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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日，外地工作的二哥回来了
一趟，我们一起来到金山的老家，看了看
这幢记忆深处里的老宅。老宅是典型的
徽派建筑，始建于上世纪初期，彼时家道
还算殷实，故老宅的构建还是非常传统
和有模有样的，它有徽派民居里比较典
型的门楼、上下对堂的前庭和后厅、四水
归堂的天井、厢房、木屋柱、木冬瓜梁
……就是现在看起来，在村子里，也算得
上是比较好的徽派民居建筑。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老宅门楼，门楼
是徽州人家的门面，百姓对门楼还是有
点讲究的。老宅的门楼是徽派民居古建
经典的门楣样式，由上至下有:鱼吻、束
腰脊、五檐线、元宝梁、浮雕横枋、下枋、
挂落等。门楼构建上的砖雕，其狮子、麒
麟、蝙蝠、大象、仙鹤、八仙过海、五子登
科、五谷丰登、惹枝纹、缠枝纹等得益于
泥巴，保护完整，前年维修时，洗去泥巴，
才得以重见天日。尤其是“百子闹元宵”
那精妙绝伦的镂空砖雕，栩栩如生、活灵
活现，令人叹为观止。

老宅现无人居住，铁将军把着门。
唤醒将军，打开大门，跨入门槛，进入老
宅。这是徽派民居常见的前庭构式，正
中入口设屏门（风），日常从屏门两侧出
入，遇有迎接贵宾、婚丧嫁娶等大的礼节
性活动，则下掉屏门，直接出入。平时也
可以用作起居活动休憩场所，前庭是整
间老宅的主要部分。前庭正屏后面是天
井，两侧是厢房。柱子、屏门、厢房壁都
是木制的，为防雨溅，这些木制构件下都
有圆或方的石墩或石条垫基。

我的目光紧紧盯在入口屏门两侧的
木柱上，屏门早已不见，柱子依然。我用
手指弹了弹，木质仍然坚硬；手掌摸了
摸，木柱依稀锃亮；俯身看了看，柱子没
有蛀眼。这两根柱子约二十余厘米粗，
五米长，是白果树的，它是老宅里所有男
童最快乐的记忆和欢乐的源泉。每逢暑

假，大家回到老宅，做得最多的就是爬这
两根柱子，“嗖、嗖、嗖”三两下就上去了，

“ ”又下来了，柱子锃亮的包浆，可都是
我们“嘘”出来的。调皮的大哥上去后，
还会支斜着身子，看看樑上的燕子窝里
有没有小鸟和鸟蛋呢！

一个破旧的竹躺椅，扔在前庭厢房
门边的角落，岁月的记忆涌上心头。金
竹爷爷，满头银发，长长的眉毛，也是银
色的，人很消瘦，但精神矍铄，他是外地
退休回来的，住在老宅的隔壁。他有一
台收音机，随身携带，只要是声音到了，
就知金竹爷爷来了，他除了自己家，最喜
欢的就是来到老宅，躺在前庭的竹躺椅
上，我们和他一起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
记》，听《东方红》乐曲，听国家大事……

跨过前庭，就是天井。家有天井，
子孙兴旺。在徽州人的眼里，水是玉气
和财富的象征，宅子的雨水，是不能直
接外流的，必须四水归堂。天井的上
方，就是后厅，是老宅的内厅，厅的正方
有一个徽州传统的堂前，摆设有条桌，
八仙桌，堂前的木板壁后，是上二楼的
木楼梯。内厅的左右两边各有一间厢
房，厢房也有木制的板壁、木门和花格
窗。花格窗的样式不很复杂，但雕工很
细，卯榫拼构，正面稍有凸起圆弧，格子
里有嵌着梅兰竹菊的木雕，舒雅大方，和
谐自然。“回廊挂落花格窗”，正是徽州民
居的点睛之处。

