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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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特别的礼物

■家庭相册

■图片故事

柿子不能等它在枝头自然
熟 ， 怕两点 ： 一是熟透了挂不
住 ， 啪的一声砸下来 ， 一地红
浆； 二是一旦红了， 喜鹊麻雀白
嘴鸦都来了， 啄得汁液四溅， 溅
到头上、 竹篙晾晒的衣服上。 其
实没有这两点， 柿子也不兴在枝
头熟透， 我吃过这样的柿子， 都
软得皴开了还是有点涩嘴。

吹半月秋风， 柿子长到黄，
就要摘下来了，去涩、催熟。 一般
说来，分为两类：温柔熏陶型，粗
暴速成型。后者也有几种方法，其
一曰“温水脱涩法”：放入大水缸，
45摄氏度温水浸没，缸口封严，一
天半就可脱涩；其二曰“酒精脱涩
法”：喷烈酒，放容器中密封三四
天即可脱涩； 还有 “乙烯利脱涩
法”： 将柿子浸泡在0.05%至0.1%
乙烯利溶液中，捞出放置室内，三
四日后，柿子甜软。

之所以说是粗暴速成， 是因
这是强迫柿子成熟， 就像一个孩
子，十五六岁，肯定是涩的，刺头
的，你也不管他愿不愿意，就通过
命令、强训的方式，迫其成熟，这
会造成要么早熟， 要么半生不熟
成了夹生饭，再也熟不了了。 “温
水法” 造就的柿子不够温软，“酒
精法” 催成的柿子汁水寡淡，“乙
烯利法”速成的柿子，软是软了，
可就是甜得有点怪。

我们老家有一种法子， 是将
柿子与熟透且完好的苹果、 沙梨
或者是猕猴桃一同置于密封的容
器内， 略长时间后， 柿子自然甘
甜绵软。 科学的解释是， 陪衬的
苹果、 沙梨或猕猴桃能释放出有
催熟作用的乙烯气体。

小时候见祖母这样做， 我总
是按捺不住好奇心， 老是想掀开
密封的旧棉袄， 奈何棉袄上是木

头锅盖， 锅盖上压着大石头， 我
动不了。

我就问： “为什么它们会甜
呢 ？” 祖母总有纳不完的鞋底 ，
她拿锥子在头皮上蹭一下， 低头
漫应道： “苹果教的啊！”

“苹果是老师吗？”
“不是， 是榜样哩！ 你不是

唱 ‘学习雷锋好榜样’ 吗？ 柿子
们就跟苹果学 ，” 祖母抬起头 ，
明瓦的亮光打在她层层沟壑的脸
上， 因为是笑着， 就是明亮的，
“苹果又漂亮， 又香甜， 柿子们
哪有不知羞的呢？”

我就呆呆站在祖母面前， 她
纳她的鞋底， 不再理我， 她有时
自己微笑起来 ， 我就问 ： “奶
奶， 你笑啥呢？”

她的头发白银一样的亮， 一

根根直到发根。 她说： “我笑你
爷爷。”

我爷爷去世得早， 我没有见
过他。 我问：“爷爷会熟柿子吗？ ”

“会， 他就是给人熟的柿子
哩。 十二岁那年他就随大人一起
做挑工， 跟的是你德旺爷。 德旺
爷心好， 总给他照顾。 挑货上船
跳板， 最后几步凶险， 力气不够
容易掉下去 ， 德旺爷总是帮他
接， 见把他压的可怜， 就偷偷抹
眼泪， 跟人说 ‘这是石灰水熟柿
子哩！’ 德旺爷说得对， 你爷爷
三十多就走了。” 奶奶还是笑眯
眯的， 好像跟她没关系。

我对这个没兴趣， 我问她：
“石灰水也能熟柿子吗？” 她又低
头干活了 ， 说 ： “行哩 ！ 摆不
久， 容易黑心， 烂得快。” 她又
蹭了一下头皮， “我是好命哩，
遇到三太太了。 我嫁你爷爷时，
才14岁， 什么都不会， 家里妯娌
都看笑话哩。 三太太也不说我，
就是浅浅微微地笑， 我做错了，
她拿过去， 替我改了， 再笑笑地
递给我 。 我一年就什么都会做
了 ， 人家都说我没伤身 、 没伤
心， 是大苹果熟柿子哩！”

