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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故事 茶 壶 楼 上 阿 英
楼上阿英嗓门大，不了解的

以为她火气大脾气坏，就都或多
或少让着她点。前些天，我家里
和她一同到储蓄所存钱拿回了一
份礼品，她却是硬要到了两份。

小区物业管理员似乎也有点
怵她。我们有事了，物管往往是
一请再请才慢悠悠地晃过来。可
只要她一出面，物管就会赶紧起
身，然后屁颠屁颠地跟上来。

她自个儿也说嗓门大不好，
让人一听就是个粗人，还说女儿
也讲她“没文化真可怕”。

得理不饶人，有理声更高。
阿英就是这么一个人。

可回去门一关，她就像换了
一个人。

原来这阿英啊，也有她 hold

不住的人。比如在家里，她就绝
对不敢对老公高声，吼就更不敢
了。她一吼，老公就摔东西，吼
声越大，摔得越狠，直摔得她心
惊胆战，两眼发直，双腿发软。

阿英是苦家庭出身，特别惜
钱惜物。从那以后，她就绝少对
老公高声，更别说吼了。所以，老
公一回家，她就成林黛玉了，说话
轻声细语，只可惜身材像壮汉。

闲得无聊时，她也偶尔会倚
着我家的门框给我们说她老公
的臭脾气。说刚结婚时看老公
摔东西她就心疼得要死，结果，
一心疼就什么都忍住了。所以
在家里，她老公是大爷，她是丫
鬟。

我们听了就哈哈大笑，她也

哈哈大笑。爽朗的笑声溢满了
整个楼道。

笑过之余，我又想起了楼下
的小红。

在对待老公的态度上，楼下
的小红和她恰成对比。小红骂
起老公来就像训犯人一样。小
红的老公脾气好，随她骂，硬是
装着没听见。

可我们楼道里上上下下都
听见了，心想她男人在单位大小
也是个管人的主，怎么能这么不
给他留些颜面呢？每每到这个
关节，我老婆就会见缝插针地对
我进行“感恩再教育”：“看看人
家焘，你该知足了。能耐没人家
大，家里地位却比人家高，回到
家什么事都不做，端起饭碗就吃

饭，吃好嘴一抹就去挺沙发，碗
也不洗一只……”

焘就是楼下小红的老公。
一个涵养特好的彪形大汉，他妻
子小红娇小玲珑，跳起来打他的
脸，他也不还手。

听多了，我就笑，说：“楼上
阿英是宠老公，楼下阿焘是宠老
婆。”老婆听了将头一歪，随即瞪
大 双 眼 ：“ 那 我 们 家 是 谁 宠 谁
呢？”“你宠我，我宠你，构建和谐
家庭。”

宠老公的阿英有个常人不
具有的本领：每天口袋里有多少
钱，那是一清二楚的。有一次，
她对我们说她今天掉了 10 块
钱，我们就纳闷了，说：“你怎么
知道是掉了 10块？不是更多或

是更少？”“我口袋里多少钱，我
怎能不知道？差一分都知道。”

她倚着我家门框对我们述
说的时候，我在沙发上就坐不
住 了 ：我 钱 包 里 有 多 少 钱 呢 ？
这样想时，手就不由自主伸向了
裤兜……

下午，她见我家大门还敞开
着，便又将头伸进来对我妻子
说：“那 10 块钱找到了，落在我
家沙发的夹缝里……”

阿英还有一点也叫我们自
叹不如，那就是节俭。每餐看到
剩汤剩菜，一定要将它吃完，绝
不倒掉。可要命的是，身体就不
断地长肉，渐成圆球了。

她是宁可牺牲身材，也绝不
浪费食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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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三个女人的命运虽各
不相同，但都具有徽州女人的特征。

我的外婆，嫁到长塘村汪家，
先后生育两个女儿，姨妈和我母
亲。姨妈个性较强，反抗裹小脚，
曾到上海读过书；而我母亲性格
较温和，被裹出一双小脚，也没有
读过书。外公一直都在上海做生
意，在他发达之前，逢年过节都回
家和家人团聚。后来外公的生意
越做越好，在外面娶了小老婆，从
此再也不归家了。外婆则一如既
往地留守在家，挑起家庭生活重

