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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那年，从老石台县城广阳
镇搬迁到和平乡政府所在地上坡。

上坡，北临宽阔的太平湖，南
面黄山余脉连绵的群山，当年一条
板车道往南通往山里汪王岭村，另
一条板车道往西通往南安村，到县
城，要从林冲坐船到共幸码头，再
乘车前往县城。这里仿佛一座与
外界隔绝的半岛，当地人们的生活
少了纷扰，自有一分世外桃源的宁
静与自在。

最喜夏日上坡，太平湖沿岸绵
延的山冈草木葳蕤，蓬勃着强劲的
生命力。林间知了拼了命地欢歌
鸣唱，传来的鸣声里，能分辨出当
地起码有四五种不同的知了。这
些知了有的鸣声婉转如二胡，有的
嘶声高亢如唢呐，有的清音悠远响
若提琴，还有的仿若涓涓细流注入
久旱未雨的土地，发出滋滋的细鸣
声。天刚明，山间不知名的鸟儿也
叫得清脆响亮，像是催促人们快点
起床。绿色田野风吹稻禾，黛色山
峦薄雾缠绕，氤氲悠远的气息与朦
胧诗意。山间十几棵狗骨头树（当
地人称紫薇叫狗骨头）鲜花绽放，
点缀着绿意浓浓的山岭，我想，夏
花绚烂大抵如此吧。

山脚下的灌木丛里，吸引我们
的是那些山楂树、毛栗树。此时的
山楂、毛栗已经熟透，我们拎着小
竹篮，钻进灌木丛，采山楂、摘毛
栗。山楂树有不同品种之分，山楂
果实有生硬微涩的，有松软微甜、
味似苹果的。山楂果的颜色也不
尽相同，有鲜红的，有浅红的，有青
黄相间的，有粉红的果皮上分布着
小黑点，形似雀斑的。跨过荆棘来
到一棵半人高的山楂树下，先摘一
颗品尝，最爱采摘香甜松软、味似苹
果的山楂，我们称其为糯米山楂，甜
而香糯的糯米山楂，口感极好，是乡
下孩子最爱的山果美食。山楂采回
来，有的抓一把揣在口袋里，和伙伴
们边玩耍边尽情享受这山里的野
果，有的变着法子，用一根细棉线将
红、黄、青不同颜色的山楂，依次间
隔地串起来，戴在脖子上，如同多彩
的佛珠项链和一件艺术品，既可观
赏把玩，又可品味解馋，满足着乡下
孩童的味蕾，填补着缺少玩具、没有
零食更无水果的缺憾。

此时野毛栗也长熟了。包裹
着栗果带刺的外壳，有的裂开了
嘴，露出里面的咖啡色。采摘野毛
栗时，为防止手指被带刺的栗壳刺

伤，事先在家里用废弃的自行车轮
胎皮，做两只手指套，摘毛栗时将
手指套套在拇指和食指上，对手指
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低矮的毛
栗树叶上，也是毛虫“洋辣子”喜欢
呆的场所。洋辣子的保护色和毛
栗枝叶的颜色很接近，稍不留神被
它“辣”一下，皮肤即刻红肿，又辣又
痒又痛。有位伙伴不小心被洋辣子
在手腕处叮了一下，手腕皮肤即刻
红肿，痛得他直淌眼泪。我们每次
将毛栗采回来，先把毛栗倒在地上，
用脚来回揉搓毛栗外壳上的针刺，
将栗刺搓塌搓软后再将刺皮剥去，
毛栗除了个体比板栗小很多，它的
颜色、形状几乎与板栗一个模样，仿
佛板栗的浓缩版。烀熟后的毛栗冒
着热气，栗肉粉团糯软、微甜爽口，
一种来自大自然的草木馨香裹挟其
间，小小毛栗滋养着山乡，也给山村
儿童平添了一份欢喜。

夏日，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当然
还有湖边。湖边游泳，消暑纳凉，沐
浴在清澈的湖水里，身心愉悦。特
别是在湖中舒缓仰泳时，平躺水面，
眼望白云蓝天，心里会滋生一丝憧
憬，产生美好的遐想。在湖边钓鱼，
扳虾，下滚钩，撒鱼网，孩童天性得
以尽情挥洒释放。仰望黄山余脉群
山巍峨，置身明澈如镜的湖畔，仔细
体悟，生活在山青水绿的上坡，那里
洋溢着欢乐，缭绕着祥和，是一种求
之难得的福分。

