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往今来，咏菊的诗词歌赋俯拾皆
是，爱菊的文人墨客代不乏人。“耐寒唯
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宁可抱香
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不是花中偏
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等等，不胜枚举。

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在名篇《离骚》中，写到“朝饮木兰之
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早饮木
兰坠露，晚食秋菊落花，这是他“美
政”理想的体现，表达不同宵小之
徒、秽吏佞臣为伍的高洁风标，也是
他卓尔不群、不与世同污的高洁品
质的彰显。这应是菊花最早入诗的
名句了。而晋代陶渊明悠然南山、采
菊东篱，深情地吟咏过菊花之后，千
载以下，菊花作为士子清脱人格的
象征，那种冲和恬淡的疏散气质，已
成为一种精神气象，为人称道。对菊
花的欣赏，也成为君子自得自乐、对
品格节操的自律与追求。

人生易老，秋菊又绽。老，是人
类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公道世间
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菊花般
的面庞，是上苍对每个人的馈赠。人

生羁旅天地间不过百年，经历过酸甜
苦辣，雨雪冰霜，坎坎坷坷，其中滋味
唯有自知。别人听到看到的都是表
面，真实的故事内心体味最为深刻。
彩虹总在风雨后，行到水穷处，坐看
云起时，在人生的晚秋里，迎来的应
是一派金菊飘香的光景。人到老年虽
已容颜平淡，无春花之艳丽，无夏花
之绚烂，然而正如晚开的菊花，迎风
傲霜，晚节尤坚，道德风范，灼灼其
华，让人更加敬重和钦慕。

秋风渐起，金菊盛开。天地澄
明，秋光可人，不由触景生情，让人想
起宋代韩琦的名句：莫嫌老圃秋容
淡，犹有黄花晚节香。秋圃虽老，黄花
益香。群芳纷谢之后，唯有菊花凌寒
傲霜独自开放，于万类霜天中流香溢
彩。作为“花中四君子”之一的菊花，历
来被人们作为骨气、节操的象征，借
景言情、托物言志，隐喻保持晚节的
可贵。当过康熙的老师，官至工部尚
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
典》总裁官的陈廷敬，工诗善文，器识
高远，他老家山西阳城所建的午亭山

村有副楹联宛然入目：春归乔木浓荫
茂；秋到黄花晚节香。是康熙题写的，
也用“黄花晚节香”旌表陈廷敬，对其
高风亮节、嘉言懿行，予以高度评价。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一再强调，出
身看本人，历史看现在，一生看最后。
说的也是保持晚节的重要，因为这关
乎到真正的社会评价。其实，每个人
的公众形象都是自我描画的。“欲知
却老延龄药，百草摧时始起花”，应像
菊花一样保持晚节。然而，在纷繁复
杂的社会现象面前，并不是所有老人
都能“年长一岁，开明一分”，黄花耐品
晚节尤香的。为老不尊、老而逾矩，自
毁形象、晚节不保，走向人生反面的
并不鲜见，社会已为人们提供了许多
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反面教材，他
们的惨痛教训值得人们记取。

“愈老愈知生有涯，此时一念不
容差”，陆游的话足似醒世，如醍醐
灌顶。是的，大风大浪都经过，可一
念之差、一步之失，也会毁掉一世英
名，葬送来之不易的事功。难怪鲁迅
先生告诫人们：“一个人最紧要的是

‘晚节’，一不小心，可就前功尽弃
了！”所以，老年人尤要检点、慎独，
不居功，不自傲，敦品励学，谦虚谨
慎，自重、自爱、自警、自律，守住底
线，保持晚节。莫以恶小而为之，莫
以善小而不为，真正做到老有所学、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过好自己的桑
榆晚景，显得尤为重要。

“黄花晚节香”，是对老年朋友
品格追求的赞扬。进入淡泊宁静之
年，更要胸襟开阔，热爱生活，积极
向上，笑口常开，想得开、放得下，有
定力、有担当，任它八音齐鸣、众声
喧哗，我自岿然不动。只要明辨是
非，远离诱惑，紧跟时代潮流，让智
慧主宰行为，用真情、真心、真爱，发
挥余热，弘扬正气，就能不断奏响新
时代的奉献乐章。孔子所云“寿而多
辱”，也是说愈年长愈不能丧失尊
严、抛弃节操，那样的活法是人生大
忌，只会自毁形象、自取其辱。

