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言海棠恨无香

 石羽晗

河岸秋色
汤 青/摄

海棠是原本便无香，还是有香人未闻？
白色的云铺满了合肥上空的天幕，高

楼大厦在这昏暗的天地中俱是给人一份
自心底而起的沉重压抑。我不喜欢这种
秋天萧瑟氛围中的压抑，这是一种悲凉的
压抑，对于似我这般远离生土，负笈求学
的游子来说，这种压抑显得更有冷色调
感。我步履匆匆来到离校不远的大唐花
市，希望遁入到花草的世界里，暂做一闲
人，远离半步之外的闹市和闹市中喧嚣的
人群，避入无垠的净土。

偶遇了一株花中贵妃秋海棠。我看着
那一株海棠花很久很久，那青绿的枝干上，
墨青的大叶紧紧拥簇在顶端海棠花的周
围，海棠花成群地聚在一起，互相衬托着。

深秋十月近余年，恰是海棠最美时。
李清照曾为海棠填词“知否知否，应是绿
肥红瘦”，雨欺风压，海棠娇弱，一刹那间，
海棠的娇柔妩媚跃然纸上。今日所看到
的海棠，却远无风雨下那般可怜姿态，反
而更加清雅与空灵。我喜欢兰，因为空谷
幽兰暗处生却有十里闻花香的雅气；喜欢
松，是因为长松立岩隙却有一树招摇青常
在的傲气；喜欢海棠，不是因为这朵朵海
棠的妖媚，而是喜欢海棠的不争不夺的静
气。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曾写下了此
生空余的三恨，其中一恨便是海棠无香。
然而海棠何必有香？

最是萧瑟，最是静谧，秋从无春夏的百
花齐放，不用耗费心力争得游人一瞥，也不
用招惹到其他花儿有意无意的嫉妒。也不
如冬天那般唯有寒梅俏，若说冬天银装素
裹的舞台便是苍天赐予寒梅花开凛冬白雪
中的天恩，那又何必在冬天亮出艳丽的外

装，引人痴驻足，与梅共分一分文墨？
我越看越喜欢这盆秋海棠，三色的花

朵围拢成一片绣球，各有各的神气，却又
显得低调谦逊。老板看出了我喜欢这海
棠的心思，不知这家店可是因为地理位置
的缘故，人来人往的花市竟少有人驻足赏
花。我微笑着和老板打了一声招呼，肯定
了自己确实喜欢这海棠的心思。

买还是不买？老板的价格并不贵。我
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决定买了吧。

我把这海棠花买回了寝室，放在了阳
台上。室友说这海棠花实在是艳丽，居然
是三色的，可惜没有花香，就像假花一
样。是啊，没有花香的花确实如同针织线
绣的假花一样。即便是海棠花中的上品
西府海棠也没有花香。然而，没有花香又
怎样呢？我还是喜欢海棠花，喜欢她的平
凡，喜欢她的低调。

我心疼没有早些遇上这海棠花。如
今已是十一月，马上便临近暮秋了。暮秋
的天渐渐气温低了，我担心这海棠花会在
一周的时间内一一凋谢，余下一堆青叶，
徒增伤情。然而这秋海棠终究是在猎猎
冷风中熬了一周的光阴。我莫名地感觉
到这缘分的可贵神奇。我向海棠花的泥
土中泼洒了一些水珠，一些小小的水珠被
泼洒到了叶面上，在晨阳的光照下，显得
有些晶莹剔透，十分可爱。我看着这一朵
朵海棠花，她们也同样看着我，我们就这
么彼此静静地看着对方，思索着这一刻的
宁静，这当如“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
我应如是”的感觉一般。