傍晚，太阳落山时，按照大人
的吩咐，我拎着水桶将院子发烫的
地面泼洒一遍，干燥的地面很快将
水吸干，等一会儿又拎一桶水再泼
洒一遍，不久，院落凉爽了很多。
父亲将一张竹床搬到院子里，此时
的竹床成了夏日晚饭的餐桌。辣
椒、茄子、角豆、冬瓜、太平湖的小
咸鱼，是晚餐的主打菜，常吃不厌。

夕阳西下，夜幕四合，在院中
乘凉时，燃起盆中的锯末驱赶蚊
虫，有时点燃晒干的蒿草，带有药
草清香的烟雾在院中缭绕，蚊虫销
声匿迹。暮色里，夜莺、知了、蟋蟀
在四周又开始了欢歌鸣唱，好似意
味浓郁的乡村小夜曲在此刻奏响。

今又盛夏，来到上坡。当地交
通快速发展，乡道宽阔，省道、高速
公路穿境而过。太平湖游客乘坐
的游船快艇划过湖面，快艇过处，
白浪翻卷，波涛拍岸，哗哗的水声
似欢歌絮语，对我叙说着眼前的新
上坡，人们的新生活。

晚上，我把刚炒好的红薯秆，从锅里
盛到盘子里，放在厨房灶台上，忍不住又
深深嗅了嗅红薯秆的味道。红薯在老
家，人们管它叫山芋，它生长的茎通常叫
山芋秆。在厨房里做饭，一直被这盘炒
熟的山芋秆的香味包围着，实在忍不住
了，干脆拿起筷子夹一筷放进嘴里一咬，
脆脆的味道好极了。

山芋秆是昨天从百里之外的老家带
到这个城市的，一路上，我小心翼翼拎着
这捆皮色青绿的山芋秆，坐车，打的，一
直没松过手。在老家几乎家家户户都种
植山芋，每年立夏过后，就在菜园里或田
边打几条长长的土垄，把山芋苗栽插在

土垄上，浇足了水，过不了几天它们就冒
出了新芽。很快娇嫩的山芋藤铺在土垄
上使劲地往前长。没过多久，埋在土垄
下的山芋根部开始结山芋了。铺在土垄
上的山芋藤肆意疯长，把土垄挤得不见
一寸土了，藤上的秆子、叶子绿茵茵的一
片。微风吹来，摇曳舞蹈，曼妙生辉。

看着这长长肥美的山芋藤，心里甜
甜的，该是采山芋秆做菜的时候了。夏
日里，母亲常常踏着露水到菜园采摘一
把山芋秆回来，去叶撕皮后，为节省做饭
的时间，她把山芋秆切成三四厘米长的
段子，放到煮稀饭的锅里，煮熟后再捞出
来，盛在大碗里，用油盐拌一下，就是一

家人的早饭菜了；中午和晚上，母亲也没
那么多时间精烹细做，一般情况下，中午
是辣椒丝或茄丝炒山芋秆，晚上可能就
是毛豆米烧山芋秆了。夏秋季节，几乎
是天天不离山芋秆。

记得从前，我每年放暑假在家，父母
不舍得让我去田里干活，我就在家里带弟
弟，做饭。那时生活条件差，做的饭也是
五谷杂粮，但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可烧的。
快到晌午了，只好拎着篮子，带着镰刀，到
菜园里割山芋藤。山芋秆因山芋的品种
不同外皮的颜色就不同，有青皮的，也有
红皮的，红皮的山芋秆比青皮粗有肉好
吃，既嫩又脆。我把红皮的山芋藤割回

来，采摘下山芋秆，先一根根去掉秆上的
叶子，再撕掉外衣，洗净切好后，到菜园摘
几只青椒，清洗后切成丝放在碗里备用。
接着烧大火，在锅里加少许菜油，放进切
碎的葱姜末和青椒丝，用锅铲子上下翻动
分把钟，然后将洗净的山芋秆倒入锅里用
铲子翻炒，最后加入食盐轻揉几下，一盘
辣椒丝炒山芋秆就做好了。

父母从田里劳作回来，还没进家门，
就听见了他们的说话声，父亲总是夸张
地说：“在田里，我就闻见了辣椒炒山芋
秆的香味，拿个鸡蛋，给老爸打点散酒
来，我要尝尝儿子烧菜的手艺。”