无论平静或优雅、轻松或操劳
地老去，只要留得“黄花晚节香”，都
是于心无愧、不负此生的完美境界。

何处秋风至何处秋风至（（书法书法）） 韩湘人韩湘人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作家文
学之根的第一滴乳汁滋养，即是
记忆中的童年和少年。在叶梦的
笔下，她那生活过的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画卷若行云流水铺展开
来：三条小溪环绕的城郊小镇，在
街面蹚水玩耍的无忌稚童，充溢
舅舅歌声的药铺辗槽，鬼故事绕
梁的茅屋子，坟茔遍布的陆贾山，
穿着木屐上学的泥泞路，枇杷摇
曳的卫生院，善做巧果和栎粒豆
腐的外婆，编斗笠和带我讨百家
米的舅妈，水性极佳的卜瞎子，寄
住土地庙的满老倌，巧妙手做纸
屋的曹伏保，不辞辛劳养家的刘
不难，课堂读小说的李老师，初二
辍学在家的持家少女……毫无疑

问，既具淳朴敦厚的乡土气息，又
受手工艺和商业浸润的近郊小镇
及有古老历史的益阳小街，是叶
梦文学道路的第一层底色，徜徉
在其记忆深处的细节，才会如泉
喷涌，汩汩不绝。

《逆风飞翔》既是一部记忆童
年、少年时光的成长相册，又是一
曲反思环境、时代烙印对心灵塑
造的牧笛短歌。尤其是作者叶梦
对其生长地——益阳三里桥、陆
贾山、市三中一带风土人情及各
色人物的简笔勾勒与素描，不仅
清晰如《清明上河图》般的舒卷自
如、丰富生动，而且亲切如《韩熙
载夜宴图》般的圆润饱满、情真意
切。因而，读之不忍释卷。

新书架

♣ 龚军辉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为了维
持一家人的生计，曾做过一段时间
小生意。从街上批发些日常用品，
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叫卖。

里屋有个木箱子，据说是娘的
嫁妆，父亲把它腾空，成了存放货物
的“仓库”。里面有很多小食品，拿
现在的眼光看，基本属于垃圾食
品。但那时候大部分都没吃过，稀
罕极了，对其中一样更是情有独钟，
那就是花生豆。

每个人都有猎奇心理，越是没接
触过的东西越好奇。说实话，我盯着
木箱子已经很久了。那天赶上娘走
亲戚，父亲下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快速闪到里屋，木箱子稳稳
地在麦缸上摞着，箱子上面还有杂
物压着。我的身高刚超过麦缸，任
凭我使出吃奶之力，箱子口却只掀
开一条小缝，几次努力都无济于事，
虽是大白天，但这事毕竟见不得光，
一会儿工夫，汗水都急出来了。

直到这时我才想起哥哥。他比
我大一岁，都是不谙世事的年龄，平
日里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俩没少
争执，所以想吃花生豆这样的好事，
压根就没想起他。

哥哥在很多事上与我意见相
左，没想到在这件事上居然一拍即
合，想必他也惦记木箱子很久了。

我俩抬头看向太阳，才刚爬上树梢，
父母应该不会那么快回来，想法一
定，说干就干。

箱子盖终于被掀开了。明明父
亲挑的担子里有花生豆，怎么箱子
里就不见呢？不会另放别处了吧！
我俩记下物品摆放的次序，便开始
翻找。父亲把花生豆藏得可真够隐
秘的！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在箱子底部，我们终于摸到了！它
圆鼓鼓的个头，像是从一个模子里
刻出来的一样，周身呈咖啡色。隔
着塑料袋若隐若现，我甚至已感受
到了它的香酥，舌头不自觉地朝嘴
唇舔舐过去。