厢房木壁的竖柱上，依稀还有父亲
和大伯父当年手写的“万般皆下品，唯有
读书高”“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
作舟”“几百年人家无非行善、第一等好
事只是读书”对子，千百年来，徽州百姓
崇尚读书，祖祖辈辈的心愿就是子孙后
代能读好书，做好人，成为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读书人。父亲和大伯父把这条祖训
深刻在脑海之中，鞭策后辈，行善积德、读
书报国。

阳产之秋
樊成柱/摄

组织部来了个中年人组织部来了个中年人 方鸿惟

傍晚时分，天边流云泛着霞彩，地
面上人车喧嚣。新安江在你的左手边，
安静如斯，婉约前行，霞彩打在水面上，
泛着粼粼波光。河对面的岩壁上刻有

“新安大好山水”的字样，近处是一片荷
塘，荷叶碧翠，接连铺展，粉色的朵或蕾
含苞待放，亭亭高出荷叶些许，在微风
中轻轻摇荡，防腐木的步行桥上，有人
赏花，有人拍照，有人垂钓，有人瑜伽，
有人散步。江边景，画中人，滨江公园
这一带，真是好。

隔一条马路，右手边就是花鸟市
场和新安夜市，和滨江公园的静谧形
成鲜明对比的夜市热闹喧腾，人头攒
动。天还没黑下来，闪烁的灯光就赶
着依次点亮，一进夜市，首先看到的
是集装箱垒砌起来的码头灯光秀，灯
光秀侧前方是一个圆弧形的表演舞
台，围着一圈人，有人鼓掌叫好，有人
举着手机拍照，原来是当下流行的直
播说唱。往前面走是“新安夜市”招
牌的半圆形拱门，宽阔之处，纵横之
间 各 类 美 食 小 推 车 ，文 创 礼 品 小 推

车，卡车、火车头、集装箱美食排档摊
位，一排排一行行，煎炒烧煮，烤炸烹
炖，特色美食，文创非遗，百货娱乐，
应有尽有。

走在这样的夜市摊让人有一种热
血沸腾的冲动，想干点什么？是走走看
看，在烟火中体会人生百味？还是选一
处心仪的摊位坐下来，叫一盘螺蛳，要一
盆龙虾，再开两瓶啤酒，酣畅淋漓之中忘
却现实中的烦恼和不容易？还是在火
树银花的转角之处，想起了往事中的某
年某月，某人某地？在抖音上刷到一段
话：“有人在夜市的烟火气中长歌纵酒；
也有人眼波流转，迎面撞进夏日晚风。”

夜市出现于北宋初期，“令京城夜
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从此夜市
不仅大量出现，而且非常繁荣，可贩售杂
货，饮食特产，杂耍游戏等。《东京梦华
录》里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
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
虽大风雪，亦有夜市。”北宋文学家苏东
坡就曾留下“龙津观夜市，灯火亦煌煌
……不知京国喧，谓是江湖乡”的诗句。

夜市文化又叫地摊经济，路边店街
边摊，是老百姓的心头好，接着地气烟
火气是平民生活文化的重要代表，更是
外地游客感受当地风土人情和品尝美
食小吃最直接最本源的体验方式。

纵观香港有油麻地庙街夜市，台
北 有 士 林 观 光 夜 市 ，开 封 有 鼓 楼 夜
市，北京有东华门夜市，哈尔滨有师
大夜市，武汉有户部巷夜市，南京有
夫子庙夜市……每一处每一地都烙上
自己的标签，有着自己独特的特色。
现代化的都市辨识度越来越低，钢筋
水泥，高楼大厦看似都差不多，但乡
音乡情不可替代，坊间巷头的小吃不
可替代，氛围不可替代，文化不可替
代。离开那人那山那水那空气，一切
都走样。吃过地道正宗的兰州拉面，
再吃满大街泛滥的兰州拉面，压根不
是一回事。橘南枳北的道理足以安
抚人心的暖和舌尖上味觉的百转千
回 。 最 深 层 次 的 乡 愁 ，是 妈 妈 的 味
道。徽州的毛豆腐，你最好是站在平
底锅边，听着锅内油嗞啦啦地响，火

