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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

一

　　天坛有个白色藤萝架，就是我的客厅。我
常来这里，无论春夏秋冬，无论相识不相识，总
能碰见聊得来的人，即使萍水相逢，却也相见
甚欢。
　　这天天近中午的时候，遇见一位身穿黑色
连衣裙的女人。我坐在藤萝架的一侧画画，看
见她站在中间扭动着腰身，正拿着手机自拍。
她的身后，前有茂盛的藤萝，后有几棵高大的雪
松，秋日的阳光被密密实实地遮挡，那一片藤叶
绿得格外浓郁，如深沉的湖水，在微风中抖动
着，泛起涟漪。间或有阳光从叶子的缝隙中挤
进来，洒在她的身上和地上，斑斑点点，像跳跃
着银色的小精灵，辉映得女人的身材苗条玲珑。
她头上戴着渔夫帽，脖颈上戴着珍珠项链，显得
很有些朝气。
　　我正想画她和她身后的藤萝，她向我走了
过来，和我打着招呼，仿佛很熟悉的老朋友或老
街坊。这便是北京人的秉性，大多是自来熟，不
设防，两句话都能把距离缩短。
　　我忙站起来，指着她手中的手机对她说：我
看您自拍来着，我帮您照张相吧！
　　她把手机递给我，说：好啊！自拍，照得人
特别大，景照不全。
　　我帮她拍了两张，手机屏幕上的人，比刚才
在远处看，显得岁数大很多。距离，常能迷幻人
的心和眼睛。
　　您看看，照得行不行？我把手机还给她。
　　她看了看，连说：照得挺好的。还带美颜了
呢！说着，她冲我嫣然一笑，又说道，昨天我在
家里臭美了一天，我家老头儿说我，整天就知道
臭美！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不美美，还等着什
么时候美？
　　我问她：怎么您家老头儿没和您一起来呀？
　　他在家做饭呢！
　　哦！敢情您自己一个人跑天坛来美够了，
回家吃现成的，您可是真够美的了！
　　她得意地笑着，浑身花枝乱颤。
　　这样年纪的女人，日子过得这样松心，悠然
自得，不容易。我望望她，又忍不住猜测着她的
年龄，便转个话头儿问她：咱俩谁岁数大？
　　她快言快语：我 52 年出生的，属大龙的。
　　今年整 70！
　　我顺着年龄接着问她：您 69 届的？
　　是。
　　那您插过队了？心想 69 届几乎都去农村
当了知青。
　　没有！我几个堂姐都去山西陕西插队了。
我妈不让我去，熬了不到两年，给我分配了个
工作。
　　在哪儿上班？
　　烤鸭店！
　　好地方呀，您烤鸭没少吃！
　　说得她忍不住地笑。
　　还是你妈厉害！我冲她竖起了大拇指。
　　我妈没文化，就认准了一门儿，不让我走。
我那几个堂姐后来都从农村回来了，都结婚有
了小孩，都没房子住，发愁的事一个接一个等
着呢。
　　您倒是没愁房子的事？
　　我家有一个自己的小四合院，父母去世前，
把小院分给了我们几个孩子，给弟弟多一点儿。
现在，房子还没拆迁，都租出去了。房子倒是没
发过愁，愁的是孩子！
　　没有想到，说起房子，拔出萝卜带出泥，扯
出了新的话题。她是个快嘴快心的人，肚子里
藏不住事，立马对我说起他的儿子。儿子四十
多了，有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一枝花，老大上
高中了，老二上小学。两个孩子从小都是儿子
儿媳妇小两口自己带大的，她没受过一天的累。
　　多好啊！您享清福呢，坐等孙子孙女长大，
有什么愁的！我对她说。
　　她一摆手，撇撇嘴，说：找的这个媳妇，身高
一米七，个子不矮，一点儿不秀气！
　　原来不满意儿媳妇。她人长得不错，儿子
肯定也错不了。希望找个漂亮点儿的儿媳妇，
当婆婆的心理可以理解。但是，这还不是最主
要的问题。
　　她接着对我说：有了孩子之后，儿子不让我
们带，对他媳妇说，孩子必须跟在父母的身边。
儿媳妇本来有个挺好的工作，儿子让她把工作
辞了，在家里带孩子。
　　儿媳妇当全职太太了？您儿子做什么工作
的？负担得起这么大的开销吗？
　　做金融的。她只是轻描淡写一说，肯定收
入不菲，我的担心不存在。我对她说：这不挺好
的吗？
　　如果不仔细，不会察觉她轻微地叹了口气，
很快小风一样吹过去了。
　　我那儿子说孩子一定要跟着父母长大，这
话里面的意思，你可能不知道，可我知道呀，这
句话，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怎么啦？他童年经历了什么？
　　每个人都是一本厚厚的书，不打开，封面都
是堂皇的；打开来，都有属于自己的跌宕起伏。
　　他从小跟着他姑姑长大的，一直到上了初
中，才回来跟着我们，和我们一点儿不亲。我跟
他解释好几次，那时候，我和你爸爸工作都忙，
而且都不是上朝九晚五的正常班，服务行业，上