担，整天忙里忙外，在人面前还强
装笑脸，忍辱负重而毫无怨言。
当她坐下休息时，总是抱着水烟
壶，拼命地抽着水烟。

我姨妈，从长塘村嫁到麦歧
村金家，生育一男一女。姨夫在
上海做生意。生意做好了，姨妈
只身一人闯到了上海，当上了握
有财物实权的老板娘，一家人终
于 团 聚 在 一 起 ，过 着 富 裕 的 生
活。姨妈还有处理突发事件的能
力。贸易商行凡遇到棘手的大
事，都是姨妈出马，从不请律师，

最后都能大胜而归。商行里员工
对她都有敬畏感。姨夫整天忙忙
碌碌，很是辛苦，但他对姨妈的办
事能力，是敬佩有加。

我母亲 18 岁嫁到上石佛程
家，仅住一年多时间，由于闹土
匪，便搬到长塘村娘家。外婆则
到麦歧村和当时还没去上海的姨
妈住在一起。我和姐姐、弟弟都
在长塘村出生。母亲开始接连生
下三个女孩，中间一个女孩不足
周岁就夭折了。后来终于生下一
个男孩。对于弟弟的出生，不但
全家人高兴，上石佛二户程家长
辈们也都为之庆幸，纷纷赶到我
家祝贺。很奇怪，住在上石佛的
那 两 户 程 家 ，始 终 都 没 有 生 男
孩。所以，弟弟便成为程氏家族
中的宝中之宝。当年，我和姐姐
虽都不被重视，但在我们幼小心
灵里，关爱弟弟，照顾弟弟，似乎

是天经地义的事。母亲当时虽很
年轻，但持家的能力，长辈们都很
赏识。特别是祖父，逢人就夸儿
媳妇孝顺、贤惠，会过日子。母亲
为人大气，也很大义，心地善良，
乐于助人，人缘很好，所以能得到
大家的关爱和照顾。住在我家巷
口的一位长辈，我叫他阿公。他
家非常困难，因为阿婆是瞎子，生
有三个男孩。阿婆能自己摸着做
家务事，唯独不能做针线活。母
亲非常同情他们，所以他们家的
衣服、鞋子，全都由母亲帮着做。
而我自己家的衣、鞋等，母亲只能
熬到深夜去做，可见母亲的辛劳。

当年我经常还能看到有些邻
居到我家来借米等，有时我家米
缸里的米也不多了，但母亲从不
回绝，她一方面热情接待，还递上
旱烟袋给来人，另一方面把姐姐
叫到厨房，要姐姐赶紧从厨房后

面出去到别人家去借米。然后又
客客气气地把借来的米再转借给
人家。类似这样的事，我当时不
太理解，后来才知道母亲的善举，
是为了维护求助人的尊严。母亲
在村里，按现在的说法，是乡贤似
的 人 物 。 她 很 有 智 慧 ，很 会 说
话。村里经常发生有婆媳间、姑
嫂间、邻里间的矛盾，都会请母亲
去帮助调解。经过母亲一番劝
说，事情都会得到平息。又一次，
来了一位乡镇领导，到我们村不
知道为什么事大发雷霆，村里一
些人跑的跑、躲的躲，这时母亲不
卑不亢，大胆地来到这位领导面
前。先是澄清事情真相，再一一
作出解释，有理有节，头头是道。
最后这位领导明白事了，连说“这
位大嫂讲的话有道理”，很快便平
平静静地回去了。从此，母亲在
乡亲们的心目中更受到敬重。母