如今，在我居住的城市，很难买到山
芋秆。前年我从老家带回一把山芋秆，做
了一盘拿手的好菜——辣椒丝炒山芋
秆。吃饭的时候，我把这盘菜端上餐桌，
孙女夹了一筷尝了尝，连声说道：“好吃，
真好吃。”很快这盘辣椒丝炒山芋秆，就被
吃光了。随后家人一致要求，让我再炒一
盘山芋秆。从此，家人恋上了山芋秆，每
年初秋，我都要回老家一趟，老家的山芋
秆的味，就会随我从遥远的故乡而来。

四季轮回，入夏出伏，“秋老虎”余威
不可小觑，午时的烈日依旧如火。虽如
此，时节有序，树叶乘着风优雅飘落，如同
秋的信使款款而来。

处暑过后，一场秋雨一场凉，雨过天

晴，蓝天下白云朵朵，天空忽而架起两道惊
艳的彩虹，急忙拿出手机留像，等选好角度
却早已不见踪影，果真应了香山居士的诗
文“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人生莫不如此，遇见的人怎可一成不变，总

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曾经的事曾经的花渐
渐地随着四季的风已是如烟往事。

农历已近八月，这个时节皖南乡村美
得让人称叹不已，仿佛置身在童话世界
里。地处黄山南麓被誉为“中国画里乡
村”的黟县不负盛名，西递宏村自不必说，
更有屏山、碧山、南屏、秀里、丰梧……典
型的皖南田园风光，大小中高低档民宿已
形成集群，散落在美丽清新的乡野中。

如果世界过于喧嚣，约上三五好友，
至画里乡 村 择 一 处 心 仪 民 宿 度 假 、发
呆，沏上一壶好茶，在茶香茶韵里感悟
人 间 烟 火 ，在 茶 盏 茶 汤 里 体 味 珍 贵 友
情。静静地“品茗”，悠悠地“观云”，蓝
天上聚集了大朵絮状的、似棉花糖般轻
盈的白云，变幻着形状：大象、鲸鱼、孔
雀……在阳光的映射下白云好像镶了
一圈金边，变成淡洋红，天空似乎是魔
术大师的舞台变幻着多姿多彩的魅力
景观。远山、夕阳、田野、村庄、大树，包
括电线杆各就各位，每一处景物总是恰
到好处。田野里的稻谷已逐渐成熟，大
面积的绿色随着秋的脚步不规则地渐
次变黄，似大幅斑斓的油画。在这里可

以 放 下 一 切 烦 恼 ，晨 起 听 鸟 儿 婉 转 鸣
啼，黄昏赏夕阳余晖无限，舒缓紧张情
绪，休憩疲惫身心。

生活总是充满挑战，无挑战不人生。
每个人有所付出、有所困难，是正常的，
当能用一颗平常心从容去应对、去接受、
去包容、去解决，将会从中受益成熟成
长，待人接物的境界自是不同。新冠疫
情让各行各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每个人或多或少从中受到影响。困境里
可以考验一个人更能锻炼一个人。笔者
在疫情初起时身在旅游一线，当时大家没
有抗疫防疫经验，一切在上级的指导下和
自身的摸索中完善各项机制并取得较好
成效。现在回想起来，困难总是暂时的，
时间会沉淀，留下的是赠予亲历者宝贵的
经验财富。

黄昏，伫立在如画的田间，初秋的风
吹拂了发丝飘扬起裙裾，看夕阳晚照倦鸟
归林，听秋虫呢喃清溪潺潺，深深呼吸山
野自然的气息……田园风光之最美秋色
即将拉开帷幕，再下几场秋雨就是传统的
中秋佳节了，到时画里乡村处处呈出新农
村的美丽画卷，远山如黛天高云淡，稻田
金黄红叶胜花，凉爽的空气里弥漫了桂花
醉人的香甜味，那是富足幸福团圆的味
道。当下，疫情仍在，全民参与接种疫苗
建立抗疫防线使得山河无恙岁月生香。
这情境忽而想到明代杨慎的词“青山依旧
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
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
事，都付笑谈中。”是的，生活就应一切向
前看，不问过往，不畏将来。

夏日上坡夏日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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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太生

2020 年 9 月，我在大山深处的武阳
中心学校交流。在与孩子们朝夕相伴
的日子里，他们可爱、纯朴、善良的品质
深深感动着我。但在与他们交流时，有
几个同学的话语让我心中一紧。