班的点儿拉得长，上幼儿园上小学，我们都没法
子接送你，只好把你送到你姑姑那儿……他听
完，不说话。其实，他人挺能说的！
　　这我信，她就够能说的，儿子一定随她，不仅
长得像，性格也随。不说话，其实就是一种心情，
一种态度。做母亲的，她心里当然明镜似的清楚。
　　人这一辈子，必要的酸甜苦辣全都要尝过，
才算是经历了整个一生。不可能全都是蜜一样
的甜，也不可能全都是黄连一样的苦，即便是再
平缓的水流，也不可能都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
帆悬，总会有些风浪，即使打不翻我们的一叶扁
舟，也得吹皱一湖涟漪。这便是人生的能量守
恒定律吧。
　　这个女人的一生就算够美满的了，但是，毕
竟母子连心呀，儿子童年那一番经历所刻印下
性格的深痕，以及她自己内心那一份无法弥补
的隐痛，都会像小虫子，时不时地爬出来，咬噬
着母子彼此的心。心里和儿子系上的疙瘩，她
并没有奢望让这个疙瘩变成漂亮的蝴蝶结，只
想不是死结就行，能松一松就行。可疙瘩就是
疙瘩，随着岁月像铁会生锈，越来越难以解开。
有什么办法呢？做母亲的，只能慢慢在岁月中
自我消化和和解。女人表面上的臭美，便是这
样自我消化的一种方式，一种自己和自己和解
的金鼎药方吧。人这一辈子，最大的对手，不是
别人，只是自己，是自己的心。谁的心都不会是
一面平展柔滑的丝绸，即便不是一块千疮百孔
的搓脚石，也是一件穿得时间久了的衣服，不会
不起一点儿皱褶儿。
　　女人把心里这一番话说出来，似乎痛快了
许多。萍水相逢的人，最适宜说出这些对朋友
对亲人难以说出口的内心的隐痛。虽然明白说
出来无济于事，旁人给予不了任何帮助，同情和
劝慰打不起一点儿分量；但是，说出来，也是自
我消化和解脱，或者是多少转移自己情绪的一
种途径吧。有时候，人需要倾诉，不能像糗黄酱
一样，总把心事和情绪憋在自己的肚子里烂掉。
　　她摘下渔夫帽，一把薅下来头上的头发，露
出一头雪白的白发。这动作有些突然，吓了我
一跳，原来她戴着一个假头套。她笑着对我说：
四十块钱买的。出来照相，戴上它臭臭美！
　　说着，她打开手里的一把遮阳伞，对我说了
句：回家吃饭去喽！便风摆柳枝袅袅婷婷走出
藤萝架，走在前面的甬道上。她的背影渐渐远
去，天蓝色的伞面，很是明艳，和秋日中午湛蓝
的天空融为一色。

