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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秋深时， 给小孩买了几盒柿子。

红通通的柿子， 外盒上写着 “珠柿红”

———不枉这样的形容， 的确是红得如赤

霞珠一般。 这不是北方树上常见的磨盘

柿，也不是江南村庄习见的那种圆柿子，

而是圆肩慢慢收下去， 收到底部成一个

尖，如同一颗鸡心宝石般的柿子。拿着柿

子从肩上轻轻一撕， 最外一层极薄的皮

便撕下来了， 露出里面一层磨砂般的肉

质皮，再里面才是鲜红的果肉。我想起小

时候在家里， 只有熟得最好的柿子才能

顺利剥下这样薄的皮， 那时心里不知要

多欣喜。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对柿子的

爱变成了一种叶公好龙的爱。 爱秋来柿

树上满树明红的柿子， 爱枝上挂着的零

星冻成紫红、带着破败痕迹的柿叶，爱人

家屋檐下挂着的成串的柿干， 只是不太

吃柿子。偶尔下决心吃一颗，也觉得味道

很好的，只终究难打起精神。

小时候我们是多爱柿子呢？ 我们那

里地方偏僻，物类贫乏，一年四季除了水

稻与菜园中菜蔬以外， 但凡些像样的果

树比如桃李，远近村子里一棵也没有。乡

下没有卖水果的地方，一年四季，只有夏

天收完稻子以后， 县里种梨园的会开了

拖拉机，拖着满车新摘的梨子、苹果，开

到村子里来跟人换稻子。 柿子树却算不

上十分珍稀， 一个村子里总有一两户人

家门口种着那么一两棵， 又那么肯结果

子，年年秋天结得满树满枝“桠桠林的”，

格外显得体贴小孩子的心。每到秋深，柿

子由绿转黄、由黄转红之际，总有亲戚或

相熟的人家， 摘一畚箕自家树上的柿子

送来给我们吃，因此柿子之于我，是可以

亲近的家常产物。

生柿子硬涩， 吾乡给柿子去涩的方

法是插芝麻秆， 而后将之埋在深深的稻

堆里。这方法如今听起来有些麻烦，但在

其时，却是与乡下生活紧密相连，实行起

来极为简便的。盖柿子变红之际，也正是

芝麻成熟、从地里收回之时（从前芝麻在

我们乡下也是极常见的东西， 路边地里

常见人家一小块种的，我从小理解“芝麻

开花节节高”，便是在芝麻开花时节看它

那细高秸秆上从下向上逐次开放、 如小

铃铛般一朵一朵垂缀的洁白花序中得来

的），又正是乡下晚稻收完晒干 、运回屋

中贮存的季节。 三样东西，在乡民的生活

里皆触手可及，取办毫不费力。 我们得了

柿子， 去谁家正在晒的芝麻秆边捡几根

来，把芝麻种壳去掉，只剩秆子用剪刀剪

成斜斜的一截一截，再插到柿子头上。 一

个柿子插四根， 而后将它们埋在堂屋里

堆的一大堆新收回来还没有装袋的稻子

里，剩下的事就只有等了！

小孩子没有一个不心急的， 第二天

就要偷偷翻开稻子， 看看昨天留心埋在

外面比较红的那个有没有熟了———还没

有———又将它埋回去。 等了三五天，终于

熟到可以吃了，喜孜孜将它们掏出来，跑

到外面去吃。 柿子埋的时候， 这个埋一

个，那里埋一个，等到掏的时候 ，也重有

那种发现的快乐。 焐好的柿子在初冬阳

光下透红发亮， 插在上面的芝麻秆和柿

子接触的地方已经有一点发黑了， 不过

从前我们好像都不在乎这些， 拍一拍表

皮上的稻灰，就把秆子拔掉吃起来。 吃到

扁扁的种子， 就很灵巧地用舌头把它剥

出来。

在北京的第一个秋天， 头一次见到

北方公园里柿树枝头硕大的磨盘柿时 ，

心里吃了一惊：这么大！ 比南方的柿子可

要壮硕得多了。 也一下便明白“磨盘”的

由来，那上下宽阔、中间勒进去一圈的宽

扁的形状，的确像两爿叠在一起的磨盘，

