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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湾的早晨
张新民张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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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核桃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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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美丽的方向……是最美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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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歌声表达欢乐我们用歌声表达欢乐

起起伏伏的山脉起起伏伏的山脉

就像五线谱和音符就像五线谱和音符

一起为您跳舞一起为您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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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微笑表达幸福我们用微笑表达幸福

在奔涌的浪涛中在奔涌的浪涛中

每一朵浪花每一朵浪花

都是澎湃的热血都是澎湃的热血

献给您的祝福献给您的祝福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李迎杰李迎杰

眼下正是核桃成熟上市的时
节，菜市场内小商贩们的叫卖声此
起彼伏，一家高过一家。不知是气
候变暖还是什么缘故，如今核桃成
熟期比从前早了一个多月。记得小
时候农历白露节气，阳历9月初才
是核桃满瓤收获的季节，这时的核
桃果实饱满，吃到嘴里又香又甜，嚼
着好像还能嚼出油来。

记得在我家大台西洼的平房
前，就生长着一棵又高又粗又大的
核桃树。据大台村的农民讲，这棵
树至少有五六十年的树龄了，我们3
个小孩子拉起来才能将它围起。虽
然长在我家门前但却不属于我们，
它是大台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只因
大台煤矿征用了生产队的耕地，盖

上了职工家属房，且核桃树的位置
又没有影响到房子，因此树被保留
了下来。

春天，嫩嫩的核桃穗挂满大树
的枝头，酷夏枝繁叶茂的核桃树为
我们挡雨遮阳，平日里小孩子们在
树下玩耍，大人们在树下喝茶乘
凉。秋天是我们最喜欢的季节，每
天推开房门抬头望去，挂满枝头的
穿着绿色外衣的一对对儿的绿皮核
桃在凝视着我们，仿佛在说，你看我
漂亮不漂亮？这时的我们只嫌自己
个子矮臂不长，够不着它们。

白露节气，是核桃完全成熟的
时节，这时村子里的社员们，男的
扛着长长的杆子，女的背上又大又
高的篓子，都来到树下，男社员们

三下两下就爬到了树中央，站稳
后，用手中的杆子对准核桃打了下
去，劈里啪啦，不一会儿工夫房前
屋后的地上落了一层脱了绿皮的
核桃光。

每到这时社员们会告诉各家
各户，人要躲在屋里不要出来，一
是怕被打下的核桃砸伤，二是怕核
桃被我们这些孩子一抢而光。还
别说，那时的我们还挺听话，竟没
有一个孩子敢出来捡核桃。等到
树上的男社员们打的差不多的时
候，便会大声喊可以捡拾核桃了，
这时女社员们会从排房子的两头
往中间捡起，一会儿工夫，背篓就
捡的满满的，这时我们会扒着门缝
往外看，好心的社员看见我们会送

给我们这些孩子一人一颗新鲜的
光溜溜的核桃。当社员们背着满
满的核桃远去后，各家各户的孩子
们像兔子一样从家中窜出来，冲上
煤堆、柴垛、房顶，去寻找被他们落
下的核桃，犄角旮旯全都不放过，
有些胆大的男孩子还爬到了树上，
去摘那些被社员们遗漏下的核桃，
收获也是颇丰的。现在回想起来，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吃上几个
刚打下来的核桃，也是件很享受的
事儿。

这些儿时的记忆，已经过去50
多年了，50年间我们国家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国富民强，百姓安
康，我们过上了丰衣足食且从未有
过的幸福生活。

我的童年，似乎离天安门、北海很远，离春
游更远。我和爱人带儿子去颐和园春游是上世
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观光已经
是1994年了。那时候去颐和园、天安门，交通不
像现在这么便捷，往返要五六个小时，公园广场
环境也不像现在这样花草芬芳。现在的孩子，
节假日想去哪儿旅游就让父母带着去哪儿。我
们这些“50后”“60后”曾经畅想的“让我们荡起
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那番浪漫情景，曾经的
跷跷板、滑梯、秋千，早被欢乐谷、迪士尼和科幻
动漫、智能玩具取代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
来，国家越来越富强兴盛，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
富裕幸福。百姓早年不曾感受过的春游，不知不
觉变成了四季游、游四季。最近十多年，我到河
北、河南、广西、广东、山东、安徽、福建、香港等地
游览过。如今，遍布京城内外的宫城寺院、山川
名胜、公园景区、名人故居、博物馆，更值得一
看。所以，我想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还是优
先游北京，游家乡门头沟。