候适当，油温刚好，在热气升腾间一
勺辣酱刷下去，平铺在煎得金黄的毛
豆腐上，筷子慢慢夹起来，圆鼓鼓的
一条外焦里嫩，唇齿之间层层叠叠的
滋味妙不可言。有一年去上海出差，
从培训基地到酒店，每天经过一个烤
鱿鱼的摊位，五块钱两串的烤鱿鱼，
那酱料那鲜香无词可以比拟。

还有西安的水晶杮，新疆的羊肉串，
西安的肉夹馍，武汉的热干面，芜湖的小
笼包，泉州的姜母鸭……人生不辜负，唯
有吃到肚子里，才实实在在的熨帖。

夜完全黑透，整个新安夜市，灯火
迷离，流光溢彩，小吃摊位最是生意兴
隆，抬眼望去，朱朱烤鱼、江妈粉丝煲、
大头臭鳜鱼、小鲍龙虾、168老鸡汤、徽
州味道、伊人美食、壹号码头……许多
店名都耳熟能详，许多都是舌尖上最为
依恋的味道。

我 18 岁时离开歙县老家来屯溪，
那时在商业大厦的前面有一排木头推
车摊位，有个烙鸡蛋饼的生意特别好，
什么时候去都要排队，圆圆的黑乎乎的

一块平底铁，下面架着煤炉，温度恰好
时一勺面糊浇上去，带着手柄的一根面
刮子在面糊上快速画一个圆，薄薄一张
面饼就完成了，一个鸡蛋一敲摊在面饼
上，依次码上海带丝、榨菜丝、豆干丝、
油条、生菜，抹上辣椒酱（甜面酱）、撒上
蒜蓉、芝麻，豪华版的再加一根火腿肠，
一卷一包递到你手上。恍惚间觉得人
生所有努力的意义，只为了能每天吃到
一个鸡蛋饼。还有屯溪老街口圆门洞
里炭火烤得金黄的“好再来”烧饼；四中
对面巷子里的馄饨；商贸城的“胖子粉
丝煲”；荷花池小吃一条街的“秀粽子”；
十小边上的韭菜粉丝粿……

“生活是什么呢？生活无非一碗饭，
饭上铺着一块咸肉，年深日久的浓香。”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下岗职工，靠
着摆夜市练摊养家糊口以至于后来发
家致富。我有一个亲戚，小两口没了工
作，男的跑芜湖杭州等地进货，女的晚
上一张钢丝床一扛去摆摊，什么东西赚
钱卖什么，后来在市区买房买车，儿子
也送到国外留了洋。

现在的新安夜市能臻享美食，能观
看非遗表演，还能参与街舞直播等热点
娱乐节目等等。

今天你来新安夜市了吗？我们不
见不散。

新 安 夜 市新 安 夜 市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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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馈赠

说实话，去组织部门工作，我着
实想都没想过。

那地儿吧，组织严密，作风严谨，
态度严肃，要求严苛，不适合咱这种
风风火火的人。况且，作为一名 70
后，在干部年轻化的今天，去组织部
门，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

可有时候生活是不可预知的。
比如，有一天，懵里懵懂的，我进了组
织部的门。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始
终坚守为祖国伟大成就鼓与呼的创
作初心。我亲身经历过脱贫攻坚战，
有最真实的故事积累。去组织部门，
担负起选派干部的工作。而这些选
派干部，肩负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任。像
往常一样，于情于理，我都毫不犹豫
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初来乍到，有点无所适从。曾以
为经验丰富的我，却不知怎样开展工
作。在原单位，曾觉得自己是最忙的
那个，但在组织部，才知道原来的忙
都是“小儿科”。在这里工作，才是真
的忙！

