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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热终于败下阵来，减了热度，多了
温柔。金色的秋阳下，每一种果实都透
着成熟和热烈，每一种颜色都带着丰收
和喜悦。

家乡晒秋，不是刻意而为，但在随
意之中，却透着诗画般的意境。乡村
公路就像是一根长长的藤，一户户农
家，就是这根藤上结出的“瓜”。秋天，
是农家最忙碌的时候，然而，他们忙却
快乐着，因为秋天有太多的诱惑和喜
悦。最诱人的是金灿灿的玉米棒子，
农人最喜欢它们，生怕这些用心血换
来的“宝贝”发霉生虫。他们有的把玉
米棒子编成“大辫子”，一串串地挂在
屋檐下，任其自然风干。有的干脆把
玉米棒子随意摊晾在院坝，横的、竖
的、斜的、歪的，看似没有章法，但大片
大片的金黄铺满院子，看上去就有了
韵味和诗意。还有的更加随性，既不
悬挂，也不摊晾，他们把玉米棒子像砌

砖头一样垒在屋檐下，让它日晒夜露，
垒得高了，就有了图案，有了韵味。

如果说金黄的玉米象征成熟，那
么，还有一种色彩，就代表着热烈，那
就是红得耀眼的辣椒。辣椒是农家每
年非种不可的蔬菜，它顺应季节，自然
生长和成熟。辣椒熟透以后，就变成
了人见人爱的鲜红，只只透着热烈和
喜庆。收回来的红辣椒首先要进行晾
晒，以便留在冬天慢慢享用。鲜红的
辣椒晒在院子里，无论怎样摆放，都是
一道风景。老人们把红辣椒穿成串，
挂 在 屋 檐 下 ，让 辣 椒 与 阳 光 亲 密 接
触。同一面墙上，鲜红的辣椒串和金
黄的玉米串混搭在一起，和谐又自然，
朴素又美观。如果说农家的墙壁是一
张纸，农人就是乡土画家，五颜六色的
果实就是他们的调色板。他们把外墙
绘成了一幅“画”，这画，既有个性特
点，又有乡土气息，让人百看不厌。还

有的把它晾晒在或圆或方的竹匾里，
一只两只竹匾看不出什么花样，如果
竹匾多了，随着场院的地势，或摆成
排、或摆成行、或摆成弧，摆着摆着就
摆出了优美的线条和图案来，远远看
去，韵味十足，耐人品味。

稻谷虽然也是黄色，但它黄得自然，
黄得平淡，不像玉米棒子那样耀眼和夸
张。刚收回来的稻谷水分较大，也要通
过晾晒才能长期储藏。他们先把稻谷摊
开，平铺在场院里，每隔几十分钟便翻动
一次，让谷粒均匀地接受阳光的恩赐，一
般要晾晒五到七天才能干透。这时的农
家场院，像铺着柔软的地毯，又像绘着金
黄的油画。有鸡鸭在边上偷食谷粒，有
孩子在院子里自由嬉戏，这“画”便生动
鲜活了起来。

秋色渐浓，淡黄色的核桃、棕褐色的
板栗、黄中透红的柿子等一些秋果也陆
续登场，它们也都离不开秋阳赐予的热

度和温度。张家一两筐、李家三五匾，就
那样随意而自然地摆放在院子里。虽然
不多，但它们却是最好的互补色，有了它
们，这幅乡土“画”内容更加丰富，色彩也
更加饱满。

灿烂的秋阳最懂得农人的心，它把
光和热都慷慨地奉献给了果实。如果
说，秋阳下的每一户农家都是一帧美图，
那么，整个乡村就是一幅巨画。这幅画，
写满了丰收，写满了幸福，是一幅鼓舞人
心、催人奋进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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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你走进我的梦
眉宇间的微笑
透射年轻的朝气
我们踩着露珠
顶着晨曦上学去
你蹦跳着宛如一只小鹿
满山的杜鹃花灿烂如霞
绽放你火红的心事
白云之上
藏着你远方的秘密
醒来变成一种虚空
苍白叫人窒息
分离，是一种永远的痛
重逢，只能在回忆中
寻觅你走远的踪迹

月光之下

一些隐秘
开始裸露
一些心事
长出了触觉
枝繁叶茂
静寂中
时间
正酝酿一场大的风暴
等待一群候鸟
在宿命上筑巢
风在银光流淌的路上
撒着欢儿奔跑
捡拾白天丢掉的话题
我所有还未破解的谜底
都将由月光画出图形