二

　　如今，背着大炮一样各式镜头专业单反相
机的人，在天坛里能够见到很多。而且，不仅
是年轻人的专利，不少老人也玩起了单反，不
是尼康就是佳能，尼康 D850 全画幅，都不在话
下。尽管赶不上颐和园冬至那天那么多老人
抱着单反，拍十七孔桥夕阳金光穿洞，不顾寒
风凛冽拥挤一起时那么热闹，但在天坛里也常
能看到抱着、背着、端着单反拍这拍那的老人。
尤其是开春花开时节，国庆节三角梅亮相，秋
天菊花展和银杏黄了的时候，或是冬天的雪景
里，老头儿的长镜头单反，和老太太的花围巾，
成为标准配置，是天坛公园里的一景。斋宫院
内、皇乾殿大门前、花甲门北侧的红墙前、祈年
殿绿瓦灰墙四周轩豁的广场上，则一年四季都
是他们选景的打卡地。
　　十月金秋，天坛很热闹，国庆前后的三角梅
花开似火的劲头还没有过去，祈年门前东西两
侧的菊花展，赶在霜降前又开始登场了。今年
是天坛举办的第四十一届菊花展，各种菊花铺
铺展展有六千多盆，其中不仅有难得一见的绿
色菊花，还有一株长着千朵金菊花的大立菊，高
高的，鹤立鸡群，号称“菊花中的姚明”。尽管受
疫情的限制，外地旅游的人少了，去看菊花的北
京人却很多，背着单反，拿着摄影架等家伙什齐
全的人很多。
　　在紧靠丹陛桥西侧林荫道的座椅上，一位
老爷子背着单反从眼前走过，看样子是要去祈
年殿菊花展拍菊花，一位坐在我身旁的老爷子，
指着人家的背影，不以为然地对我说：都是孩子
不玩了，淘汰下来给的。
　　这话说得有点儿酸葡萄味儿，那位老爷子
相机的长镜头，很是有点儿威武呢。我便说：现

在有的老爷子不缺钱，自己买得起，也玩得转
这玩意儿！
　　老爷子鼻子哼了一声，瞥了我一眼，有点
儿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没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从兜里掏出手机，打开给
我看。是很多照片，照的都是街头小景，一张
紧接着一张，糖葫芦串似的，琳琅满目，让人
目不暇接。我仔细一张张看：
　　新世界商厦门口新开张小店排长队的
人群；
　　花市街口等红灯骑摩托车的外卖小哥；
　　磁器口豆汁店门外摆地摊卖鞋垫的老
太太；
　　尹三豆汁店门口提着一塑料桶豆汁正迈
步出门的老爷子；
　　王老头炒货店里好多争先恐后买栗子的
伸开的手臂；
　　光明小学校门前的路上接孩子放学回家
挤成一团的小汽车；
　　广渠门桥头摆在地上一堆红的绿的黄的
紫的色彩鲜艳的蔬菜水果；
　　红桥商场后面上货的货车旁蹲在地上正
在抽烟的司机；
　　夜灯下雪花飘落中不知等候何人正在焦
急打手机的男子；
　　细雨飘飞中的斑马线上打着一把红伞颤
悠悠过马路的老太太；
　　公交车上一只手抓着吊环一只手搂着姑
娘的小伙子；
　　地铁站甬道里抱着吉他的卖唱人；
　　天坛公园北门口背着一塑料袋小山一样
高的空饮料瓶的老头儿；
　　一个高举着气球正在奔跑的小男孩；
　　几个围在一起吹起漫天彩色泡泡的小
孩子；
　　一个已经瘫成一摊泥只剩下一双石头块
做成黑眼睛的雪人；
　　一个遗落在地上颜色还很鲜亮的天蓝色
口罩；
　　两个挂在干树枝上被风吹得鼓鼓的空塑
料袋；
　　一长队隔着两米距离等着做核酸的
人们；
　　一群人围观一个正画祈年殿油画的
姑娘；
　　 ......
　　老爷子一直望着我，虽然没说话，却在眼
巴巴地求点赞呢。我连声说道：真不错！真
不错！都是您用这手机照的？
　　老爷子说：当然，怎么样，比那些玩单反
的照得一点儿也不差吧？
　　我夸他：比他们强！您这照得多接地气
呀，市井人生百态，比照颐和园的金光穿洞，
北海公园里的戏水鸳鸯，或者圆明园那湖里
鱼吃荷花，要强多了！
　　老爷子谦虚地说：也不能这么说，人家照
的讲究的是技术，咱们讲究的是生活，两路
活儿！
　　说完，老爷子意犹未尽，从我手里接过他
的手机，接着又说：玩技术的，得用单反；照生
活的，用手机就够了！
　　我笑着说：手机让您玩得够溜！看您照
了多少啊！
　　这只是一点点儿，好多片子都存在家里
的电脑里了。我没事爱到街上瞎转，随手照，
人家叫做“扫街”，不讲究什么光圈呀景深什
么的，也不修图，就是原生态！
　　这样最好！原生态比描眉打鬓好！您的
这些照片连在一起，就是北京今天街头的清
明上河图呢！
　　这就是您过奖了！您大概也看出来了，
我照的这些片子，都在附近这一带的一亩三
分地。我家就住花市，从小就住在那儿，哪儿
哪儿的，都熟，远处我也不去。这一带，就够
我照的，每天出门，贼不走空，都有的照，照不
完地照！
　　您这是一口井深挖，不仅让它出水，还得
出油！
　　看您说得，还出尿呢！
　　我们俩跟说对口相声一样，忍不住都哈
哈大笑起来。