我听不太懂， 就觉得她说的
渺渺茫茫的， 就问她： “奶奶，
现在柿子熟了一点没？ 我很想打
开看看。 祖母说： 不行， 别吓着
它们， 你最好忘掉它们， 要不它
们老是担心。” 我迟疑地走到门
边， 把她一人留在老屋里。 院子
里啪啪接连几声， 落下的红浆溅
了一地。 是白嘴鸦又飞来了， 我
嘬口 “哟 ” 了一声 ， 再辅以挥
臂， 它们就惊恐地飞远了。

很多天后， 釉亮的大缸里，
青柿子、 黄柿子都熟了、 软了，
甜得人眉开眼笑。

柿子的榜样
□董改正 文/图

□□贺贺楠楠 文/图

处暑前后， 一场声势浩大的
秋雨淅淅沥沥 ， 几乎没有停歇
过。 来到村外， 放眼四野， 地里
铺满了拔出但没来得及收回的花
生， 有的花生果已长出寸余的长
芽， 偶有几块收完的地， 地面上
也散落着不少花生果， 看着让人
揪心！

这个周末， 老天好不容易露
出了笑脸， 五十来岁的张老师趁
机帮老伴把铺在地里的花生翻
晒、 打捆， 用车拉回家。

张老师在大山深处离家不远
的一所乡村小学任教， 与一位和
他年纪差不多的刘老师， 苦苦地
撑着还有二三十个学生的功课。
每想到这， 张老师就心酸， 他幼
师毕业刚分到这一所学校时， 校
舍破败， 设施落后， 几次张老师
闹情绪想调回城里， 是淳朴的民
风和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让他
咬牙坚持留了下来， 并和当地一
位勤劳的姑娘结了婚。 十年前 ，
旧校合建起了一幢三层教学楼，
学校面貌也焕然一新， 张老师心
里替孩子们感谢国家政策好。 可
这几年， 乡村日渐萧瑟， 很多农
户都搬进了镇上、 城里， 以前一
二百学生， 十多位任课教师的热
闹景象已一去不返了。

几年前自家的儿子媳妇也进
城打工， 家里农活几乎就落在老
伴一人身上， 张老师也只有在周
末节假日帮下忙。 儿子前年在城
里买了房， 要月月还房贷， 自己
还有一个读大学的女儿， 留守的
两个孙子， 一家七口日子过得紧

紧巴巴。 这不， 看着满地被雨水
浸泡后长芽的花生， 张老师边拾
掇边心疼。

一块儿地拉完， 顾不上拾那
一地花生， 张老师又把车开到西
山一块儿花生地里。 今天必须把
几块儿地花生拉完， 天气预报明
天还有雨， 再不弄回家， 到手的
庄稼就糟蹋了。

临近傍晚时， 张老师终于把
最后一块儿地的花生装上车，全
身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 拉着一
车花生刚转过山坳来到一开阔
地，就听见老婆惊呼，老张，有一
群人偷捡咱地里落的花生！ 远远
望去， 果真有十几个身影弯腰在
地里忙碌着。张老师这个气呀，老
天光下雨，花生毁了恁多，还有人
不知农民的忧愁，愁上添火。

张老师怒气冲冲地朝自家地
里跑去 ， 气喘吁吁地刚跑到地
边， 就看见一个个熟悉的小身板
正提着一篮篮、 一筐筐花生往地
头破麻袋里倒， 麻袋里花生都快
比孩子们高了， 原来拾花生的是
一群他任教学校的孩子。

看到张老师怔在那儿， 一群
手上脚上沾满泥泞的孩子腼腆地
笑了， 一个大点儿的孩子啪的立
正， 敬了一个少先队礼， 说：“老
师，我们知道您辛苦，又没啥礼物
送您，就想着帮您收收花生。 ”说
完，一挥手，一群孩子一溜小跑，
眨眼间， 像只只小山羊般麻利地
消失在山坳那边……