我没忍住，细嗅了海棠。海棠确无
香，但似乎我又闻到了一阵香气。

乡下老家边上有棵乌桕树。这
是一棵长在我记忆深处的树，也是长
在我内心深处的树。

是谁种下这棵树的？显然不是
我，当然也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估
猜准是一只乌鸦干的。要知道，乌桕
树的名称由来，就与这乌鸦有关。不
信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木二·
乌桕木》所记如下：“乌桕，乌喜食其
子，因以名之……或云：其木老则根
下黑烂成臼，故得此名。”母亲是第一
个发现这棵树的，那时还是只有拇指
般的小树苗。屈指算来，母亲“慧眼
识树”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记得那年，老家宅基地的地基已
经打好，就等砌墙了。砖是父亲自己
打的，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地基上。为
了方便搬砖烧砖，父亲就在地基边垒
了个砖窑。就在烧窑时，母亲发现了
这棵树。来来去去地搬砖运柴，砖窑
边的小树已被碰倒歪了一边。母亲
说，这棵小树命硬，这么踩都没有死，
干脆就留下它吧。

母亲把小木棍深插在土里，用布
条把小树苗固定在木棍上。她还找
来了一个旧篮子，将篮底戳个窟窿，

倒扣在树苗上。为了不让窑火烫坏小
树苗，母亲还用件破棉袄围在篮子四
周，每天都用水把棉袄浇个透湿的。

千禧之年，我家总算住进了新
房，这时离烧砖出窑也十多个年头。
当初并不起眼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
一棵大树。

这棵树，从小到大吃了不少苦
头。树就长在河畔之上，烈日晒它、
狂风刮它、暴雨淋它、闪电劈它，那是
司空见惯的事。每年春夏之交，河水
就会暴涨，可怜那些树根就会被洪水
无情地冲刷一次。记得上世纪九十
年代某年发大水，整棵树差点被连根
拔起。洪水退去，我们赶紧把树干扶
正，找来三根大木头用支架固定；把
那些裸露在外的树根塞进土里，搬来
大块石头压紧。不得不佩服这乌桕
树的生命力了，不仅活过来了，而且
越活越有劲。

如今，大树已然成了老树。树干
也有了碗口般粗了，树冠足以覆盖半
个篮球场。每次看到这棵老树，我总
是不由得想起了马致远的“天净沙”
里的那一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
流水人家。前半句显得很是凄凉，但

在我家门口却是另一番光景。
昏鸦，乡下很难见到了，不过像

麻雀这样的鸟儿倒是比以前多了。它
们总是叽叽喳喳地，撒着欢儿、不停地
啄着乌桕籽吃，把我家门前整得热热
闹闹的。缠绕着树干的不是枯藤，而
是新藤。它们从树下一直缠到树腰，
甚至有的藤条伸到了树梢。刘三姐的
山歌里唱着：“山中只见藤啊缠树，世
上哪见树啊缠藤。青藤若是不啊缠
树，枉过一春又一春。”是的，乌桕树是
无私的，它宁愿自己被缠着，也要给藤
活下去的信心、勇气和希望。真的希
望这新藤永远不要成为枯藤，如果真
的那样的话，我会心疼的。

自从有了这棵乌桕树，树底下就
成了一家子的好去处了。

我喜欢在树下装个文绉绉的文
学青年品读四季轮回。春天里，枝丫
吐绿，乌桕花开，我在树下感受春之
气息；夏天里，枝繁叶茂，绿荫如盖，
我在树下找到夏之凉意。秋天里，一
团红火，生机勃勃，我在树下读懂秋
日私语；冬天里，千叶散尽，虬枝峥
嵘，我在树下品味冬之雪韵。

相比我的诗意，父亲、母亲和孩

子们喜欢去树下的原因就过于直接
简单了。父亲喜欢端着饭碗蹲在树
下吃，喜欢在树下闲庭信步“吞云吐
雾”一番。母亲喜欢在树下的小河边
洗衣服，不时和路过的熟人打个招
呼，也喜欢搬张小椅子在树下摇着蒲
扇乘凉。孩子们喜欢在树下的小河
里和鱼儿欢快地游泳，和小伙伴们打
水仗……