我和哥哥为了稳妥，决定速战
速决，只拿出其中一袋，然后将其他
物品原样复位后，快速离开现场。
待我俩拾了满满两篮子柴火到家，
父母也刚好回来，对我们好一番夸

赞。
终于尝到了花生豆的滋味！脆

香，销魂，让人欲罢不能！我和哥哥
公平分赃后，考虑到花生豆来之不
易，并没有马上吃完，留下一部分藏
在口袋里、书包里，等一有机会再拿
出来吃。

时间一长总会露出马脚。父亲
像是发现了异样，那天他盯着木箱
看了很久，还煞有介事地让我给他
打电灯，他则弓着腰朝箱子内部仔
细打量。毕竟心中有鬼，我又开始
心发慌，腿发软，出虚汗了。

谢天谢地！父亲在箱子侧面居
然发现了一个老鼠洞，这个黑锅只
能老鼠来背了！我就坡下驴说，怪
不得晚上总是听到老鼠乱跑、乱
叫。哥哥说，咱也养一只猫吧，我可
喜欢猫。自从养了猫之后，我们都
不敢再打花生豆的主意了。

上个月回老家帮家里薅花生。
看着一地丰收的花生，心绪却穿越
时空隧道，回到了小时候。

我问父亲，那时候知不知道花
生豆的事不是老鼠干的。父亲先是
一愣，然后便笑了：“都啥时候的事
了，你还记得呀！”

娘在一旁择着花生，笑而不
语。临近中午，娘起身回去准备午
饭。待我们到家时已经晌午，娘把
饭菜早已做好，两菜一汤。炒南
瓜，熬玉米糁，主食烙油馍。而另
一盘菜却是我曾经有过“案底”的
花生豆！紧张，激动，羞愧，汗
颜，兴奋，五味杂陈！此刻的花生
豆却显得异常平静，像什么事都没
发生过一样，一颗颗整齐划一地排
列着，依偎在盘中。

娘说，刚才在地里，你们的话
我都听见了。其实，娘老早就知道
你好吃花生豆！都怪咱家早先太
穷，种的花生也少，都拿去换钱
了，对你们几个管得太严……这几
年你在外头吃惯好的了，花生豆的
味儿是不是早忘了？快尝尝娘做的！

娘的话还没说完，我的眼睛却早
已湿润。原来，父母当时早已看穿了
我们的小把戏，只是不忍心揭穿而
已，而我们在那个少不更事的年纪，
并没有体会到父母的不易……

朝花夕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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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上青松秀色开（国画） 王延旭