亲的性格既有温和的一面，也有
要强的一面。她为了维护自身尊
严，宁愿苦一点、累一点，也绝不
低三下四，放弃人格尊严。她平
时在跟一些亲朋好友的讲话中也
体现了她做人的原则，她说：“人
敬我一尺，我会让人一丈。”“你摆
大官的架子，我则把头昂得高高
的，不屑一顾。”“有人好巴结人，
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事，而我喜欢
做雪里送炭的事。”母亲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外婆去世时，姨妈从上海
赶回来，为外婆办丧事。而母亲
整天忙里忙外，要请人去采购，请
人烧饭，招待四方来客，每天的花
销非常大，几天下来积下的一点
积蓄都用光了。有的亲戚劝母亲
到姨妈那里拿点钱来，母亲说，她
有钱是她的，我为母亲丧事多一
点花费也是应该的，人穷志不穷，

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母亲在当地人缘好，除了因

为会做人、乐于助人以外，她还有
独特的好记性、好口才。她有讲
不完的故事，每到夏天纳凉时，村
里一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搬
着小板凳，坐到我家大门口，听母
亲讲故事。她会讲水浒传里的

“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三国志里
的“百万军中救阿斗”，还有“王宝
钏住寒窑一十八年”等等。母亲
在讲这些故事的同时，还加上她
自己的见解，绘声绘色，很是生
动。听的人聚精会神，现场鸦雀
无声。在我心里，她的口才不亚
于著名评书艺人刘兰芳，但很可
惜，她的才华只能永远被埋没了。

母亲不仅讲故事，还教唱一
些非常有哲理的励志民谣。比如

“……人穷骨头硬，想法去争气，
穷人不会穷到底，富人不会富到
头，石板都有翻身日……”还有反
映徽州女人的，“爹爹出门十八
载，至今都未把家还，我愿嫁个种
田郎，日在田中夜归家……”这真
是奇怪，母亲是个没有上过学，一
个大字都不识的小脚女人，一直
生活在农村，她是从哪里学到那
些动人的故事的？又是谁教的
呢？至今都是个谜。

我 们 家 的 女 人我 们 家 的 女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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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阳柔柔地倾泻在花瓣上，
温暖而绵长。

汪满田村的秋，是无边秋色，
开出绚烂花朵，凝结为今年的收
成。

徽州的风在山脊上翻跃，一
阵秋风，灌满了沉甸甸的稻谷，稻
浪起伏；染红了高大的乌桕树，树
叶在时空中静止、翩然落下。叶子
是干燥而透亮的，折射出太阳的七
色。秋光拖曳着，漫不经心地掠过
山川、大地，仿佛如影随形的魔法，
呈现出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热情
的红色、苍翠的绿色、明亮的黄色、
纯净的白色、古朴的灰色、深邃的
珊瑚色，被大自然熟练地涂抹、勾
勒。山岭上一片薄雾，零星的几家
灰墙忽隐忽现，宁静而美丽。梯田
里一层层怒放的白菊、夺目的黄菊
交相辉映。新建的“田园综合体”
规整有序，田野里种着牡丹、芍
药。百日菊在路的两边，缤纷各
色、花开遍地。

走过青石板路，几户村民门
口的大水缸里泡着香榧果，还有
的果子已经卖给了村里的香榧合
作社。记得九月初来到汪满田
时，山坡上几千株香榧树碧绿葱
茏，走近了仔细寻找，一个个香榧
果正躲藏在树枝上，小小而精巧
的纺锤体让人欢喜。环顾四野，
香榧树排列有序，在海拔不一的
高度描绘着一圈圈绿意。

如今，七八年前种下的香榧
树已进入了稳定的挂果期，汪满

田的香榧树种引进于浙江，与传统
的土榧相比，制作好的香榧成品油
脂更多、入口易碎。村子里日益长
大的香榧树，是精准扶贫、产业扶
贫的落在实处的见证，也是汪满田
人美好生活的希望。

十一月，红彤彤的柿子缀满
枝头，饱满的油茶籽在水泥地上
晒着日光浴。金丝皇菊、大皇菊
正陆陆续续地被采摘回来，外出
打工的青年人赶回家帮忙，分拣、
晾晒、烘焙，汪满田的秋是美好而
忙碌的。

这一季的皖南丘陵着上彩
妆，捧出果实，把漫天漫地、层层
叠叠的秋色与收获布施到人们的
心里。缘于单位组织的扶贫，我
们循着蜿蜒的山路，看到了大山
的馈赠，触摸到了这一方藏于深
闺的热土。