北京的名胜景区景点，有的饱含远古历史、近现代文化，有的
凸显塞北风情、江南意蕴，尤其经过改建新建，很多景区景点环境
越来越美。就说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1994年我去时，广场上
的护栏是由普通钢筋焊制，长安街上最多的车是黄色“面的”，看不
见几辆高级轿车，天安门城楼上的地面也没铺地毯。2015年我再
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城楼红墙碧瓦，不锈钢护栏，红色地毯，绿植
盆景，红旗猎猎；广场上、城楼前的隔离护栏全都更换为金色护栏，
节日期间广场中央摆放的“祝福祖国”花篮，尤其璀璨壮美。长安
街上川流不息的清洁型公交和高级轿车，令人目不暇接。

为了圆梦童年时不曾春游过北海、中山公园等皇家园林，近
几年，我首先选择游览颐和园、圆明园、天坛、北海、景山、中山公
园这样的名胜景区，阅宫殿园林，读沧桑历史，听岁月琴瑟；还走
进香山、大观园、什刹海、卧佛寺、南锣鼓巷等景区景点的曹雪芹、
孙中山、齐白石、郭沫若、鲁迅、茅盾等历史文化名人故居旧址，走
进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世纪坛、中国美术馆、抗战纪念馆、首
都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名人先贤留下的文化遗产，了解中华五千
年文明史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新中国成立70年与改革开
放40年成果展。

早年的春游变成了今天的四季游、游四季，市内游也变成全国
游、世界游。作为门头沟人，我也非常钟情家乡景区景点。近些
年，门头沟四季常绿、三季花香、文化浓郁的景区景点、古村民居、镇
街公园越来越多，国家级的、市区级的应有尽有，特色的、“之最”的
不乏一二。比如，人在云中行的千亩草甸、京都第一峰灵山；奇花
异草、多种物种共生的百花山；层峦叠嶂、香火不断的妙峰山；佛家
圣地、戒坛之最的潭柘寺、戒台寺；灰瓦石阶、崇文尚礼的爨底下、灵
水；苍山掩映、古道幽幽的峰口庵、牛角岭、韭园、石古岩；以及东胡
林人类遗址，琉璃渠皇家琉璃，马栏村抗战旧址，窑神庙煤炭历史
……这些景区景点，或蕴含红色革命历史，或凸显古道琉璃文化，
或讲述古村民俗风情，或描绘永定河山川景致。

就说潭柘寺和戒台寺两座寺院，前者隐逸在九峰环抱的群山
峻岭之中，后者巍然伫立在苍松翠柏的马鞍山之巅，可谓家门口
的佛教圣地、名胜佳境。这几年，我多次前往潭柘寺、戒台寺游
览，寺院中的一殿一寺、一树一木、一砖一瓦，有着各自不同的历
史渊源，有看不完的景致，品不尽的韵味，讲不完的故事。如，潭
柘寺西观音洞，院落清净，恰似仙境；神泉和虎洞背后的故事，更
是意趣盎然。

除了“三山两寺”、古村民居，新建改建的街区公园、河湖景
观，同样风姿绰绰、魅力无限，适宜春游，也适合四季游、观光游。
有人说，门头沟早年要有这么多漂亮的公园，孩子们春游就不用
去北海、中山公园了。

此言不假。这些年从初春到入秋，时常看见老师带着小朋友
来到永定楼广场、滨河公园、黑山公园游玩。当地市民群众在永
定楼广场、滨河公园、葡山公园、黑山公园健身娱乐的就更多了。
君不见，如今门头沟建设的公园，不仅月季花、海棠花、迎春花斑
斓多彩、馨香四溢，建有宏伟壮观的永定楼、百米历史文化长廊、
观景台的永定河公园，岸绿水清、曲径通幽的门城湖景观大道，以
及树木苍翠、亭台楼榭、小桥流水的永定河文化广场、葡山公园、
滨河公园、黑山公园、长城公园、迎宾公园，更是蝶舞芳菲、景色怡
人。无论是读历史、品文化、阅景色、休闲乐，处处舒适惬意。这
些公园广场、景区景点，既是市民群众游览观景、休闲娱乐的首
选，还是专业摄影师、画家眼中的独特景色。

