集酸、甜、脆、爽于一体，没有一
丝辛辣，嚼在嘴里，酸甜适中，香脆可
口，
每次都使人大快朵颐。

●灯下漫笔

漫谈人性
张楚研
人性，
或许是孔子笔下的
“人之初，
性本善”，
亦或是柏拉图笔下
“人类的本
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
逃避与痛
苦，
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的理性”。
人性的产生需要其背后不同的背
景。假如你是一名商人的儿子，从小在
金钱与名利场上长大，
当后来你已习惯
在商场上杀伐决断时，
旁边一名未经世
事的学生目瞪口呆甚至带着些许鄙薄
的看着你，
两人的性格与习惯早已完全
不同。
俗话说：
“有什么家庭就有什么样
的孩子。
”
对于人性的产生，
他身后的背
景极为重要。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性会由你的阅
历、见闻逐渐改变并渐渐深入骨髓，并
配上当今社会的流行词“傲娇、霸道”
等。
由于金钱利益等种种私利而深刻暴
露本性的事在社会上并不少见。
大概社

会因人性的复杂而扑朔迷离，
令众多社
会人改变而迷失自我。
张爱玲曾说：
“我
相信人，
但我不相信人性”，
或许是最好
的诠释吧。
人性主导着人类做很多事。
你可以
选择成为一个英雄，也可以任由自己
变成一头狗熊；可以“金玉其外，败絮
其中”，也可以“两袖清风”。通过种种
事例，人性慢慢展现出他的品味，从而
间接决定着你的交友圈和层次。纵左
看右，有“出淤泥而不染看破红尘”的
陶渊明，
“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也有人生迷茫却执着追求的戴望舒，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幽曲而又寂
寥的雨巷。有明白却又深陷其中的权
臣谋士，也有生活在小说中的男女主
人公，在作者的笔下展现出人们向往
人性的真善美。

公

告

根据《解决退役士兵遗
留问题政策标准和解释口
径》等相关政策规定,邢台县
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中心已
将付启明、尚接林、姚爱平、
张东生、何仁（红）军、田彦
修 、董 书 玖 、郭 立 明 、滑 建
飞、王军波、李胜军等 11 位
同志需落实的政策核实完
毕，请上述 11 位同志自公告
之日起 15 日内到邢台县工
业和信息化局政策落实专
班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视为
政策落实到位。
邢台县工业和信息化
局政策落实专班地址：邢台
市桥东区顺德路 229 号邢台
县 政 府 北 楼 一 楼 ，联 系 电
话：
0319-3660180

声明
安徽省霍邱县周集
镇洪洲村洪二组村民张
庆辉不慎将驾驶证丢
失
， 证
号
：
342423198401176174，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