晨 光

晨光吞下云朵，叼走露珠
就连多年藏匿的暗处
都一一缴械投降
世界奔跑着
越来越亮的晶亮
尾随其后的
是鸟鸣轻风
和潮一样涌来的市声
世界在四面八方的音乐奏鸣曲中苏醒

回忆，是又一种重逢（外二首）

陕南瘦竹

在秦岭的南坡，向阳而生的商洛，是
我的家乡。

人人都知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
艳艳》，但说起商洛，虽然都知道贾平凹
是商洛丹凤棣花人，但商洛究竟在哪
里？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山水秀美
的地方。

当我向别人介绍自己来自商洛时，
面对对方疑惑的眼神，我只得补充解
释：“秦岭最美是商洛！陕西分为陕北、
关中和陕南。商洛在陕西的南部，按地
理位置划分我也属‘南方人’哩。我可
不是村里来的孩子，我是大山里来的。”
有时会开玩笑这样说道。由于介绍自
己来自哪里这件事不时会遇到，后来我
就索性回答：“在秦岭的南坡，有个地方
叫商洛，它的近邻是西安，也是西安的
后花园，是一个出大文豪、大作家的地
方！”如此一说，听者豁然大悟，讲者悠
然自豪，两者都轻松。

前段时间，商洛发生了疫情。我虽
人在北京，可时刻心系商洛。那些天，我

时刻都在关注商洛主流媒体发布的消
息，因为我的家人朋友、亲戚同学都在那
片我深爱的土地上。商洛这次的突发疫
情，让人猝不及防。我第一时间给家人
打电话，跟爷爷奶奶视频，爷爷奶奶告诉
我，老家这儿医护人员已到一线，风险已
初步得到了管控，物资也有保障。父母
告诉我县乡干部都已深入村庄街道投入
抗疫。这速度是何等之快啊！完全超出
我的预料。都说大城市人善于自觉遵守
规则，我们小地方人自觉意识也很强，家
乡人都能自觉配合政府的各项防疫抗疫
政策，大商洛好样的！

8月17日晚，我在朋友圈看到了一
段深夜从窗台拍摄的视频：路灯下，几位
工作人员正在大街上增设核酸检测点，
用护栏分流和隔离道路。他们的身影是
那样的模糊和孤单，他们的背影却是那
样的高大和闪光。8月18日清晨，我给
父亲发消息询问老家抗疫情况，直到10
点钟，才收到父亲的回复，我开玩笑说父
母最近两天可把懒觉给睡足了，父亲解

释说因为医护人员人手紧张，他们都是
白天黑夜连轴转，分区分片做核酸，高风
险区都是挨家挨户敲门做核酸，确保不
漏一户一人，凌晨 2 点多才到我们家。
放下手机，我不由得感慨，这次老家疫情
范围较广，在今年这异常的高温天气下，
政府没落下任何一个偏远乡镇，不落一
户不漏一人的开展核酸检测，为确保疫
情早日清零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是我们想
象不到的。我在好友群里问生活物资有
保障吗？一位老家朋友闪发出一张图
片，自豪地说：“你看小区每栋楼都有一
个联系电话，都有专人负责，配备物资明
细里是鱼虾大肉还是鸡蛋青菜，12样写
得清清楚楚，一大兜子才只要几十块
钱。”接着又发来一张图片，单元楼门厅
里整整齐齐排列着一包包打包好的蔬
菜，墙角放着米面油。虽然家乡高风险
区的住户在隔离，但他们的生活物资充
足，生活需求也有保障。看到这两张图
片，我放心了。

小姨家的妹妹，一位00后的小女生

也挺身而出做了志愿者。小家伙给我们
说志愿者必须入住酒店接受统一管理，
凌晨4点就要到核酸检测采样点。小家
伙虽然年纪小但责任心很强，工作之余
还不忘提醒家人朋友每天按时做核酸。
家乡人的这种高度团结和奉献精神感动
着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深切地热爱
着、守护着这片土地。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次家
乡的疫情，时刻牵挂着我们这些游子的
心。一些在外的商洛游子带着对家乡的
热爱和感恩，为老家疫情防控积极捐款
捐物，助力家乡抗击疫情，尽自己所能为
家乡抗击疫情取得胜利作出努力。疫情
来袭，红色商洛、向阳商洛无所畏惧；山
河无恙，因为有无数个平凡身影挺身而
出。他们勇毅坚守，他们夜以继日，他们
全力以赴，这些平凡英雄如同黑夜中的
微弱光芒，照亮战疫之路。感谢家乡抗
疫路上的每一位平凡英雄，感谢居家配
合的乡亲们，是你们为每一个在外的游
子守护了家的港湾。