要是有人问我，怎样就能找到我
的乡下老家。我会告诉他，只要你到
了村中央，看到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
边上的一棵高大的乌桕树就算找到
了。这乌桕树既是我家的“向导树”，
还是“迎（送）客树”。

以前，只要我一回家，父亲和母
亲就会站在树下等我，笑呵呵地帮我
拿这拿那。每次我一出门，他们就站
在树下默默地送我离开，直到我从他
们的视线里找不见时，才转身回家。

可是，现在只有父亲独自一人站
在树下等我，为我送行了。每次看到
想到这样的画面，我心里总是一阵心
痛——要是母亲还在，该有多好啊！

母亲走了，她亲手照顾的乌桕树
还在。

人间风景屋 边 乌 桕 树屋 边 乌 桕 树 谢世兵

秋末，天气晴好，应邀参加由市作
协、黟县作协携手开展的“走进黟西北”
采风活动。早 7点不到，驾车从市区出
发，约定 8 点在黟县转盘集合换乘大
巴。秋天清晨的空气在桂花氤氲的香
气里格外清甜。

黟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境内黄山
山脉横贯，山峦起伏，山势由北东向南
西方向延伸，海拔高度在 800～1000米
之 间 ，海 拔 1000 米 以 上 的 山 峰 有 52
座。黟县名称的由来，皆因黄山。该县
始建于秦（公元前 221），因建置于黟山
南边而得名。资料记载，黄山古名黟
山，峰岩青黑，遥望苍黛而名。传为轩
辕黄帝“栖真之地”，故唐天子李隆基于
天宝六载（公元 747）敕改为黄山。黟县
是徽州文化发祥地之一，拥有“世界文
化遗产地”“国家生态示范区”等多个名
片和“画里乡村”“千年古县”的美誉。
黟县环境优美，生态绝佳，境内山川毓
秀，相传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就出
自于此。

“黟西北”故名思义，黟县西北部地

区。此行给人印象深刻的有红光村史
馆，馆内展示了红光村发展的艰辛历
程，了解到红光村致富带头人“党代表”
金玉琴的感人事迹。村史馆浓缩了红
光人奋斗不已的进取精神，提醒每一位
参观者勿忘历史珍惜当下，虽是小小村
史馆，却很有励志教育意义。

大山深处山路弯弯，因为路窄，大
家多次下车步行，呼吸山里的清新空
气，听闻溪水潺潺鸟儿欢唱，和大自然
做亲密接触。不一会，我们来到了洪星
乡长春村的马坦香榧基地。该基地面
积 1370 亩，其中黟县龙潭生态果业有
限公司香榧林面积 600 亩。香榧又称

“黑果”，为黟县“五黑”特色产品之一，
属红豆杉科，口感香酥松脆，具有润泽
肌肤、延缓衰老的功效，以“沉五痔，去
三虫”的奇效被药圣李时珍收录至《本
草纲目》。2016年在香榧林地里套种了
300多亩茶叶，通过培育管理，茶树长势
喜人，2020年茶叶已开始采摘，产生了
很好的经济效益。

告别香榧基地到达联光村已是午

时，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美丽村庄。溪
畔伫立的一棵柿树上挂满了红柿子，在
蓝天的衬托下分外美丽，似乎在热烈欢
迎大家的到来。午餐，大家品尝到黟县

“五黑”之一的黑猪肉，掌勺的师傅是村
里的一位老伯，笔者对他辛勤忙碌表示
感谢，告诉他饭菜做得很美味很可口，
为他点赞。朴实的老人家系着围裙，听
到赞扬，高兴地笑开了脸上因岁月留痕
的纹理。一大锅红烧黑猪肉油光发亮，
下面垫有徽州特有的干豆角、干笋片、
新鲜萝卜块和农家豆腐，大家围坐品尝
农家土菜，体会了一回“故人具鸡黍，邀
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怡然。联
光村村委会的外墙边，有一株约 200多
年的香榧树，枝叶繁茂间挂满了果实，
第一次看见这么高大高龄的香榧树，不
由得对自然树起敬畏之心。