♣ 宋子牛

郑州地理

犹有黄花晚节香

《逆风飞翔》：徜徉在心灵深处的温馨记忆

一袋花生豆

板栗落地

幽默的果实。
搞笑地穿着刺猬的衣裳。
一棵棵板栗树上，一只只小刺

猬探头探脑，在枝叶间捉着迷藏。
待到农历八月，小家伙们赶趟

似的从树上跳下来。在空中来一个
前滚翻，后滚翻，或者自由落体，轻
松触地。恰如一枚枚袖珍飞船，从
时光深处飘然着陆。

吸引林中草木一双双眼球，徐
徐打开浑身是刺的壳，从中走出褐
色的顽童，遍身浅浅的绒毛，闪着一
缕新鲜的天光。又如一枚枚古色古
香的艺术印章，摁在秋天林中一角。

也有个别愣头青，乳模乳样，奶
气奶香。

板栗落地。
翻卷一袭秋风，溅起遍地阳光。
这是俏皮儿子献给母亲坚实的

一吻。
秋天在此刻微微战栗。

野菊花

野菊花。
你收藏着一个个秋天。明媚，

秀丽，灿烂，伴随一丝苦寒。
这幅经典的图画，挂了一年又

一年。
星星点点的往事，散落山野路

边，每一次秋风漫卷，情景再现。
野菊花。
乡间的小伙伴，一路相随，到处

都能看见你的影子，你无处不能随
遇而安。

头顶露水的村姑，醉美时刻依
然满脸淳朴。纵然黄袍加身，依然
温和、明朗。

痴情的乡间女子，一直守望着
丰收或荒芜的家园，脚不离泥土，耐
得住寂寞苦寒。

野菊花。
用一片夺目的光彩，擦亮游子

浑浊的眼。
用一枕清香，甜美落魄人的睡

眠。
野菊花。
身着大地缝制的华丽盛装，绽

放明亮的笑容。
收藏一个又一个秋天。
生长在游子心间。

稗子录

高贵的心地也会生长稗草。
一株传统的稗子混迹于黄金的

水稻。
孪生的兄弟，乱真的面孔。只

有满面沧桑的老农一眼认出你：浅
些的颜色，毛涩的叶片，松弛的叶
鞘。

总也掩藏不住稗子本性。
习惯高高在上，早早亮出一撮

撮细小的稗子。
鹤立鸡群，畅饮秋风，睥睨弯下

腰身的水稻。不屑杂草稻、画眉草、
雀麦草。

稗子常常如数家珍，一身是宝：
幼苗与根止血，茎叶织出鲜亮的纸
张，鲜草干草谷粒是一道道精美的
大餐，多少饮者稗子酒前竞折腰。

恶性杂草？
别把稗子不当粮食。
试 看 一 年 年 修 订 版 的《稗 类

钞》。

秋 色
♣ 余金鑫

♣侯发山

嵩顶红叶

♣ 张仁义

他的女警官对这件案子做了
一个简单陈述，对罪犯的卑劣私
径表示鄙视。这些话戴新月听着
觉得有点不对劲，旁边人也觉得
略为刺耳。他的女警官里里外外
检查了一遍，看看是否还有别的
损失，水也没喝一口就开始捡拾
屋子，一边打电话请玻璃店的人
过来修补橱窗。烂婚纱直接扔了，
能缝补的留下来缝补。

戴新月没有报警，抓进去待
几天，出来更麻烦。这种人进监狱
就是往脸上贴金，威力更大。一部
分人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小镇青
年就是这么无法无天，除非出了
人命。另有种反对观点，如果完全
不给他们教训，他们就会干出杀
人放火的事情来。戴新月的女人
摆摆手表示算了，要是他们下次
来，她要朝他们脸上撒尿。问题是
一个小个子女人，怎样完成这种
高难度动作，人们散开了，回到家
还在想这个事情，多少感觉到那
个小个子女人身体爆发出来的威
慑力，不知道那些混混们会不会
闻风丧胆。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新月影
楼这么被砸以后，时运有点背转。

也有客观原因，大量的年轻人离开
镇子往大城市里发展，在外面结婚
买房，镇里的拍摄条件已经满足不
了他们的要求，有的专门去海边或
樱花开放的日本，或者埃菲尔铁
塔、纽约时报广场，新月影楼再一
次面临市场的淘汰，依靠周围的少
量需求盘活。另一个原因是，人们
嗅到影楼不同于往时的气息，橱窗
里展示着落寞，连店里的石膏模特
都透着压抑和郁郁寡欢。

7
初家的五间红砖瓦屋，过去

算村里的豪宅傲然独立，周围那
些需要猫腰进出屋顶长满野草，
下雨时漏雨，刮风时掀顶，下雪时
屋顶塌陷的泥砖茅草屋显得十分
卑微。初安民死后的第二十个年
头，周围的茅草房不知哪天起全都
变成了两层楼房，黑瓦屋顶白瓷砖
外墙，有的还镶嵌金光闪闪的亮
片。它们反过来包围孤独的红砖瓦
屋，像狼群围住猎物，虎视眈眈，带
着怜悯与嘲弄的表情；有的地坪上
还停着轿车，来去喇叭按得哇哇
响，引得人探头观望。这时候初家
老屋默默地一言不发，连个人影也
难得一见。门口的竹竿上，过去挂

