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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秋天悄然来临，披一身秋日
温暖的阳光，我走进了长城脚下的古北
水镇。古北水镇坐落在密云区，对这个
秋天里的红叶小镇，我倾慕已久。

初秋的清晨，天气微凉。清凉的雾
气从山麓延伸至水边，随着太阳的慢慢
升起，远山渐渐清晰现出真身。恬静的
秋光里，宁静的小镇，开始接待来自四面

八方的新朋老友。
与小镇打招呼的最佳方式，要数迎

着晨曦，徒步长城了。司马台古长城就
蜿蜒在小镇的旁边。在古长城上行走、
慢跑、自由呼吸、登高远眺，任你无限感
受古长城的历史与沧桑。最妙的是从
古长城上俯瞰日光浸润的小镇，汤河两
岸的景色如山水长卷，缓缓铺展眼前，次
第浸润眼底，水墨丹青，诗情画意，令人
陶醉。

轻轻流淌的汤河，给小镇带来移动
的画卷。来到小镇，无论站在汤河的哪
座小桥上，放眼四周，都能看到别具一格
的如画风景。小镇像一部老电影，云很
淡，风很轻，群山层林尽染，云朵缓缓移
动。光线从高处的山脊流淌下来，洒满
山谷，小镇沐浴在一片暖洋洋的阳光
下。这时，山顶教堂传来清脆干净的钟
声，行走于青石板铺就的街巷，去追寻北
方最初的秋意，何等惬意呀！

漫步小镇街头，街边温暖的山居，温
婉的汤河绕屋而过。这时的你，或品一
品纯粮酿造的司马小烧，或尝一尝威廉

酒吧的德国黑啤，或手工冲泡一杯云端
咖啡，享用一块英国大厨的秘制披萨，或
沏一杯香茗，在圆通塔寺食一顿素斋。
那真真儿的是体验了一种不寻常的中西
合璧。

小镇蛰伏在人间烟火里，无论你推
开小镇的哪一扇门，都会与惊喜撞个满
怀。风筝坊老北京风筝独具匠心；永顺
染坊印染文化渊源流长；皮影戏馆，曼妙
的灯影艺术；古戏台，说书人演绎着杨家
将的精忠报国……

小镇是极适合拍照摄影的，尤其是
在秋天。红叶覆盖斑驳的石墙，一步一
景，每一条小巷，每一处山间院落，每一
次街角拐弯，都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与
明明暗暗的光影游戏，任你且拍且行，这
时的你，会觉得时间都慢了节奏。

小镇的秋意正浓。从枝头采一枚红
叶，做成属于自己的秋季回忆。或DIY
一顶花帽，体验纯真的制作乐趣，创造属
于自己的生活美学，会让你的天性在创
作中得到释放。如若品尝山间春种秋收
的大地馈赠，味觉的记忆，还会让你回到

过去，想起家乡的美食。
长城脚下摇橹戏水，是一件最惬意

的事了。水中倒映着各色古老的建筑和
婆娑摇动的树影，阳光在水面跳跃着时
隐时现，悠闲的锦鲤在水里自由的徜徉，
时不时翻腾起一朵朵水花，荡开一河碎
银般的光辉。待秋光徐徐落下，闭上眼
睛倾听两岸秋虫唱着自然的和声，感受
浪漫的红叶密语，享受生命与自然的完
美结合，岂不悠哉美哉。

夜晚，灯火点亮老屋院落，也点亮
汤河的小桥流水。提灯夜游司马台古
长城，是游人们乐此不疲的一件事。登
古长城俯揽小镇夜景，以星辰做参考，调
校心绪，沐浴心声，舒展心情，别具一番
情趣。

小镇因水而灵动，因古朴而闻名，因
秋色而秀美，因我心中的爱而浪漫。信
步徜徉于古色古香的小镇，我的心情如
邂逅情人般愉悦。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
精致且韵味十足的小镇。在这里，我重
拾初恋的心跳，红叶小镇——我爱你。

张雁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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蓖麻勾起我童年的记忆
小区的空闲之地有几棵荗盛

的蓖麻，我每次遛弯儿总驻足在它
前面，凝视着它绿油油的八角叶和
长在柄上的被翠绿的外衣紧紧包
裹的蓖麻籽，当年把蓖麻叶放在头
上嬉戏的小伙伴们追逐打闹的场
景马上呈现在眼前，但又有谁能知
道蓖麻叶在60年前曾是我口中的