离开联光村继续前往宏潭乡，来到
“不事山外康养部落”酒店，该酒店总
投资 3亿元，是一家以中国国学为主题
文化的康养度假部落酒店，目前已有

十余间木屋别墅已投入使用。木屋区
环境优雅怡人，入住木屋如同置身大
自然中。不远处的佘溪水库，因干旱
少雨，水位下降，但仍可见秋阳下微风
拂过湖面波光粼粼，湖畔几棵不知名
的树，在秋风的晕染下披上了色彩绚
烂的外衣。

佘溪村，因“佘水”得名，亦是黟西
北一个美丽的村庄，它四面环山，地处
宏潭乡东部，该村村容村貌整洁干净，
村民勤劳善良自信。在村中观音廊桥
边，遇见一位大娘，她用扁担挑着一对
箩筐，正准备去田间。我们提出给她拍
个照，她落落大方站在了镜头前，还有
村里可爱小姑娘的甜美影像也留存在
我的镜头里。

秋日午后的阳光洒落在佘溪两岸，
廊桥背面有一棵不知有几百年树龄的
老槐树。槐树下部树径约 2米，内部已
中空，宽阔透亮，但整棵大树枝繁叶茂、
郁郁葱葱，它是佘溪村的水口树，想来
在槐花盛放的季节，花香必定会萦绕了
整个佘溪。彼时，秋阳斜照，秋风阵阵，

秋草摇曳，摄影光线极佳摄友们得到不
少好片，女同胞们乐得做起模特，忙得、
开心得不亦乐乎。

最后一站是五溪山大峡谷，峡谷内
溪流蜿蜒，清凉舒适，是夏季避暑旅游
胜地。徽州山区多处山脉皆为黄山山
脉的延伸，五溪山山脉地处黄山山脉西
南麓。五溪山的春季，高山上 400亩高
山红杜鹃在千亩高山草甸的映衬下争
相吐艳，显得格外妩媚动人，是户外徒
步者的天堂。

一天的行程让人意犹未尽，所见田
园风光美不胜收，所到大山深处民风淳
朴。黟西北的美丽景象可以用“惊艳”
二字来形容。惊艳它的美丽、惊艳它的
发展、惊艳它新农村建设的成果。而这
份“惊艳”和党的好政策以及黟西北各
乡镇干部的辛勤智慧的付出密不可
分。这是一次愉快的采风，让笔者再次
感知了徽州秋日田园风光的魅力，感受
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成果，感触到
乡村振兴跳动有力脉搏的频率。

惊艳惊艳““黟西北黟西北””
人
间
风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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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怀念冬天的怀念
悠
悠
心
曲

 徐添鸿

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年冬天特
别冷，我的脚趾和脚跟冻得又红又肿，
上学走路一拐一瘸的。母亲急了，每
晚用一只小酒杯，里面放着地瓜酒，点
着火后冒着蓝色的火焰，然后用棉花
蘸酒往红肿处擦，几天下来不见好转，
脚还是冻破了。我忍着疼痛，急盼着
冬天早点过去。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春天到了，田
野充满了生机，人们开始忙碌起来。
冬季的痛苦遭遇也早已忘到了脑后。

一天，我看到屋里地上一只木盆
里浸泡着很多长长的树皮，母亲坐在木
盆旁，左手抓着一根放在垫布上，右手
用一把半圆形的小刀在树皮上使劲来
回刮，刮掉表层，树皮变得又白又薄又
软了。我好奇地问：“妈，你弄这个干什
么用啊？”“去，看你的书去。”母亲仍低
着头重复着那些单调而枯燥的动作。