过去，春游是稀缺的奢侈的，谁家孩子春游都要穿上最好的
衣服，要买个面包、煮两个鸡蛋带上。如今“春游”没有季节、地域
之分，没有“绿皮”火车、长途公交那种苦恼。有的是坐动车、乘飞
机、住宾馆，是与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和新时期科创文化、智能游
戏亲密接触，是享受愈加美满的幸福生活。

从春游到旅游，从本地游到国内游、国外游，改变的不只是时
间、地点和方式，还有空间、内容、品质和文化。

永定河畔龙泉湾每天最早迎接永定河畔龙泉湾每天最早迎接
第一缕晨曦的是谁第一缕晨曦的是谁？？也许会有很也许会有很
多答案多答案，，但我以为但我以为，，不是早起的环不是早起的环
卫工人卫工人，，也不是晨练的老人也不是晨练的老人，，而是而是
坐落于龙泉湾西岸半山坡上的魁坐落于龙泉湾西岸半山坡上的魁
星阁星阁。。魁星阁正默默地注视着龙魁星阁正默默地注视着龙
泉湾黎明的降临泉湾黎明的降临。。鸟儿抖动羽毛鸟儿抖动羽毛，，
唱响天籁之音唱响天籁之音，，东方显露白色东方显露白色，，逐逐
渐泛起红光渐泛起红光，，继而太阳冉冉升起在继而太阳冉冉升起在
东山坡上东山坡上。。这时这时，，一个湿漉漉一个湿漉漉、、绿绿
茵茵茵茵、、意蒙蒙的早晨意蒙蒙的早晨，，轻盈盈轻盈盈，，无声无声
无息地来到了龙泉湾无息地来到了龙泉湾。。

龙泉湾的早晨是清新宁静龙泉湾的早晨是清新宁静
的的。。漂亮漂亮，，整洁的滨河小路整洁的滨河小路，，静静静静
地敞开胸怀地敞开胸怀，，恭候游人涉足其间恭候游人涉足其间。。
十里河道十里河道，，碧水蓝天碧水蓝天，，青山青山、、绿树绿树、、

苇草倒影在水中与蓝天白云构成苇草倒影在水中与蓝天白云构成
了一幅宁静的水墨画儿了一幅宁静的水墨画儿。。玲珑别玲珑别
致的魁星阁在朝霞的映衬下与河致的魁星阁在朝霞的映衬下与河
水融为一体水融为一体。。舒缓的水流微波潋舒缓的水流微波潋
滟滟，，不时有成群的小鱼在水中嬉不时有成群的小鱼在水中嬉
戏戏。。正如一首对联所写正如一首对联所写：：鸟飞碧水鸟飞碧水
中中，，鱼戏蓝天里鱼戏蓝天里。。向晨曦里清新宁向晨曦里清新宁
静的龙泉湾问好静的龙泉湾问好。。

龙泉湾的早晨是委婉优雅的龙泉湾的早晨是委婉优雅的。。
晨曦中的京浪岛景观溢彩晨曦中的京浪岛景观溢彩，，独具风独具风
雅雅，，岸边亭榭栏台宛如仙境岸边亭榭栏台宛如仙境，，是人们是人们
放松身心陶冶情操的好去处放松身心陶冶情操的好去处。。坐在坐在
观景台上观景台上，，置身于绿植之间置身于绿植之间，，感觉远感觉远
离了喧嚣和烦恼离了喧嚣和烦恼。。没有了思绪纷繁没有了思绪纷繁
的意念的意念，，忘却了柴米油盐的困扰忘却了柴米油盐的困扰。。
抬眼望去山水之间如一幅画卷尽收抬眼望去山水之间如一幅画卷尽收

眼底眼底，，美不胜收美不胜收。。
龙泉湾的早晨是安逸祥和的龙泉湾的早晨是安逸祥和的。。

堤岸垂柳婀娜起舞堤岸垂柳婀娜起舞，，大片沼苇随风大片沼苇随风
摇曳摇曳。。抚摸着光滑的石栏杆抚摸着光滑的石栏杆，，行走行走
于甬道栈桥于甬道栈桥，，使人心旷神怡使人心旷神怡。。静听静听
滚水坝上潺潺流水声滚水坝上潺潺流水声，，像是在为你像是在为你
诉说着永定河的古今岁月诉说着永定河的古今岁月。。此时正此时正
值夏末秋初值夏末秋初，，妩媚动人的大花萱草妩媚动人的大花萱草
正在怒放正在怒放，，让人赏心悦目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流连忘
返返。。这些经人工培植的小天使这些经人工培植的小天使，，已已
经深深扎根于龙泉湾两岸经深深扎根于龙泉湾两岸。。