行色匆匆，走路带风，站如松，坐

如钟，行如风，从部长到员工，工作永
远在路上等。对待工作，我从来不想
扯后腿，从来不想落人后。于是，我
要求自己，每天要早到岗，晚离岗。
我要让大家知道，虽然我不再年轻，
但我不缺斗志，我会用实际行动告诉
他们，我，一个中年人，照样可以在组
织部把工作做好。

不会的，多学。不懂的，多问。
不理解的，多思考。

为此，还抽出时间专门读了一本
书——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
人》。本意是想通过小说了解组织部
的工作，却没想到当年的这部小说背
后，居然有那么多的故事。

便庆幸生逢其时，工作中，少了
一些桎梏，多了新时代的进步。

但不管怎样，工作的压力的确不小。
有一段时间，为了工作，神情恍

惚。有一次在停放车子时，脑子在想
着问题，脚下便开了小差——错把油
门当刹车，“咣当”一声，新买的小四
轮和粗壮的大树来了个亲密接触。
所幸有保险，要不然损失实在惨重
——修车费近万啊。

车破偏逢连阴雨。那些天，雨水
也来凑热闹，一开始细雨蒙蒙，后来
淅淅沥沥，最后稀里哗啦，车子在修
车铺“住院”的日子，我只能每天体会
冒雨骑行的滋味。

而比这更让我愧疚的，是小儿适
逢中考前最紧张的阶段，每天不能适
时接送，望眼欲穿的小儿忍不住埋
怨：老爸，你的工作比我重要多了嘛！

带着儿子穿行在雨中的城市里，
我答非所问：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儿子一脸嫌弃地打断我：老爸，咱
能不能换个段子，你都说了几百遍了。

……沉默几秒，复又添上一句：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儿子说，好了，我懂了，服了U了。
待了三个月，工作思路逐渐理顺，

也找到了节奏和感觉。组织部是繁忙
的，繁忙得几乎没有上下班的概念。
政府大院里吹的风静悄悄的，每次夜
晚回头望向大楼，西五层的灯总是孤
零零地亮堂着——还有同事在加班。

虽然工作繁忙，但同事们之间的
关系很融洽。

在这个群体里，没有勾心斗角，

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争名夺利，没有
推诿扯皮。工作不分分内分外，但凡
有需要，大家一起分担，一起“撸起袖
子加油干”。

有人或许会质疑，你是在给自家
单位贴金吧？真有那么多工作吗？
那么在这里，我要负责任地说，一个
即将“知天命”的人，没必要口是心
非。组织部也不是作秀的舞台，而是
实干的战场。我有时候会想，层层推
荐上来的人选，都经过了各级党组织
的严格审查，有必要这么严苛吗？

答案是肯定的。到了组织部，就必
须把牢选人用人关，这是对党负责任，对
干部负责任，更是对人民事业负责任。

五楼过道墙上一面党旗赫然在
目，“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人才之家”
十二个大字置身其中。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既然是党员、干部和人
才的“家”，便更得有严密严谨严肃严
苛的“家风家训”，才不至于坏了规
矩，才不至于失了民心。

我想，这才是我这个中年人，到
组织部“体悟实训”几个月来最大的
感悟吧。

柿 子 红 了柿 子 红 了
履
印
点
点

 臧 舒

皖南的深秋是从柿子红了那天开
始的。犹记得第一次见到庭院里的那
棵柿子树，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
时候大舅家从郊区搬到了城里，旧房子
面临拆迁，大舅不忍心种了多年的柿子
树就这么被砍了，便将他家的柿子树移
栽到了我家庭院里，这一种就是几十
年。