后来知道，做鞋需要专用的麻绳。
春季，母亲早早地把苎麻割回来，剥下
外皮，经过水泡、刀刮，制成许多细软的
苎麻条，母亲每次拿两根放在大腿上不
停地捻搓，就编成了一根根细长柔软却
十分坚韧的苎麻绳了。这只是母亲做
鞋的复杂工序中的第一步。

我还记得，纳鞋前还有很多工
序。首先是做鞋样。母亲从抽屉里取
出按鞋底和鞋面尺寸已剪好的鞋样
纸，放在事先用糨糊制作好的布壳子
上面，用剪刀比着样子剪。剪好后，母
亲把鞋底边缝好，就开始做鞋面。鞋
面外面用结实的新布料，高档的鞋子
会用呢子布和灯芯绒面料，鞋里子用
柔软的新布做内衬。为了不让我冻
脚，母亲做棉鞋时在两层鞋面料中间
铺上厚厚的棉花，这样冬天鞋更暖
和。做鞋底讲耐心，母亲将没用的旧
衣裤、旧被单剪成大大小小的布片，将
这些布片一层层叠加在鞋样上，最上

一层用白色的整块布，叠到一定的厚
度后，和鞋样缝在一起，就可以纳鞋
了。

纳鞋底是既有技巧又很累的活
儿。母亲身体柔弱，但纳起鞋来一点
也不含糊。夜深人静，窗外一轮皎月，
大地洒满银光。母亲坐在窗前的煤油
灯下，弓着背，低着头，左手攥住鞋底，
右手捏住针全神贯注地纳。鞋底厚
了，针不容易穿透，用顶针箍使劲顶，
针才能穿通鞋底，然后用力将麻绳拽
出，到拽不动时，再将麻绳在手上绕两
圈，手握成拳头靠着鞋底死死地勒紧，
针脚深嵌布里，这样纳出的鞋才结实
耐穿。有时顶针箍也不管用，母亲就
用锥子在鞋底上用劲钻个小孔，再将
针穿过去。纳鞋时间长了，手指酸麻，
浑身困乏，母亲常被鞋针扎破手，血流
在母亲手上，仿佛流在我的心里。

拽麻绳十分费力，手掌会勒出一
道道红印，很疼。母亲常常用布把手
掌包裹起来。有时麻绳还是拽不动，
就用自制的蜡在苎麻绳上拉几下，再
拽麻绳就省力多了。多少个夜晚，母
亲在纳鞋拉拽麻绳时那有节奏的“吱
——吱——吱”的声音，常伴我进入甜
蜜的梦乡。

母亲做针线活心灵手巧，一丝不
苟，一双鞋纳好后，那针脚密密匝匝，横
平竖直，整齐匀称，斜看都是一条条直
的对角线，就像一幅完美的几何图形，
让人赏心悦目，邻居常常称赞不已。

纳好鞋底，最后要和鞋面缝合在
一起，俗称上鞋面，这是个技术活。上
鞋面前，母亲得先修鞋边，俗称割鞋
底。把鞋边切割得光滑平整后才能上
鞋面。切割鞋边用的全是暗劲儿，切
完后母亲的额头已挂满细密的汗珠。
上鞋面母亲有技巧，把鞋面和鞋底的
中心线对齐，先固定前面，鞋面缝合

好，严丝合缝，不偏不倚。然后母亲再
用鞋楦给新鞋定型，放上几天，这样一
双新的棉鞋才算做好了。

又到了冬季。一天夜里，母亲把
我叫到跟前，她蹲在地上让我试穿新
做的棉鞋。我从母亲手中接过鞋，把
脚伸进去，轻轻地踩在地板上，顿时觉
得软软的、暖暖的，那种暖就像冬日里
的阳光。母亲看我穿上后很合脚，便
说：“明年我再给你做。”

看到母亲做鞋如此艰辛，我连忙说：
“以后你不用做了，一双鞋能穿几年。”

“傻儿子，鞋是用来穿的，穿坏了，
我现在还做得动。你要好好读书，等
你将来考上大学，参加工作了，就有钱
自己买鞋穿了，到那时我就真的做不
动了。”母亲笑着说。

那天夜里，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第
一次发现母亲的手是那么枯瘦!第一次
感觉到一种情思和力量在心中涌动!