龙泉湾的早晨是充满生机的龙泉湾的早晨是充满生机的。。
永定河从京西峡谷中辗转来到龙泉永定河从京西峡谷中辗转来到龙泉
湾湾，，两岸几百亩绿地规划有序两岸几百亩绿地规划有序、、精准精准
到位的绿色植被布满了整个湖区到位的绿色植被布满了整个湖区，，
一草一木一草一木，，一堤一岸都给人以生机一堤一岸都给人以生机

盎然盎然，，蓬勃向上的气息蓬勃向上的气息。。在晨曦中在晨曦中
进入龙泉湾西岸进入龙泉湾西岸，，首先映入眼帘的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条宽阔的马路是一条宽阔的马路，，那是通往门头那是通往门头
沟山区的一条重要公路沟山区的一条重要公路。。公路旁边公路旁边
的果园是龙泉香白杏的原产地的果园是龙泉香白杏的原产地，，成成
熟季节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熟季节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
堪称是龙泉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堪称是龙泉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龙泉湾畔的龙泉务村是一个依龙泉湾畔的龙泉务村是一个依
靠永定河发展起来的古村落靠永定河发展起来的古村落，，大约有大约有
40004000多户籍人口多户籍人口。。繁衍这么多人繁衍这么多人
口口，，与村旁的永定河是密不可分的与村旁的永定河是密不可分的。。
河水浇灌了村庄的土地河水浇灌了村庄的土地，，养育了村庄养育了村庄
的农民的农民。。成就了村庄的繁荣成就了村庄的繁荣。。晨曦晨曦
散去散去，，朝霞满天朝霞满天，，村民们陆续来到这村民们陆续来到这
里里，，跑步跑步、、健身健身、、散步散步、、遛弯儿遛弯儿。。快乐快乐
和幸福都洋溢在脸庞上和幸福都洋溢在脸庞上。。

晒秋时节晒秋时节
李德禄

进了村子进了村子，，河道两侧的石墙旁边河道两侧的石墙旁边，，坐着坐着
几位上了年纪的长者几位上了年纪的长者，，在杨柳树下起劲儿在杨柳树下起劲儿
地趣聊闲侃地趣聊闲侃。。斑驳陆离的阳光洒在他们斑驳陆离的阳光洒在他们
身上身上，，晒得浑身暖洋洋的晒得浑身暖洋洋的，，笑脸盘儿红扑笑脸盘儿红扑
扑扑，，汗涔涔的汗涔涔的，，似乎把皱纹都淌平了似乎把皱纹都淌平了。。他他
们都是老熟人们都是老熟人，，我赶忙上前打招呼我赶忙上前打招呼：：““聊着聊着
呢呢？？”“”“晒暖暖儿呢晒暖暖儿呢！！坐下晒会儿吧坐下晒会儿吧？？”“”“不不
啦啦，，过会儿就来过会儿就来！！””乡下人有个不成文的习乡下人有个不成文的习
惯惯，，即在外工作的人即在外工作的人，，回到家乡大都主动回到家乡大都主动
向乡亲打个招呼向乡亲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寒暄几句，，透着亲切热透着亲切热
乎乎。。

气候被季节管着气候被季节管着，，立秋一过立秋一过，，天立马就天立马就
变了变了，，尽管白天依然热辣辣的尽管白天依然热辣辣的，，却有了风的却有了风的
拂拭拂拭，，一早一晚的凉一早一晚的凉，，让人打心眼儿里感到让人打心眼儿里感到
舒爽舒爽。。叶落知秋叶落知秋，，院中黄瓜秧上的叶片不知院中黄瓜秧上的叶片不知
不觉地泛黄了不觉地泛黄了，，每天都有几片打了蔫儿的枯每天都有几片打了蔫儿的枯
叶滑落地上叶滑落地上。。渐渐地渐渐地，，山坡上的灌木丛悄无山坡上的灌木丛悄无
声息地由青泛黄声息地由青泛黄。。轻风吹过轻风吹过，，路旁杨柳树的路旁杨柳树的
叶片叶片，，就像小孩顽皮地摇树撼枝就像小孩顽皮地摇树撼枝，，竟然哗啦竟然哗啦