满了姑娘们五颜六色的衣裙迎风
飘舞，现在只是一根光溜溜的棍
子，偶尔搭着一团烂衣破布，那是
初来宝的衣服。当他干完香烛先生
的活彻底结束一个葬礼，便将衣服
脱下来放水里浸一下，搭上竹竿，
等下次死了人再穿上。家里七个女
人只剩下两个以后，他感觉自己引
以为豪的东西消失了，继而陷入一
种沉甸甸的愁苦当中。他认为那五
个女人离开家，是因为她们不喜欢
他了，再也不抱他背他带他去林子
里摘野果摘野瓜，不在夏夜里乘凉
的时候捉萤火虫，不管荷花开得多
么鲜艳都没人来摘一支给他。他几
乎都见不着她们了。

后来在奶奶的张罗下，他有
了一个叫赖美丽的女人暖床，而
且她又生了一个小女人，他以为
他们家又会有很多女人的时候，
赖美丽却走了，不多久连报时报
天气的奶奶也去了她该去的地
方。母亲在时他还有口热饭可吃，
某一天母亲也不理他了，整天自
说自话连瞧都不瞧他一眼，还装
作不认识他。他一想起就哭，哭是
号哭，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变成
这样子，他感到是自己犯了什么

错。哭的时间并不长，一两分钟就
戛然而止，有时候连眼泪都没来
得及下来就停止了；有时候短暂
到像婴儿哭前先憋红脸的那一瞬
间。所以他身上总是带着某种悲
怆的特征，仿佛爱国诗人身上那
股浓郁的忧国忧民气质。他的胆
子越来越小，除了当他熟悉的香

烛先生，打点与葬礼有关的一切，
别的什么都不敢碰。人们说他年
纪越大越傻，小时候还懂点逻辑
头脑也够用，到二十多岁就是一
团糨糊，竟然把自己的女儿当姐
姐，跟着她去学校上课，在教室外
面等她放学。

王阳冥认真地教过他当司公
子，学习丧葬仪式，包括殓尸、入
棺、请水、出殡一系列风俗习惯，
他学得很快，忘得也快，没人引导
就出现混乱，顺序颠倒，最后确信
他只能当香烛先生。他是一个杰
出的香烛先生，总是目不转睛地
盯着燃烧的香烛，看着它们一点
点变成灰烬。他偶尔对司公子唱
道场的腔调入迷，但那是耳朵的
事情，做法事有几百支香烛需要
照顾，他手里紧紧地抓着一把香
烛，眼睛不停地在香烛间巡逻。有
的人家孝子们哭得地动山摇，有
的平淡，有的喜庆，不管孝子们什
么表现，他都一样，将来都要去那
边，迟早会碰上的，到时候我还是
要给他们当香烛先生，他是这么
想的，要给所有鬼当香烛先生。

香烛的气味已经渗入他的肌
肤。人们闻到空气中的香烛味就

知道他来了，或者刚刚经过。刻薄
的人说那是一股死亡味，就像他
姐夫王阳冥一样，死亡气息也融
进了他的面部。但王阳冥会画符
念咒，初来宝用什么来抵抗驱逐
那些不清不白的东西呢？他有几
次倒地口吐白沫，过会儿自己爬
起来没事一样，人们才知道他心
脏有点什么毛病。

他经常几个月不回家，像个
野人到处游荡，寻找死讯。有时人
们发现他在一百公里外的葬礼上
忙碌。他就这么在益阳这一带兜
兜转转，从不停歇。隔了很久，当
人们认为他走丢了或者死在外面
了，他又突然出现，头发胡子一堆
乱草。连初秀也习惯了他时常消
失，如果他永远不回来，也只像出
去的时间久一点。

他当香烛先生当得好，别人需
要他，看得起他，他尤其喜欢听司公
子喊话：香烛先生，香烛先生，准备
好香烛纸钱，现在要到河边请水。他
也听见别人说话，但那些话很难钻
进他脑子里去，它们就像一些鞭炮
纸屑在眼前飞舞，或者秋天的落叶
一样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

姐姐们一个个离开家，抽走

她们带给他的快乐，他也只是困
惑地坐在马扎上抠指甲。给他暖
床的女人走后，他还是睡在自己
这边那边空着。他甚至不知道怎
么像别人那样让水从眼睛里流出
来。大家通常在春节回来团聚。每
个房间里都是人，娃哭娃闹，姐姐
们的注意力始终在别的事情，偶
尔把目光投向他，也是不咸不淡
无关紧要，童年里相亲相爱的日
子仿佛不曾有过，娃娃们也是厌
弃他的样子，他一走过去他们就
哭。娃娃一哭他们的妈妈就会说：