秋天，汪氏宗祠前的布射河
浅了几许，但清澈依旧。徽州的族
群依水而居，汪满田人姓“汪”，而
汪姓正是徽州的大姓。冬天的冰
雪、春天的禾苗、夏天的绿荫、秋天
的色卡，都刻在一代代徽州人的记
忆里。恬静的乡村里，“季秋之月，
菊有黄华”，舒缓着丝丝缕缕的乡
愁，传递着田园生活的希望。村民
们正用勤劳的双手摆脱贫困，向着
美好生活奔跑。中国乡村的脉搏
跃动，生生不息，如水流般清晰、有
力。

满田菊，满田榧，乡土中国最
美的季节。

自县医院、县客运中心、县
一中搬迁至新城区之初，祁门老
城区的居民有了一种江河日下
般的失落。通常，随着城镇建设
重心的转移，老城区旧貌换新颜
的过程就缓慢了。

出乎意外的是：在新城区欣
欣向荣的同时，老城区的建设和
整治也在加快，县医院旧址上建
起了“金外滩”，“东街里”被改造
成历史文化街区，多年嘈杂拥挤
的朝阳路及菜市场的拓宽改建
也快完成。这其中，尚未最后完
工、起始于胡桥头，往南延伸至
原森工宿舍楼前与中心南路对
接的沿河大道，可谓是诸多城改
项目中的神来之笔。它打通了
过境公路立交桥分割而成的“肠
梗阻”，从西端的桥洞下直穿而
过，将原来的阊江南路拉长了近
一公里，与阊江北路的衔接也更
顺畅了。中心南路两旁原来砌
封的临时建筑拆除后，改为停车
场，舒缓了这一闹市区段的停车
难，改善了河畔的卫生环境和城
市景观，老城品位随之提升。

不用说，最先对这一变化关
注的，是傍晚时分视散步为每日
必修课的中老年人。他们对散
步线路的选择颇费思量。因为，
老城区被四面的群山包围，各类
建筑只能在有限的空间见缝插
针，即使经过多年的改扩建，仍
然显得拥挤、逼仄，加上近几年
私家车多了，人们已全然享受不
到“饭后百步走”的悠闲。发现
过境公路立交桥下的沿河大道
初具雏形，有先行者便迫不及待
地捷足先登，不少人跟着改辕易
辙，抢鲜般地要在这条新路上找
到散步的全新感觉。

从家里出来径直走向平政
桥，然后顺着阊河的流向往左，
走上约两百米，便踏上了仁济
桥。与平政桥桥面和桥栏杆经
过后人的改造不同，仁济桥仍保
持着古朴的原貌。它本是“三里
街”上最繁华的所在，随着拆迁
并开发成住宅小区，昔日的老

街、老屋统统归于历史的记忆，
唯有它还形孤影只地守在原地，
成为硕果仅存的古城标记。建
于明嘉靖十年、宽约二丈的古
桥，经过一代又一代脚板底的磨
砺，桥面粉红色条石如同水洗般
光洁，而褐色的桥栏石则在风霜
雪雨的侵蚀下，布满了淡青色的
苔斑。从石栏外侧的石罅间伸
出的绿色枝蔓，显示出一股历经
沧桑的倔傲。这位屹立于阊江之
上六百年的老者，是山城最忠诚
的守望者，生活在这里的人，如果
数日不跟它打个照面，就如同走
失了的孩子，空落落地不知身在
何处。所以，散步者都愿意以它
为起止点，甚而径直在它厚实的
脊背上走个来回，方得满足。

下得仁济桥，继续左拐，踏
上刚刚铺上柏油的沿河大道，也
许是施工管制的缘故，并无往来
车辆的打扰。那种挽手并进、边
走边说的自在感很久没有找到
了。远处起伏的凤凰山，似乎就
横亘在路的尽头，黛色的山岭之
上，即将隐退的落日渲染出一大
片灿烂的霞云，随着散步者的走
近，从苹果红到橘红、淡红直至
灰白。彩云间的光晕，也渐次收
起逼人的金色光芒，变得柔和，
及至黯淡、模糊。河面似有似无
的微风拂过脸颊，吹去了散步者
白日里攒积的倦慵、郁闷及莫名
的恍惚，心里仿佛萌动着一粒期
许明日阳光的种子。