“美味佳肴”呢。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正

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我
的家乡下清水村还在以生产队为
单位吃集体食堂。下清水村是门
头沟的深山区，农作物以谷子、玉
米、高梁为主，人们的主食主要是
杂粮，生产队食堂一天三顿都是棒
子粥，社员们拿着盆排队打饭回家
吃。因山区农村粮食紧张，生产队

的会计把每家应得的口粮制成小
票按人口发给大家定量供应，我家
五口人，伯父母也是我姐弟的养父
母，还有年迈的爷爷，每天都由我
拿着搪瓷盆去食堂打饭。伯父是
壮劳力，那时我和弟弟都10多岁
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靠打回那
有数的粥怎么吃饱呀？伯母就将
打回的粥重新加工放上瓜菜熬一
锅，这样我们就能吃个肚儿圆了。

“瓜菜代”这个词就是那时形成的。
有一天放学回来，伯母让我去

南沟摘些蓖麻叶并说有街坊告诉
她蓖麻叶也能吃。南沟在清水河
的南边，有一片蓖麻不知是有人种
的还是自然长的，反正没人管。我
一会儿摘了一筐嫩叶回来，只见伯
母用开水焯了，又让我去河里洗干

净就泡在大盆里，二、三天后这些
蓖麻叶就出现在我们的饭碗里了，
蓖麻叶没有异味，吃在嘴里有股淡
淡的青草味，我和弟弟吃得也是津
津有味。蓖麻叶不难吃我隔三差
五就摘些蓖麻叶回来，由巧手的伯
母加工成各种饭食填饱肚子。曾
记得暑假我们几个女孩子随大人
去道沟(地名)拾杏核，因离村远中
午得带饭，伯母为我准备了蓖麻叶
小米干饭。中午我们几个女孩将
各自带的土豆干饭、豆角干饭、榆
叶干饭等放在一起，又用荆条做成
筷子，你吃吃我的，我尝尝你的，不
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很快袋空肚
圆了。我带的蓖麻叶干饭受到大
家的好评，因伯母放了点盐，菜饭
有点淡淡的咸味更好吃了。

1964年我参军离开家乡，临
行前邻居大婶大妈们跟我说:“丫
头，这次去城里吃大米白面吧，再
也不用推碾子倒磨了，也不用再吃
棒子粥菜干饭了。”

60年弹指一挥间，祖国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家乡、我的
乡亲们也随着时代的步伐走在社
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二层楼、农
家院、民宿遍布各村，不少农户都
有了私家车，各家各户都是大米白
面，而当年的棒子粥菜干饭却成了
调剂伙食的点缀了。