“来宝你是舅舅呢？不要和小孩子
抢东西。或者，来宝你别抱她，让
她自己玩。”他只好呆呆地站着，
像一条脖子上系着锁链的狗看着
鸡鸭撒欢。

他们不叙旧只聊新，不谈过
去只说未来，除了房子车子之类
的梦想，貂皮大衣也是追求目标，
后来还谈到买马赌博，还有将来儿
子娶什么样的媳妇，女儿找什么样
的婆家，然后摆好桌子开始相聚的
美好时光：打麻将，斗地主，牌噼里
啪啦响，这个打错牌捶桌
子拍脑袋，那个乐哈哈
喜滋滋直把钱往兜里装。 19

连连 载载

如果说香山的红叶像是大家闺秀，生长在名门
望族的北京城，被大家所熟知所认可，那么，嵩顶的
红叶则像是藏在深山无人知的小家碧玉。嵩顶，顾
名思义，嵩山的最高处，巩义夹津口境内。嵩顶的红
叶色彩斑斓，用眼花缭乱来形容都有点不敬了，除了
赏心悦目外，给人感官上的刺激外，能让人联想多
多，感慨多多。

嵩顶的红叶是黄栌的叶子。黄栌在山上的植
被当中是最不引人注目的植物，生长在贫瘠的土
壤上，自然也长不成参天大树。是黄栌把肥沃的
土壤让给了那些高大的树木？还是风或是鸟儿把
种子带到那里的？不得而知。黄栌尽管不起眼，
但是到了秋天，就让人注意了。黄栌的红叶色彩
丰富，有的深红，像是燃烧的火焰；有的猩红，微风
吹来，更像是迎风招展的旗帜；有的浅红，像是少
女搽了胭脂的脸蛋；有的完全是黄色，可能正在渐
变……阳光打在这些叶片身上，色彩更是迷人，使
人的目光都不忍移开。嵩山的红叶不是连成一片
的，换句话说，不是整面山坡都是，而是这儿一蓬，
那儿一丛，中间夹杂着其他荆棘类的植物，偶尔挺
立着一两棵白杨。那些低矮的植物，有的深绿，有
的浅绿，有的嫩绿，白杨的树叶金子一般黄……假
如单单仅有红叶，无疑，嵩顶是单调的。绽着红叶
的黄栌与她们和谐共处，组成了一个“五彩的嵩
顶”。当地其他地方也有红叶，为什么嵩顶的游客
越来越多呢，恐怕与此有关，与嵩顶红叶的包容、
大度有关，与嵩顶红叶的低调内敛、不张扬有关。

走近嵩顶的红叶，驻足细看，你会发现不少的秘
密，有的已经干枯，有的即将干枯，有的叶片已经卷了
起来，有的上面甚至布满了虫眼……这时，你才恍然
大悟，这些红叶其实是黄栌与大自然抗争的结果，与
秋雨风霜抗争的结果。风霜越厉害，红叶的颜色就会
越深。当然，再过一段时日，风霜更加严峻的时候，这
些红叶就会凋零，就会落在地上化为泥土。毋庸置
疑，来年的春天，这些黄栌一定会长出新的叶片，散
发出勃勃的生机。她们的顽强，她们的坚韧，她们在
困难和挫折面前的不屈不挠，让人肃然起敬。

与我同行的朋友说，过去为什么没有发现个好
看的去处，没有发现这些红叶呢？其实答案很简单：
在先前，当地老百姓为了生计，砍掉黄栌用来烧火、
积肥，或者编成篮、筐，当作盛东西的器皿。如此一
来，哪还有这些红叶呢？即便有，那时候的人们有当
下的闲情逸致吗？

放眼望去，随风摇曳的红叶不正是当下人们
丰富多彩的生活写照吗？热烈，奔放，风情万种，
百媚千娇。我爱嵩顶的红叶，更爱当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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