在合肥生活了一辈子的爷爷于那
年夏天离开了我们。为了方便照顾奶
奶，爷爷去世后，父亲便将奶奶从合肥
接到了黄山生活。刚来黄山那段时间，
奶奶的心情一直都很低落，一边思念着
爷爷，一边掉眼泪。家里人为了给老人
家解闷，买了一只小鸟，每天叽叽喳喳
地叫着，奶奶养着小鸟似乎看开了许
多，开始走街串巷地去感受黄山的新生
活。奶奶来黄山之前，家里的庭院一直
只种一些赏心悦目的花花草草，奶奶看
着庭院里的花草嘴上不说喜不喜欢，可
劳作了一辈子的她，心里总想着去田里
干点农活。那天大舅运来了这棵柿子
树，奶奶看见眼前一亮，不等父母回家，
就赶忙谢过大舅，收下了这棵柿子树。
等我们下了班、下了课，一回家就看见
夕阳下奶奶额角挂满了汗珠，一个人在
庭院里正忙着挖地，准备种下这棵柿子
树。看着奶奶如此投入，父亲二话不说
也去屋里取了个锄头，来到院子里和奶
奶一起锄草、翻土、挖地，我和妈妈见状
使劲地扶起柿子树，全家一起在爷爷过
世的那一年种下了这棵柿子树。刚种
下的那年，柿子树似乎有些认生，没有
结果，自然也没有柿子。

柿子树来我们家的第一年虽没有
结果，但高大的柿子树下，却成了庭院
里避暑的好去处，院子里的小朋友常常
来到我家柿子树下听鸟叫、捉蛐蛐、玩
泥巴，那树荫下是我们五彩的童年。记
得有一天晚上，我去同学家玩，玩完回
家已经是八点多了，回到家，就看到奶
奶一个人坐在柿子树下，摇着扇子看月
亮。我好奇地问奶奶怎么不回家看电
视去，奶奶说：“伢回来啦，我等你呢，不
看不看，你咋搞这样迟。”听奶奶说放弃
看电视只为了等待我回家，我的心里涌
过一阵暖流，那天晚上，我和奶奶在月
光下坐了好久，听她说以前的故事。那
天，月光下，树荫里，柿子树开花了。

不结果的柿子树成了家里的一大
难题，为了柿子树结果，全家一起出动，
开始了积极的研究。爸爸说要去找特
别会养花的一个爷爷问问看哪出了问
题；妈妈说要去大舅家拆迁的老宅那儿
挖一点原来的土埋在树下；奶奶说种柿
子树就和种菜一个道理，要天天浇水、
浇肥。大家各执己见，都觉得自己的方
法可行。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各自行动
寻求真理去了。爸爸找来的爷爷绕着
柿子树走了一圈，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说是柿子树旁枝太多了，需要修剪
一下旁枝，保持主干营养，爸爸听取了
这位爷爷的意见，当天就利落地把旁枝
给剪了个干净；妈妈去大舅家的老宅挖
了一桶旧土，埋在了柿子树下；奶奶每
天积极地浇水浇肥。也不知道是谁的
主意起作用了，也可能大家的方法都起
作用了，柿子树上米粒般的小花开过
后，长出了青绿色的小果实。