啦地飘然而下啦地飘然而下，，一落就是一地的金黄一落就是一地的金黄。。
按照村人的说法按照村人的说法，，此时到了农村晒秋此时到了农村晒秋

的时节的时节。。人要晒人要晒，，祛暑气祛暑气，，壮阳气壮阳气，，晒得硬晒得硬
硬朗朗硬朗朗。。庄稼要晒庄稼要晒，，不晒不成器不晒不成器。。地块里地块里，，
玉米的胡须无论黄红紫白玉米的胡须无论黄红紫白，，全都晒得干枯全都晒得干枯
了了，，只剩下黑瘪瘪的一撮毛只剩下黑瘪瘪的一撮毛。。玉米棒子像玉米棒子像
怀胎十月般的怀胎十月般的，，拱起鼓囊囊的肚子拱起鼓囊囊的肚子，，追着暴追着暴
烈的日光烈的日光，，把黄澄澄的颗粒晒得金灿灿把黄澄澄的颗粒晒得金灿灿
的的。。梯田里的谷子梯田里的谷子，，昂首挺胸了一个夏季昂首挺胸了一个夏季，，
此时却垂下长长的谷穗此时却垂下长长的谷穗，，像少女般的娇羞像少女般的娇羞
起来起来。。其实其实，，它们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人它们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人
们炫耀着它的硕果们炫耀着它的硕果。。娇羞也好娇羞也好，，谦逊也罢谦逊也罢，，
反正农家高兴反正农家高兴，，从脸上笑到心里从脸上笑到心里。。

篱笆上满爬的大豆篱笆上满爬的大豆、、豇豆豇豆、、龙龙爪龙龙爪（（豆豆
角的一种角的一种），），它们供奉给主人一个多季节的它们供奉给主人一个多季节的
享用后享用后，，显得疲惫不堪显得疲惫不堪，，尽管已呈龙钟老尽管已呈龙钟老
态态，，它们依然逐日而长它们依然逐日而长。。地块里的黄豆地块里的黄豆、、黑黑
豆豆、、绿豆绿豆、、纷纷展开荚皮纷纷展开荚皮，，享受着阳光的温享受着阳光的温
情情。。它们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它们在做着最后的努力，，把豆荚里的把豆荚里的

豆粒晒得殷实饱满豆粒晒得殷实饱满，，或为人们食用或为人们食用，，或为来或为来
年留下种子年留下种子。。品种繁多的豆粒不仅营养丰品种繁多的豆粒不仅营养丰
富富，，而且食用方法很多而且食用方法很多，，可蒸豆饭可蒸豆饭，，可煮豆可煮豆
粥粥，，可磨成豆面可磨成豆面。。豆面与小麦面豆面与小麦面，，玉米面掺玉米面掺
和起来和起来，，可做杂面条可做杂面条、、杂面馒头杂面馒头、、杂面窝窝杂面窝窝
头头，，吃着新鲜稀奇吃着新鲜稀奇。。山乡里多榆树山乡里多榆树，，将其老将其老
皮剥去皮剥去，，取下绵细柔软的嫩皮磨成面取下绵细柔软的嫩皮磨成面，，起粘起粘
合作用合作用，，与豆面掺和一起与豆面掺和一起，，可做压饸烙可做压饸烙、、拨拨
拨鱼儿等等拨鱼儿等等。。过去这些本是山乡人的寻常过去这些本是山乡人的寻常
之食之食，，更是度荒灾之年的救命之物更是度荒灾之年的救命之物，，如今成如今成
了城里人的香饽饽儿了城里人的香饽饽儿，，不仅超市饭馆比比不仅超市饭馆比比
皆是皆是，，就连大酒店里也是热货就连大酒店里也是热货。。城里人说城里人说
这是吃乡愁这是吃乡愁，，接地气接地气，，通七窍通七窍，，图的是个稀图的是个稀
罕罕。。乡下人说吃自个儿种的乡下人说吃自个儿种的，，地里长的心地里长的心
里踏实里踏实，，豆角儿从鲜嫩至枯老豆角儿从鲜嫩至枯老，，始终默默奉始终默默奉
献献。。人们从吃豆皮豆粒到豆面人们从吃豆皮豆粒到豆面，，丁点没有丁点没有
糟践糟践，，这是乡人对土地的敬谢这是乡人对土地的敬谢，，亦是对地中亦是对地中
生长食植的感恩生长食植的感恩！！