离开家乡56年了，看着眼前
这几棵蓖麻仿佛又回到当年，心中
升起一股亲切感，当年蓖麻叶饭的
余香好象还在口中回荡……

王进聪/文

著名作家三毛曾说过：“我来不及认

真地年轻，只能认真地老去。”这句话淋漓

尽致地渗透出作家三毛坚守个人的纯真

意念，愿在自己的有生之日，做一个洒脱、

热爱生命、拥抱生活的人，这不禁让我想

起了身边的几位老者。

我的一个新疆文友管姐，是一个将近

60岁的退休老人。认识她，源于我们在

同一个读书打卡群，管姐算是群里最年长

的一位了，虽然没有见过她本人，但是从

她每天异常自律、斗志昂扬的生活状态

中，能感受到她乐观慈善、热爱生活。管

姐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就直奔打太极的

场地，锻炼完身体后接着参加高效阅读训

练营进行阅读训练，18天阅读了18本书

并撰写18篇书评。这样的高效速度和自

律精神，令我们年轻人自愧不如。管姐

说，年轻时求学、工作、结婚生子，快速奔

跑的生活节奏，使她没时间认真地年轻，

享受路边的风景。现在退休了，有大把的

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她要认认真真

地度过晚年。于是，管姐每天都精神头十

足、神采奕奕、活力四射，她用朴素的认真

抒写着晚年的精神世界，她认真老去的样

子，优雅、奔放，像极了绽放在盛夏的月季

花，散发着人生的芬芳。

小区里的张叔，是一个 70多岁的老

人。早上把孙子送到幼儿园以后，全天就

“泡”在了我们社区的文化中心。我们社

区会定期地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我和他就

在同一个茶艺学习班上。每当茶艺老师

教完课程后，张叔总会认真仔细地去体会

投茶量、水温、水位、茶滋味的理论概念，

并一次次地实践练习。意想不到的是，他

为了精进茶技，还购买了一套跟茶艺老师

一模一样的茶具，每次他都早来晚走，不

懂的地方反复询问老师。

看着他认真的模样，我不禁好奇地

问：“张叔，您也太认真了吧？我们学茶艺

只不过是为了增加艺术情趣，陶冶生活情

操。您为何还花重金买一套跟老师一模

一样的茶具呀？咱们又不靠茶技去谋

生。”而这时，张叔却满脸笑容地说：“学茶

艺我是认真的，拥有了一套跟茶艺老师一

模一样的道具，就更贴近学习意境，学出

来的手艺才更接近老师的水平。”

张叔品了品茶继续说：“说来还是我

们的国家制度好，社区福利好啊，给我们

提供了这么优质的学习平台。人生就像

一场马拉松，我小时候没条件上什么学，

前半程的马拉松都是虚度的，现在条件好

了，我要重新学习，充盈我的晚年生活，使

自己在人生的马拉松后半程中，看到更多

曾遗失的人生风景。在咱们社区，我不仅

报名了茶艺，还报名了插花、国画、围棋

呢。我在这里收获了很多快乐。”张叔就

这样践行着自己认真的姿态，呈现晚年的

多姿多彩。

是啊，人生是场马拉松，我们都以各

种各样的姿势奔跑在各自的赛道上，你对

这个世界多好奇、多热情，这世界就会让

你多痛快、多过瘾，在我们花甲之年时，定

会鹤发童年、豁达美好。就让我们做一个

认真老去的人吧，让生命的每一天都优

雅、从容、与众不同。

做一个认真老去的人做一个认真老去的人
■ 柳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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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午后的阳光从高树洒落
小巷子深处再不见悠闲或忙碌

也不见老汉叼着旱烟袋
把烟雾从自家栅栏门放行

公鸡母鸡成群结队寻食的日子
是影子在回忆里清晰

翻开秋风的前夜
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搬运物件搬运自己

房屋的空壳填充村庄的空壳
村庄是时间里的漂浮物

道须像没有根的胡须
被从身体拔出

能打包的都一起打包
剩下地黄蝴蝶我和恋旧的黄雀

有时隔着篱笆和石墙
说院子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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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老孙这个人真是不可思议，退
休了还隔三差五往原单位跑。一次，竟然找到
领导要求回去工作，领导哭笑不得地说：“这怎
么可能？咱们单位又不是菜市场。”其实老孙
退休还不到3个月，但他觉得度日如年。他
说：“一个男人在家闲着没事干，简直就是坐吃
等死。”老伴儿说：“啥叫没事干？洗衣买菜打
扫卫生任你挑。”他却说，“那是你们女人干的
事！”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儿子说：“干了一辈子
也该歇歇了。”老孙说，“你懂什么！”

以前上班时整天忙忙碌碌，也不觉得啥，
一天天一年年眨眼就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些，
老孙心里就不是个滋味。一辈子没有什么爱
好，既不会钓鱼，也不会打牌，甚至连菜都不会
买，只知道工作。现在呢？老孙天天老一套，不
是遛弯儿，就是看电视，再就是睡大觉。打个工
吧，不是人家嫌他老，就是老孙不满意。这次他
暗暗下了决心：不能再等了，总不能把自己弄出
病来吧？

这天上午，老孙从东河沟遛弯儿回来，
“唉”了一声，无精打采地躺歪在床上，准备眯
上一觉，手机突然“叮咚”一下，老孙打开一看，
是以前的同事老崔发来的微信：金山社区招聘
垃圾分类指导员。老孙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
翻身下床，几步跑进厨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
正在择菜的老伴儿。老伴儿一听就笑了：“你
缺那两个钱？”儿子也不同意，儿子不明白，一
向爱面子的父亲图个啥？与垃圾打交道又不
是一件体面的事。可老孙并不这么认为，老孙
觉得机不可失。