初中那年，柿子树硕果累累，霜令
过后，叶子落尽，果实累累，远远望去一

个个高悬在枝头的柿子，沉甸甸、红彤
彤而又甜蜜蜜，如火如荼、流光溢彩、灿
若朝霞，装满了一箩筐一箩筐的回忆。
要说种柿子树那是没我的功劳，但摘柿
子那我是当仁不让。从长出果实的那
天开始，我就盼着柿果快点长大，看它
从青衣到黄衣再到红衣，我便着急忙慌
地提上篮子，搬着梯子和奶奶一起来到
了柿子树下，就怕晚了一步柿果就被
那可恶的鸟儿给吃个精光。母亲看我
急急忙忙的样子总是不太放心，总希
望我下来，让她上去摘。摘柿子这么
有趣，我怎么可能下来。父亲倒是不
大希望我们把柿子摘光，他觉得我们
不会吃很多，总希望把成熟的柿果给
那些野生的鸟儿吃了算了，也算是回
归自然。我和奶奶就当做没听见他们
说的话，两个人分工明确，我摘柿子，她
提篮子、扶梯子，不太高的那一圈柿果，
一会儿工夫能够着的就被我们俩摘个
精光。摘到那种已经软乎的，我都会轻
轻地递给奶奶，让她放在一旁，待会摘
完我们一起品尝丰收的果实。再高一
点的柿子我们就不摘了，就当听了父亲
的话，树顶的柿果喂鸟儿吃吧。摘完柿
子，我和奶奶不等洗手就把软乎的柿子
给剥了皮，哧溜一声便吞进了肚子里。
丰收的金秋，柿子红了。

前年秋天柿子格外的红，但奶奶却
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跟着我一起摘柿
子了。当我爬上柿子树朝下望去，只见
她坐在轮椅上，昂着头双眼懵懂地看着
树上的红柿子，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摘了个软乎柿果爬下树递给她，她接
过还来不及剥皮就要生吞了，母亲赶忙
把柿子拿过去，剥了皮一小口、一小口
地喂给她吃。吃完一个，她伸长了手臂
还问我要柿子，怕她胃吃不消，我别过
头去就当没看见，没再给她摘柿子吃
了，现在想来，那是我给她摘的最后一
个柿子了。

去年冬天，陪我长大的奶奶离开
了，柿子树下再也没有了她的身影。今
年的秋日格外凉爽，换上高中的旧校
服，爬上树，摘了满满两筐柿子，和以前
一样我把软柿子拣到了一边一字排开，
父亲连着吃了两个软乎的柿子，还说他
之前从来没陪我们摘过柿子，也没吃过
刚摘下的软柿子，这自己成熟的软柿子
还挺好吃的。看着父亲帮我提着篮子、
扶梯子，我又想起了奶奶，虽然您再不
会在柿子树下等我们，但我们对您的爱
和思念一直都在。

喇叭花儿开了！我默默地望着
她们，眼中满是泪水。

这江南的精灵，在这秋的清晨，
开得漫山遍野！农家院儿，菜园荒
地，山坡溪边，哪儿哪儿，她们笑得
那么灿烂！

还记得小时候妈妈教唱的歌谣
——小小牵牛花，开满竹篱笆呀，一
朵连一朵呀，吹起小喇叭……岁月
走开，如今像一抹淡月挂在这初秋
清晨的天空。

薄薄的秋雾笼罩中，微寒的风
儿吹着，喇叭花一片片掌形叶儿轻
轻摇曳，闪烁着生命的光芒。花儿
们看见地平线的曙光掠过了，咧开
嘴角，无声地笑着，唱着。

她们层层叠叠，你拥着我，我挤
着你，绿色的花萼如同小小的舞鞋，
那花瓣又宛如一袭衣裙，白色的小
褂，紫色的小裙，自信而又高傲，让

人迷醉，让人惊叹！
秋的美，是醉在心底的痛。繁

闹的夏季渐行渐远，花儿们次第谢
幕，艳丽的菊花、芳香的桂花闪亮登
场，而你，在这初秋清冷的晨风中，
柔弱而又坚强地书写自己生命的画
卷，鲜有问津。

有谁知道，冬日里，你默默承受着
苦难，春日里，你播下无数希望，夏日
里，你辛勤耕耘；又有谁注意到你脚下
是贫瘠的土地？注意到你平日里赤着
脚，单着衣独自前行？风霜雨雪换来这
叶茂花繁，赢来这精彩人生！

粗心的人啊，你可否早些起床，
来到她们身边，你看见她们眼角的
泪水了吗？那是她们心酸而又幸福
的微笑！太阳一升高，她们就收起
身影，由世界去闹了！

这江南的喇叭花儿啊，你尽情
地绽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