一股热流瞬间便涌了张老师
全身，他弯下腰，扛起那份特别的
礼物，一抬头，脸上已盈满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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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婷 文/图

“秋天的美， 美在一份明澈。
有人的眸子像秋， 有人的风韵像
秋。” 读台湾女作家罗兰的 《秋
颂》， 不禁让人欣喜万分。 在她
的笔下， 秋天是素雅、 自然、 闲
逸的， “澹如秋水， 远如秋山”。
秋的美， 美在 “秋林映着落日”，
美在 “秋日天宇的闲云”， 美在
“纯净的风” 和 “明澈的水”。

罗兰一生崇尚淡泊， 从这篇
《秋颂》 中便可读出她旷达淡然
的人生观。 “季节就是季节， 代
谢就是代谢， 生死就是生死， 悲
欢就是悲欢。 无需参与， 不必流
连。” 从季节里的秋天悟出了生
命的规律。 秋天是成熟、 收获、
充实的季节， 而罗兰看重的更是
秋之淡泊， 正体现了她从容豁达
的生活态度。

郁达夫的 《故都的秋》 堪称
现代散文的名篇。 “北国的秋，
却特别地来得清， 来得静， 来得
悲凉。” 写出了北国之秋的神韵。
他 “不远千里” 辗转到北平， 就
是 “想饱尝一尝” 故都的秋味，
可见他对故都何其眷恋。

相比南方之秋的浅味， 故都
的秋更淳厚 。 住 “一椽破屋 ”，
晨起 ， 心情惬意地 “泡一碗浓
茶， 向院子一坐”， 看看 “很高
很高的碧绿的天色 ” ， 听一听
“青天下训鸽的飞声”， “从槐树
叶底” 去细数 “一丝一丝漏下来
的日光”。

还有细腻的槐花铺地， 凄美
的秋蝉鸣唱， 悠闲的秋雨飘洒，
如此闲适美好的秋日， 怎能不让
人向往呢？ 难怪郁达夫发出如此
感叹： “秋天， 这北国的秋天，
若留得住的话， 我愿意把寿命的

三分之二折去， 换得一个三分之
一的零头。”

台湾女作家张晓风的笔下，
“秋色就不免出场得晚些”。 《秋
天， 秋天》 一文中， 她通过几个
记忆片断来描写秋天 。 而开篇
“满山的牵牛藤起伏， 紫色的小
浪花一直冲击到我的窗前才猛然
收势。” 这样的秋景不免令人心
生向往。

在她眼里 ， 秋天的阳光是
“耀眼的白， 像锡， 像许多发光
的金属”， 秋天更是 “坚硬明朗
的金属季”， 是她深爱的。 张晓
风对秋心存迷恋、 虔诚和敬畏。
同时她也希望， 生命也是这般，
“只有一片安静纯朴的白色， 只
有成熟生命的深沉与严肃， 只有
梦， 像红枫那样热切殷实的梦。”

林语堂觉得春天娇媚， 夏天
热情 ， 冬天寒冷 ， 只有秋天纯
熟、 温和、 稳重。 在 《秋天的况
味》 中， 他写道： “大概我所爱
的不是晚秋， 是初秋， 那时暄气
初消， 月正圆， 蟹正肥， 桂花皎
洁。” 幽默机智的林语堂， 把秋
写得熟练而深远， 凸显了他从容
闲适的生活观。

史铁生的秋天是一个沉痛伤
怀的季节 。 《秋天的怀念 》 一
文， 他淋漓尽致地挥写了母爱的
伟大。 “黄色的花淡雅、 白色的
花高洁 、 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
沉， 泼泼洒洒， 秋风中正开得烂
漫。” 而面对这样美丽富饶的时
节， 史铁生却无限伤痛和怀念。

作家笔下的秋天 ， 多姿多
彩， 或明澈、 或浓郁、 或成熟、
或伤感， 不同的秋天， 呈现了不
同的人生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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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