向 阳 商 洛
王 盼

我住在商南这个精致而又玲珑的小
城好多年了，也融入了城市人的生活，但
平时很少逛街。

在星期天或者节假日里，我常常
待在家里不愿意出门。时间长了，感
到自己生活的空间太狭小，生活有点
沉闷，显出蔫巴巴的样子。这时妻子
也怪我把日子过老了，没有了新鲜气
息，总劝我到街上去走走。有时我就
婉言相拒，拒绝不了就苦笑着小心翼
翼地随着她出门。

走在街上，空气很清新，街面上流
动的色彩很绚丽，人来车往的喧闹声阵
阵入耳，这时我也想：常在家里或办公
室里坐着，人都僵了，脑子也呆板了，经
常到街上转转也好！这样可以开开眼
界，活动一下身体，让久坐沉闷的心情
放松一下。但有的时候，走到街上我心
里就有点烦，觉得街上太闹了，就要折
转身子往回走。妻子看到我这个样子
就不高兴了，说我不懂生活。我不想坏
了她那份好心情，只有陪着她在街上没

精打采地走着。我走路快，不知不觉就
走到她前边去了，两人之间就拉开很长
的一段距离。我不是陪妻子逛街么？
一个人走总是不妥的，感觉到这样不
好，就停下脚步耐心地站在街边等她，
有时等急了，我折转身又往回走，碰到
她后又一同往前走。这时，妻子总是紧
绷着脸不高兴，我却装着傻乎乎的样子
陪着她说笑，尽量带她融入逛街时的那
种快乐中。我走路快，在妻子眼里是个
不小的毛病，她怪我不会走出逛街时的
那种情调和韵味。有两次和妻子一块
逛街，我不小心把妻子走“丢”了。妻子
气我不管不顾只会往前走，也不在前边
等她，赌气地扭转身子回了家。我当时
不知其中缘由，还站在街边干等了好半
天。后来，妻子提到要我和她一块去逛
街时，我就有点发怵。想到逛街时和妻
子勾肩搭背地走，或让妻子挽着自己的
胳膊情意绵绵地走吧，总觉得很别扭，
又怕别人笑话，说我们装模作样的好

“酸”。自己信马由缰地走吧，又怕弄

“丢”了妻子，又一次伤害夫妻间的感
情，所以有时候就觉得逛街并不是一件
轻松的事。

其实，闲着无事的时候我也喜欢一
个人到街上去走一走。一个人走在街
上时自己的思绪没有任何约束，我可以
站在街口或者梧桐树下去看城市的天
空，看这宽阔的街道边高高低低而又拥
挤的楼房。楼房顶上那天空中有朵朵
白云在飘浮、在奔跑，还有几只鸟儿鸣
叫着在天空中飞过。冬天里的街面上
很沉寂，下雪时，晶莹的雪花会静静地
从天空中抖落下来，整个城市就慢慢地
成了一幅文静而晶莹的画卷。看着眼
前的山城雪景，似乎也感觉到自己的心
被这白雪洗礼了，自己的灵魂被置放进
了一个安静和圣洁的殿堂。我的心此
时也静悄悄地，享受着一种妙不可言的
快乐。春天到了，走出冬天的人们在春
天的街面上悠闲地行走，显得身上轻松
心里也轻松的样子。女人们穿上了艳
丽的春装，她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

道亮丽的风景。我常想女人就是城市
里的一幅画啊！我还喜欢在春天下雨
的时候去逛街。下雨了，我可以举着雨
伞漫步在街面上，边走边听着雨点击打
雨伞发出的清脆声响，好像是听一首春
雨的歌唱，心里也慢慢地涨满春潮。街
面上的人们都打着雨伞，雨伞是万紫千
红的颜色，让人眼花缭乱。心下惊叹，
这城市中的雨景是多么的生动、多么的
别致啊！

现在的我，觉得逛街是一种生活，
也是一种享受。朋友们可以在闲暇之
时或带着家人到街上走一走，或独自一
人自由自在地到街上走一走。你可以
放慢脚步，整理好心情去欣赏山城的美
丽风景，去观察那些相亲相爱的人们，
编织着自己幸福生活的人们，勤奋工作
行色匆忙的人们。回来的时候，你定会
有一份沉甸甸的收获。也许你会感叹，
逛街时虽然有点累，但打开了一扇观察
社会、体验新时代烟火气的窗口，也是
一件不错的事情！

逛 街
江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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