秋天奏鸣曲

田延敏

　　收秋打夏，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历来是农民的要紧事、挠头事。不
知何时起，走乡入户、帮人收麦这一
季节性职业——— 麦客，便应运而生，
在机械化普及的今天，他们又悄然
退出田间地头。
　　回想起来，笔者有两段当麦客
的经历，只不过是不收费的麦客。
　　小时候，我家住在鄂西山区，耕
地多为小块山坡地，机械作业困难，
夏收时还极易下“跑暴雨”，即使麦子
种植面积不大，麦收时同样面临时
间急、人手紧的难题。为确保到手
的麦子不被雨侵而烂在地里，纯朴
的家乡父老想出了一个类似于麦客
收麦的办法——— 互助收麦，老家叫
做“转工”，三五几户相互邀约，谁家的麦子先
熟就先帮谁收，哪天的雨情急就找更多的劳力
大会战。作为未成年的学生，一般不会计算在
劳力之内，只安排干一些烧水送茶之类的杂
活。看着大人们忙忙碌碌的身影，我时常忍不
住拿起镰刀加入抢收的队伍，算是帮点小忙、
凑个热闹。大人一再叮嘱小心被刀割到、小心
被麦芒扎到，虽一百个不放心，但也乐见孩子
接受“汗滴禾下土”的锻炼，更有将来“学习更
刻苦”的期盼！收割完毕，扛着麦子送到东家，
乡亲们乐呵呵地聊着家长里短，我也“理直气
壮”地享受主人的美食和丰收的喜悦。
　　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到了北方，没想到
军旅之中再与麦客结缘。那是上世纪九十
年代初，连队每年组织专业分队赴机场驻
训，都分散住在附近老乡家，我们班的房东
崔叔有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驻地石家庄
位于冀中平原腹地，一马平川，麦接千里，是
国家重要的优质小麦主产区，家家户户都种
有很多小麦。当时联合收割机还不常见，多
数农户还靠手工作业，收麦任务十分繁重。
为解民之所急，麦收时节，部队专门放几天
农忙假，帮助驻村农户收麦。才到五月，连
队就开始做思想发动工作，从拥军模范戎冠

秀的英雄事迹，到拥政爱民的光
荣传统，再到秋毫无犯的群众纪
律，讲得大家狠不得马上提着镰
刀冲向麦地。到六月中旬麦熟
时，驻训官兵就以班为单位，从
紧 张 的 训 练 场 转 入 火 热 的 麦
收场。
  古时“麦穗人许长，谷苗牛可
没”，但现在推广抗倒伏的低矮品
种，收麦时只能“足蒸暑土气，背
灼炎天光”了。为让房东大叔大
娘轻松点，我们天没亮就悄悄下
地，比着割，抢着干，生怕比别人
落后，等房东大叔下地时，已经收
割了一大片。再接下来就一边
割，一边捆，收拢成堆，最后用农
用车拉到脱粒机上打成麦子，装
袋拉到晒麦场，晾晒好了再一一