一个同学说：“学习不好，就要上山
去挖地。”问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
说：“我家奶奶就是这样说的。”另外一
个同学说：“我妈妈叫我好好读书，以后
到城里去工作，就不用采茶那么累了。”

这些孩子真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
我，我觉得有必要让他们明白——劳动
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挖地是劳动，
学习也是劳动，这两者没有高低贵贱之
分。劳动中的累是真实的，但正因为有
了辛勤的劳动，才能创造出幸福的生
活。而这一切，不正是需要我们去引导
孩子们认识的吗？

我便想，如何才能让学生感到劳动
是光荣的、是快乐的呢？

还是先从榜样的力量入手吧！
于是，那位搬砖少年魏凯伦首先走

进了学生的心里。魏凯伦是一位家境
贫苦的山村少年，但他心怀梦想，努力
学习，如愿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学业
可以用优秀来形容，但劳动，对他而言，
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是责任与担当，录
取通知书送达的时候，他还在努力搬砖
以补贴家用。

到了军营，他发现军队的训练之苦
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但他迎难而上，
刻苦训练。2019年 7月，以专业第二的
成绩，被分到南昌陆军步兵学院，成为
一名光荣的军官，而后他又主动申请去
新疆，要到更艰苦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孩子们听了魏凯伦的事迹之后，心
潮澎湃，从中汲取了奋发向上的力量！

而嫦娥五号与天问一号的科技盛
事，也是我对孩子们进行劳动教育的优
秀载体。

从 2020 年 7 月 23 日天问一号成功
发射，到 2021年 5月 15日的成功着落火
星，这漫长的几个月时间让我们牵肠挂
肚；从 2020 年 11 月 24 日的嫦娥五号成
功发射，到 2020年 12月 17日，月球土壤
的顺利取回，这期间，每一次制动、每一
次变轨，都让我们牵肠挂肚。我与孩子
们一起听新闻、看视频，时刻关注着天
问一号与嫦娥五号的动态，我又将这背
后的航天故事讲述给孩子们听，孩子们
无不为历代航天人的爱国情怀所感动，
也深深地感到了正是因为无数科技工
作者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才有了今
天祖国的科技强盛！

而几代人接续奋斗，战严寒、战风
沙，让荒原变林海的塞罕坝奇迹又让孩
子们看到劳动创造了美丽，创造了幸
福！

当这些鲜活的事例，展现在孩子们
的眼前，极大地激发孩子们对劳动的渴

望和热情！
为了孩子们能更好地全面成长，学

校因地制宜，开辟了劳动基地，让劳动
基地成为孩子们又一个快乐的场所。

面对那片荒地，孩子们开心极了，
好似一幅锦绣的画卷即将展开。于是，
废砖被清理了，乱石被砌塝了，同学们
还在田畦之间挖了引水渠和蓄水池，以
防“洪涝之灾”。

为了使土地更加肥沃，树林下的腐
质土、油菜籽壳等都被运来了。

于是，我们播种、施肥、除草、浇水、
搭架，忙得不亦乐乎。孩子们惊喜地发
现，苋菜出苗了，辣椒开花了，丝瓜爬架
了，玉米抽穗了……这一切，都让孩子
们真切地感受到劳动的美好！

劳动基地上辛勤耕作，让孩子们红
扑扑的脸上充满了笑容，带着对劳动的
美好心情，他们在学习时也更加努力
了。

生活的馈赠劳动让生活快乐劳动让生活快乐 庄丽青

下午 5:20 许，不到 3 小时，从黄山
北站开出的高铁动车到达 400 公里外
的上海站。

《新民晚报》总编办的姚瑾老师去
接站。长三角部的范洁老师请我们去
报社附近的网红店吃了滑丝牛肉鸡蛋
饭，还有总编办的吴强主任一再关心
过问吃住问题……

这是无比幸福的一天。

因为，我又一次来到上海。
因为，我第一次来到新民晚报。
上海，是我最熟悉也是感念至深

的中国城市。我的太爷爷、爷爷曾经
作为徽商，在这里把生意做得风生水
起；老家半个村子的家业或可见证。
我的父亲在这里出生、在这里上学，是
上海延安路多福里小区拿奖学金最多
的“学霸”。只是战乱之后，生意式微，

解放后仍无起色，于是家道中落，父亲
26岁时懵懵懂懂被爷爷带回徽州。

回到徽州，以体力、劳力、工分为
要紧的农村，让只会“啃”书的父亲价
值感丧失。不过父亲并没有就此自暴
自弃，而是主动去适应农村。他不但
学会了干农活、挑重担，还通过自己的