老孙没有犹豫，下午去了金山社区。排了
半天队才轮到老孙，但招聘名额已满。戴眼镜
女孩说：“对不起大叔，下批吧，下批第一个招
您。”“不！就这次。”老孙执拗地说。戴眼镜女
孩很为难，说：“大叔，问题是……这笔开支
……”老孙打断她的话说：“我不要任何报酬。”
戴眼镜女孩瞪着大眼睛不解地看着老孙，不知
说什么好。就这样，老孙成了金山社区一名编

外垃圾分类指导员。
第二天早晨，老孙穿上上班时省下的那套

工作服，戴上垃圾分类指导员袖标，准时出现在
社区8号楼垃圾分类点。上班的居民出来了，
老孙先敬礼后说话：“小伙子，这个垃圾放到这
个桶里；大妹子，这个垃圾往那个桶里放。”有人
急着上班，老孙就接过那人手里的垃圾袋，分拣
后再分别放在不同的垃圾桶里。一周过去了，
老孙负责的垃圾点有了模样：基本上不用老孙
指点，居民们都会自觉分类投放垃圾，其管理模
式完全符合四种垃圾的分类标准。后来，为了
提醒居民做好垃圾分类工作，老孙还编了几句
顺口溜：垃圾也想有个家，你分我分靠大家，乱
扔垃圾不像话，健康生活你我他。

后来，老孙的事迹被社区、街道办事处树为
典型，登了报，上了电视。再后来，区里要正式
把老孙聘为区级垃圾分类指导员，老孙没去，悄
悄到银山社区当义务垃圾分类指导员去了……

曹桂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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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花酱味正美
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人们

吃饱肚子已经很不错了，吃饭没有
下饭菜那是常事儿。记得一个深
秋的早晨，北院二奶奶送给妈妈一
碗韭菜花酱，还说滴上几滴香油味
道鲜着呢。我那时年龄尚小，没见
过这种稀罕物，就拿起一个窝窝头
抹上点韭花酱，直吃得我鲜美满
腮跑，觉得这是有生以来吃到的
最好的一餐。走在上学路上还强
行打嗝，让那新鲜的韭花味儿再
从鼻孔穿行一趟，重新感受韭菜
花的美味。

二奶奶姓侯，娘家原是三家店
有名的厨子，她不但会做大菜，精

美小菜也随手拈来，腌制韭菜花酱
就是她的拿手好菜。那次妈妈看
我对韭菜花酱这般青睐，便跟二奶
奶学会了腌制韭菜花酱。

韭菜花酱吃起来味道鲜美，可
获取食材的时机却很有限。一般
认为，秋分时节是收获韭菜花的最
佳时期。俗话说，夏韭似草，秋韭
如参。中秋时节，植物精华皆归结
于花后的果实，此时淡紫色的韭菜
花已孕育成嫩嫩的果浆，味道浓
郁。采摘下来再佐以辛香的生姜，
还有颜色绛紫、营养丰富的辣椒，
以及甘甜多汁、果肉细嫩的鸭梨。
这几种食材来个大融合，按7:1:

1:1的比例洗净切碎搅拌均匀，再
佐以适量食盐、冰糖，经小石磨研
磨调制，最后合成一罐鲜味醇正、
性温滋补的韭菜花酱。

去年秋天，我和老伴儿在家
里也制作了一小盆韭菜花酱，我
们搬出多年不用的小石磨，将他
洗净擦干，放到结实的茶几上，就
可以晃磨了。掺好比例，切成碎
块的食材被一勺勺放进磨眼里，
紧接着浓绿的汤汁就像一汪漫过
堤岸的春水顺着石磨边沿慢慢溢
流下来，随后韭花酱散发出的清
香，在阳光和空气中荡漾开来，沁
人肺腑。

韭菜花酱的贮存很方便，只要
把装有韭菜花酱的瓶子或者小罐
放入冰箱中冷藏，可保1-2年不变
质。食用时打开瓶罐，用筷头夹一
点点，轻轻地放入口中，一种清香
与微辣的惬意就会从舌根袭来。
韭花酱味辛性温，有温肾阳、强腰
膝的功效。韭菜花酱加上酱豆腐、
芝麻酱等通过勾兑，是人们吃火锅
时必不可少的调料。刺激的咸辣
味、清香的韭花味、浓郁的酱香味
交汇在一起，让人感觉香味扑鼻，
诱人食欲。

美味在秋天，秋天味正美。
张新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