红薯红薯，，京西人称白薯京西人称白薯，，其茁壮碧绿的秧其茁壮碧绿的秧

子晒得蔫了子晒得蔫了，，人们把秧苗翻腾过来人们把秧苗翻腾过来，，让土埂让土埂
裂缝里的白薯裂缝里的白薯，，露出红艳艳的身子露出红艳艳的身子，，晒成紫晒成紫
铜色的壮体铜色的壮体。。三年自然灾害瓜菜代食之三年自然灾害瓜菜代食之
时时，，薯秧的嫩梗厚叶皆是人们口中的美食薯秧的嫩梗厚叶皆是人们口中的美食，，
吃起来润滑爽口吃起来润滑爽口。。秋收之际秋收之际，，人们将挖出人们将挖出
来的白薯进行晾晒来的白薯进行晾晒，，祛其水气祛其水气。。有的切成有的切成
薯片晾成干儿薯片晾成干儿，，有的磨成面有的磨成面，，与小麦面与小麦面、、玉玉
米面合成杂面米面合成杂面，，吃起来甜津津的吃起来甜津津的。。由于白由于白
薯产量高薯产量高，，大都放到地窖里存储大都放到地窖里存储，，随吃随取随吃随取
可持续到来年初夏可持续到来年初夏，，那时不仅稀罕那时不仅稀罕，，且味道且味道
更加香甜更加香甜。。

头伏萝卜二伏菜头伏萝卜二伏菜，，立秋过后立秋过后，，农家地块农家地块
里里，，院子里的白菜长得一柞多高了院子里的白菜长得一柞多高了。。充沛充沛
的光照的光照，，让稚嫩的小身板逐渐挺拔起来让稚嫩的小身板逐渐挺拔起来。。
秋天是白菜生长的最好时光秋天是白菜生长的最好时光，，勤奋的农家勤奋的农家
间苗定棵间苗定棵，，施肥灌水施肥灌水，，让它们敞着开儿地让它们敞着开儿地
晒晒。。等秧苗长足了身架等秧苗长足了身架，，便用谷草将开敞便用谷草将开敞
的叶子轻轻捆裹起来的叶子轻轻捆裹起来，，让菜心憋足劲头儿让菜心憋足劲头儿
地拱长地拱长，，长得高大厚实长得高大厚实，，甜香脆嫩甜香脆嫩，，长得抗长得抗

霜耐寒霜耐寒，，供人美食冬春供人美食冬春。。
辣椒也是要晒的辣椒也是要晒的，，不晒它就不红不不晒它就不红不

辣辣。。农家的菜园子里农家的菜园子里，，庭院中多栽植辣椒庭院中多栽植辣椒，，
大都是大都是““朝天椒朝天椒””。。经过充沛的光照经过充沛的光照，，碧绿碧绿
的辣子由青变乌的辣子由青变乌，，紫里透红紫里透红。。当辣椒说红当辣椒说红
不红不红，，说青不青的时候说青不青的时候，，人们采摘下来人们采摘下来，，与与
青红萝卜青红萝卜，，黄瓜黄瓜，，元白菜元白菜，，芹菜等一起放进芹菜等一起放进
坛子里腌制坛子里腌制。。在乡下在乡下，，谁家都有几个酸菜谁家都有几个酸菜
坛子坛子，，辣椒放进酸菜坛子里辣椒放进酸菜坛子里，，那股诱人的辣那股诱人的辣
味儿扑鼻而来味儿扑鼻而来。。它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它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
用用，，有它提味儿有它提味儿，，寻常的菜便不寻常了寻常的菜便不寻常了。。待待
到辣椒熟透了到辣椒熟透了，，它原本低垂的头便昂扬起它原本低垂的头便昂扬起
来来，，在绿叶丛中显得格外惹眼在绿叶丛中显得格外惹眼。。人们将其人们将其
摘下来摘下来，，用绳线穿成串儿用绳线穿成串儿，，一嘟噜一嘟噜挂一嘟噜一嘟噜挂
在屋檐下在屋檐下，，挂在门框上挂在门框上，，不仅不招虫不仅不招虫，，不发不发
霉霉，，而彰显着农家的勤奋与兴旺而彰显着农家的勤奋与兴旺。。人们随人们随
吃随摘吃随摘，，炸辣子炸辣子，，起油锅起油锅，，一吃一冬又一春一吃一冬又一春。。

乡下的秋乡下的秋，，就是这样晒着就是这样晒着，，晒醉了一个晒醉了一个
又一个秋又一个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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