此时听到的流水声，是从建
在与金东河汇合处不远的阊江翻
板坝下发出的。只有走过这道
坝，才有盈盈的一床河水。平静
的河面禁不起晚风的搔痒，漾起
一圈圈细微的涟漪。水中倒映的
广告灯，竟比岸上的光照更清亮，
如此一来，即使明月缺席于夜空，
在仁济桥和平政桥之间驻足，也
能领略到古人描摹的“双桥夜月”
画境。暮色中的阊河像是一位睡
美人，在她的身旁漫步。至此，虽
然夜市的嚣声初起，散步者却要
向山城道一声“晚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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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热情
梁 伟/摄

每到秋天的时候，玉米、石
榴、红薯、柿子都可以吃了，我最
钟爱的是柿子，每到深秋时，我
只要去乡村，都能吃到又甜又软
的无公害柿子，那是乡村质朴的
精华。

红红的柿子皮上似乎还有
霜留下的白迹，满是初冬的味
道。冲过水后，我掌心小灯笼般
的柿子沾满露珠，似乎是爱的珍
珠。轻轻地从脐部撕开皮，细腻
软绵的柿子液就渗出来了，贪婪
地吸一口，甜甜的味道里纯净着
乡村黄土地的质朴和笃厚，舌尖
和味蕾里满是坦荡的满足感。
撕开柿子皮，缕缕的细腻肉质里
如同生命越过的山河湖海，和舌
尖抵死缠绵的还有记忆中的乡
村味道。吃柿子时如同点开了
时空隧道，让人想起生我养我的

广袤乡村，想起乡村躬耕的婆
婆，他们的幸福很简单，吃好、身
体好就够了。

喜欢吃柿子，每次老杨从乡
村 回 城 ，总 会 带 些 柿 子 给 我
吃。我去乡村，也总有婆婆收
在竹筐里的柿子等着我。有一
年深秋季节，我好久没有去乡
村，本来说了周末去的，结果单
位要加班，等我去乡村时都是
11月初了。因为工作上的诸多
原因，心情不好，到了乡村，坐
在门口和老奶奶一起晒太阳。
婆婆叫我到后院，后院的柿子
树上树叶都落光了，却看到了
好几个塑料袋系在枝头。我小
心地解开塑料袋，居然是一个
柿子，柿子的脐部很快就脱落
了，柿子又红又软，有不见阳光
不沾风霜的洁净，似乎收藏着

一个季节的情话，柿子的脸膛
红潮未褪，我举起柿子放在掌
心，霜降后的阳光落在柿子上、
落在我的脸上、落在婆婆的满头
银丝上，有温润的液体从我的眼
角漫出。婆婆说因为我总不回
来，摘下的柿子存放时间短，不
摘就会掉下来摔碎，于是用塑料
袋包起来挂在枝头，等我回来时
就能吃到口感最好的柿子了。

霜落在婆婆头上，晕染出扩
张的水墨画，我的满头青丝中也
有了霜的先遣部队，我站在柿子
树下，站在乡村的那片沃土上，
透过那一个个被塑料袋包好挂
在枝头的柿子，如同看到爱和关
怀。婆婆自言自语：工作别太累
了，即使没有工作了，到乡村来，
我也养得起你的。我笑了笑，硬
生生地逼回了眼角的酸涩，收起
所有的塑料袋，解开，一个个柿
子红出新媳妇的羞涩脸庞。我
拿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添了
位置，在铺天盖地的点赞、评论
里，我带着乡村沉沉的关爱上了
回城的公交车。

柿子不能傲霜，但爱是经得
起尘世间所有风霜的。

黄昏的时候
有鸿鹄飞过
低沉的湖面
有飞机的影子

我深背鱼篓
悬丝垂钓
寄予这河边的暗草
赠予这过往的飞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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