归仓。每天中午，房东大娘都会做出最拿
手的槐花小饼子、猪肉大包子、家常大熬
菜，还有井水泡过的大西瓜，我们围坐在
槐花树下，吃着美食，闻着花香，聊着家
常，亲如一家，其乐融融。
　　后来随着工作调动，逐渐远离了麦收一
线，但愉快的麦客经历时时在脑海中浮现。
时常打听房东的庄稼长势，时常了解国家的
麦收消息。随着国家“三农”政策的逐渐发
力和农业科技水平的逐年提升，成群结队的
人力麦客早已被轰轰隆隆的机器麦客所取
代，农机称霸麦田，实行跨区收麦、集团作
战，全国日机收面积超过2000万亩，何等壮
观的丰收景象。各地政府还专门成立“麦收
服务队”，解粮农之忧，化麦客之难，农民再
也不用担心丰产不丰收了，麦客也不用再怕

“拖修保供”等跨区难题了。据媒体报道，
今年河南、河北、山东的麦收大会战中，装
备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智慧农机成为三
夏生产的新力量，技术人员只要提前规划
好进场路线，然后一键启动，收割机就会自
主进入麦田自动收割作业，一人可以同时
控制多台收割机，中国农业正在向智能化
的方向高速发展。

聂作平

　　午后，日头正烈，明晃晃的阳光
像热腾腾的火焰从天空喷向人间。
村头，槐树、桉树和枫杨树投下的影
子缩成小小的一团，如同阳光海洋
里一座座可怜巴巴的孤岛。孤岛
上，猫和狗挤在一起，在打盹。猫的
眼睛眯着，瞳孔如黑线；狗吐出猩红
的 舌 头 ，迷 茫 地 尖 起 耳 朵 ，像 在
倾听。
　　那时，我也在倾听。我听到了
啪啪的声音。沉闷的声音。先是一
声，再是两声，三声；先前还能听出此
起彼伏，渐渐地，响成了连绵的一片。
　　我知道，那是连枷的声音，那是
连枷击打麦秸的声音。
　　每年五月，连枷的声音都会在
我老家富顺乡村准时响起来，它将暂时淹没
村庄周围的蛙声、鸟声和溪水声。
　　五月是麦月，收获小麦的麦月。
　　今天如此，千年前也如此。唐朝的五月，
小麦也和今天一样，迎着越来越炙热的夏季风
熟了，便有了白居易描绘过的景象：“田家少闲
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几个月的辛苦与期盼，即将变成现实而
沉甸甸的收获。自古以来，对丰收的重视都
无与伦比——— 比如春秋时代，两国交兵，若遇
上收获小麦，那也得商量好：咱们先把小麦收
了再拼个你死我活吧。比如更远的西周时
代，每逢麦收，周天子都会告诫诸侯：不得征
发民夫，要让他们安心收获。
　　诗人白居易身为朝廷命官，自然无需亲
自参加劳动，但他仍然关心农事。他看到的
场景令人感慨——— 和今天一样，麦收时节，太
阳毒辣，暑气蒸腾，“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
光”，而劳作的人“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这一切，只为颗粒归仓。
　　锋利的镰刀将熟透的小麦一茬茬地割
倒，如果是几个人同时在一块地里割麦，你能
听到刀锋割断麦秸发出的哗哗声如同流水一
样不绝于耳。那些埋头劳作的人，一手握麦，
一手执镰，一会儿工夫，一大片金黄的麦地被
放倒了，露出小麦生长的紫色土。至于那些
被放倒的麦子，它们整齐地堆放在一起，用竹
篾绑起来，挑回或远或近的家——— 每一户农
人的门口，都有一片或大或小的院坝；闲时，
是一家人的起居地，忙时，便是晒场。
　　这时候，就该连枷上场了。
　　其实，连枷早在一个月前就做好登场的
准备了。一个月前，天气不热，太阳不烈；一
个月前，有清亮的雨水，一颗一颗地从天而
降，一群从村小放学回来的孩子，仰起头，让
雨水落到他们嘴里。雨水是甜的，他们说。
那时，他们从村外的竹林穿过，高挑的竹
子——— 慈竹、楠竹、硬头黄、牛儿竹，挡住了雨
水。他们仰起的嘴巴，没能接到雨水，品尝不
到雨水的甜。
　　那时，父亲手握砍刀，在竹林里转悠。他
要选一株最适合的硬头黄——— 硬头黄长得像
它的名字：坚硬而黄。它的坚硬，决定了它不
能像慈竹那样，剖成竹篾编竹筐竹篮，而是用
来搭棚架、晒架或是制作各种农具。
　　连枷由手柄和敲杆两部分组成。硬头黄
是制作手杆的最佳材料。父亲选中了一株三
年生的硬头黄，削去竹枝竹梢，余下六尺长的
竹竿，把其中一端用火烤软后劈去一半，折