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坐在窗前，在
昏黄的煤油灯下，一针针一线线为我
做鞋的情景和她那专注坚毅的神情，
犹如一幅美丽的画，深深地定格在我
的心里。

如今，随着岁月的变迁，我虽然不
再穿母亲做的布鞋，但是无论我走到
哪里，那棉布鞋里的暖和母亲的爱一
直陪伴着我，与我同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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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桂 花糖 桂 花

 周 芳

朋友发来图片，新泡的桂花茶。汤色
红亮，应是丹桂。因是新鲜的花粒，它们
鼓胀着，挤挤挨挨，簇拥在杯底，释放着生
命里的余香。

桂花守约，留着一夏的心事，单等秋风
吐露。今年的秋，来得较迟，有人戏言，是
日子把自己过忘了。我深深在吸一口香
气，又是做糖桂花的季节了。

母亲去世后，每年，我都会做一瓶糖
桂花。并不是特别馋这一口，或许，我是
以这种方式，祭奠曾经陪伴我的人。

母亲喜欢各种花，尤其是会开花的
花。以前，我家院子里有棵金桂小苗，长
成树，再年年开花，都是母亲的功劳。别
人只是把桂花当花看，母亲则给我们做了
一回又一回的糖桂花。

当幼小的花蕾在枝叶间探出头脑，母
亲就开始围着桂花树转着，看着，甚至夸
张地凑近闻着。她笑着说，今年的花，又
要开疯了。米粒般的花陆续绽放，我们等
不及了，要做糖桂花啦！母亲则是一推再
推：不急不急，看花开得多好，真是舍不得
呢！母亲是真的不忍摘花，她常说过，所
有的花，花期都短，在花脱离树的一瞬间，

“叭”地一声，生命就结束了，就让它长在
该长的地方，我们有花看，有香闻。

我们姐妹几个可是不管这些，趁母亲
不在家，拿报纸铺在地上，轻轻摇动桂花
树冠，桂花如雨簌簌下，不一会，已经铺满
厚厚一层。

母亲回来，只能笑骂几句。她小心收
集桂花，淘洗后放在竹筛里，捡去花梗、残
花和树叶，摊在太阳底下晾晒，一天下来，
桂花就过完了花的一生——原本金黄的一
层，变得干缩发暗，颠一颠，只有一小捧。
做糖桂花也是有仪式感的。晚上，母亲把
家里收拾停当，便来专心腌渍了。她拿出
早准备好的干净瓶子，一层白糖，一层桂花
地铺着，间或再晃晃，排排空气，只要装到
八、九成便可。我们围在她身边，屏息相
看。干桂花的香味淡了许多，失去了水分
的香气是不饱满的。但母亲总是说，香味
还活着，会在瓶子里慢慢释放的。

完了，瓶子搁置在餐桌一角，走来走
去，我们都会看上一眼。看着桂花的颜色
愈发深褐，看着瓶子里溢出了糖水，一眼
又一眼，满满的期待与快乐。

要不了多久，糖桂花就可以吃了。开
瓶，酝酿已久的香气一下子爆发出来，在
花香的尾调又揉杂着糖的甜香，诱得我们
直往桌边凑。挖上一大勺，糖汁在水中缓
缓化开，干瘪的桂花虽没有丰满的身姿，
但留存的香味让它的生命再一次延续了
下来。平时常忘喝水的我们，会一杯一杯
地牛饮。

成家以后，母亲会做更多的糖桂花，
一瓶一瓶地让我们带回家。母亲在，我们
凡事都有着依赖心，母亲不在了，桂花还
开着，糖桂花也做着，可是，由口入心，只
有思念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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