“小聪明”，发明了生产队的第一台滚
架式插秧机。后来还圈养鸭子，种植
大棚西瓜等，试图“科学兴农”，却因为

“水土不服”先后失败。父亲后来算是
“专业对口”，当上了大队出纳、会计，
但他“上海佬”的“坏名声”算是背了一
辈子。

话说此次来沪，是作为市里体悟实
训的一员被派到《新民晚报》“跟班学
习”。《新民晚报》是我心目中的大报，她

“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定位也让她拥有

无数忠实粉丝。记得我刚从部队转业
到报社工作的那会儿，父亲还在世，喜
欢看两份报纸，一份就是《新民晚报》。
我对《新民晚报》也因为父亲的原因情
有独钟，并曾多次向《新民晚报》“夜光
杯”副刊投稿，但多以石沉大海而告终，
后来发表过一篇，父亲却已经去世了。
本想让父亲能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儿
子写的小文最终未能实现。

父亲爱看上海的报纸，还跟他的母
亲、我的奶奶何宝玉是上海人有关。我
至今收藏着唯一一张奶奶的照片，那是
她和爷爷的合影。只见奶奶 20 来岁，
身材高挑、一袭旗袍、波纹刘海、眉目清
秀，绝对有旧上海月份牌上的美女范。

可惜，奶奶 30 几岁就去世了。父
亲不止一次说跟她回了一趟徽州有
关。那时候从上海到徽州，多从水路，

奶奶跟着爷爷从上海坐船，还带着缝
纫机，转杭州到徽州，从马路走水路转
公路，行程千里，整整一月，舟车劳顿
到了徽州休宁月潭老家。本应高高兴
兴来，可谁知爷爷在老家已有了一房
（大老婆），而这之前奶奶并不知晓，于
是奶奶一气之下，又独自乘船返回上
海，后来就生了病，不幸早逝。

因为家庭与上海的关系，自然我
的灵魂深处对上海藏有特别的感情。
尽管很多人眼里认为上海人说话太快
像吵架，宁愿吃泡面也要装点门面虚
荣心强，为人处世太刁、太精明、视外
地人为“乡下佬”等毛病，而我却一直
对上海有着其它城市无与伦比的好印
象。比如问路，如果被问的上海人不
小心说错了，或者只是一点点不准确，
无论是路上还是车上，那么周围的上
海人都会站出来严肃纠正；比如美食，
传统的海派菜是不放辣椒的，但通过
糖调制出味来的上海菜比起一些地方
一味的辣和咸更有回味；比如女人，上
海的女人虽然不是太温柔，但时尚是
领城市之先的，无论长得漂不漂亮，哪
怕硬件差一点，外在气质也总是能让人
行“注目礼”的；比如男人，上海的男人
虽然不像北方男人那般粗犷，但这只是
表面现象，上海男人的内里是刚毅的，
足球界的范大将军，篮球界的姚主席，

田径层面的刘翔，都足以令中国体育、
中国男人骄傲。与此同时，广大上海男
人普遍热爱的“买汰烧”（买菜、洗菜、烧
饭）表现，足以作为优秀“暖男”家风教
育向中国大老爷们推广。

从事媒体工作 20 年，这是我第三
次到上海，前两次是报社策划的“黄山
人，你在他乡还好吗？”，采访了不少在
上海创业的黄山人。新黄山人沿着古
代徽商的足迹，以吃苦、诚信、开拓、崇
文的“徽骆驼”精神继续铿锵前行。

黄山与上海，一个位于安徽南端；
一个地处长三角东部。数百年前同属
一个江南省的“兄弟”，现在两地并不
在一个城市层级上，然而两地渊源已
久，因为无数徽州人在上海经商后回
乡创业，黄山有“小上海”之称；而上
海，则因为在上个世纪“备战备荒为人
民”的“三线建设”时代召唤下，数千上
万的上海知青涌向黄山，在这里挥洒
青春和热血，演绎出山海情深的时代
大片。

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大
潮下，今日之上海，仍有近 10万黄山人
在此务工创业；而上海更是黄山重要
的旅游客源地。黄山与上海，从新安
江 到 黄 浦 江 ，从 迎 客 松 到 东 方 明 珠
……正亲密牵手，抒写“山海之约”的
时代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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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上 海 ，，侬 好侬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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