弯，就成了柄。敲杆的材料不能
用硬头黄，得用茶树棒——— 富顺
人把它称为茶条。小孩子手腕粗
细的茶条编成一排，再通过手柄
连接到一起，一只连枷就算大功
告成了。
　　一只新连枷，它辛苦的一生，
常常从拍打油菜籽开始。
　　四月，小麦还在灌浆，布谷鸟
还在最高的桉树上不厌其烦地
叫，一个月前开得金黄灿烂的油
菜花早就谢了，结出状如小虾的
菜籽。菜籽成熟了，大地由金黄
变成翠绿。油菜收回院坝，农人
便用刚制成的连枷不断拍打，小
小的油菜籽，随着一下又一下的
拍打，从狭长的壳里滚出来，像一
群散学后的孩子，漫山遍野疯跑。

　　在经过拍打油菜籽的近乎实习性质的
工作后，下一步，连枷一年中最繁重的劳作
来临。那就是五月的麦收。
　　一捆捆酥黄的麦子平铺到晒场上，父
亲们和母亲们一个个手持连枷，相对排成
两行，随着连枷飞起，随着啪啪的声音窜高
伏低，麦粒从麦秸上脱落下来，渐渐铺满整
个晒场。确信已经没有漏网的麦粒了，母
亲们弯下腰，把盖在麦粒上的麦秸收走，于
是，晒场上只余下麦粒。饱满的麦粒，它金
黄的光泽似乎把太阳也逼得退了几步，暗
了几分。
　　作为川南农村每家每户必备的农具，
一把连枷可以用好几年。瓦罐不离井口
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农具最终的结局，大
抵也是在一次次劳作之后，结束于下一次
劳作。有时，在那些此起彼伏的啪啪声中，
突然传来一次不那么清脆的闷响，然后，是
一句粗声粗气的粗口。那时，我们就知道，
一定是有一把连枷，在高强度的劳作中，要
么散了架，要么断了柄。成了废物的连枷，
它最终的去处是炉膛。干透的茶条和硬头
黄，都是极好的燃料，它们足以烧熟一顿
饭，再煮一锅猪食。
　　前些年，我在关中平原游走，也是麦收
时节。辽阔的平原，公路笔直，杨树下，立
着高低的农舍。我看到，一些收割机在麦
田里忙碌。既不需要镰刀，也不需要连枷。
　　然而，我的老家不行。我的老家是丘
陵，小块的麦田像一片又一片的叶子，见缝
插针地挂在起起伏伏的坡上坎下，收割机
显然无法在这样的地方作业。
　　于是，在我老家，连枷和镰刀还有用武
之地——— 事实上，前些年，偶然看到的一条
信息让我十分惊讶：连枷，竟然早在周朝就
出现了——— 从那时到现在，将近三千年过
去了，时代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
简单实用的连枷，居然没有任何一点改变。
最初，连枷不叫连枷，叫枷，也叫拂；到唐
朝，便称为连枷了。如果我手持一柄连枷
穿越到春秋，孔子一定会笑着亲切地说：
枷。倘若是穿越到唐朝，杜甫也一定会笑
着亲切地说：连枷。
　　连枷意味着沉重的劳动，但也象征着
丰收和颗粒归仓。连枷声声的村庄是吉祥
的，它带来金黄的麦粒，黑漆漆的菜籽，圆
滚滚的大豆。当然，它更带来那些能吃饱
饭的日子——— 只有在饥饿岁月生存过，你
才会明白吃饱饭是如此卑微，又如此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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