又像是一只食盒，上面是盒盖，下面是盒

身。 北方的秋天比南方的要早得多，柿子

红得也早，待到十一月初，树头枝叶便所

剩无多， 常有花白衣裳的喜鹊在枝头跳

跃，勾头啄食较软的柿子。 等天气再冷一

点，木叶凋尽，只高高的树头还残留着一

些红红的柿子，冬天的阳光照着，映着其

上遥远的为大风吹透明亮近于耀眼的晴

空，简直泛着近于白色的光。 柿子在枝头

缓缓摇晃，看起来像在蓝天上轻轻游动。

此外便是柿饼。 我们乡下不是柿子

的产区，寻常见不到自己做柿饼的人，乡

人要吃柿饼，都是过年时节，店铺里多了

用透明的塑料密封袋装的，压得圆圆扁扁

的柿饼，上面结着厚厚的白霜。 这柿饼只

在过年前后出现，供人拜年时送给亲戚老

人。我那时却不爱这老人家通常喜爱的东

西，觉得太甜；等到我觉得柿饼的甜软也

分明不错的时候， 也是在北京工作之后

了。不同于小时所见的那种圆圆扁扁的柿

饼，如今市面上所流行的是那种鸡心形的

柿子所晾晒而成的， 有名的如富平吊柿，

甜软流心， 比小时候印象里的要好吃得

多。有一年我买了一箱，放在冰箱里冷冻，

冬夜里偶尔拿一只出来， 泡一点茶配着

吃。 怎奈最后柿饼几乎大半未动，在那之

后，我似乎便明白了自己对于柿子虚空的

爱，不再想着买它来吃，而只在秋冬遇见

树头明红的柿子时， 在树下举目流连了。

但也还是不能完全忘情———有时是在电

影里，或是视频里，见到住在山里的女孩

子，在深秋摘来通红的柿子，一只只削去

柿皮，用绳子将柿子系住，一串一串挂在

屋檐下晾晒。 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就不

免羡慕起来，想起自己另一叶公好龙的愿

望， 便是在山边有一个适合居住的房子，

一年中不同时节，可以时时去住，随时观

察自然，体会不同晨昏。 这愿望不用说是

缥缈，与此同时，我又深知乡居生活是如

何不便。生机盈盈的菜园、花园，以及一日

三餐的饮食，无一不需要背后的人花费巨

大的心力时时打理，才能维持表面生活的

秩序。 而这些事，都要求人本身拥有强旺

的生命力。

现在乡下没有什么人住，但从前的屋

子和树大多还好好地在那里，即便住了人

的人家，对每年勤勤恳恳结出一大树柿子

的树也感到头疼， 就任由它在树上挂着

去；但倘若有城里周末开车到乡下来游玩

的人，到了这样一条无名的小路上，看到

这样一树满满的柿子，在清晨或黄昏雾霭

似的水汽中笼罩着，明明黯黯，如同红色

的灯笼，树尖上零星几片霜冻得通红的叶

子，难免要发思古之幽情，慨叹它几句的。

那么就还是怀着这缥缈的愿望，时时作一

虚无之向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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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里的阳光

詹文格

在水流丰沛的南方，水稻是维系农事的
主线， 它贯穿了一系列劳作场景。 翻耕、催
芽、下种、插秧、耘田、灌水、施肥、杀虫、收
割、翻晒、碾米。那是一条比生命还要恒久的
长路，早在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在河姆
渡遗址中就已见证。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社稷安宁的人类
繁衍史上，水稻就如果腹的阳光，它照耀历
久弥新的农耕文明。多少乡野少年在这条路
上出生、长大、成熟、衰老，最后在稻米的告
别中消亡。

一年又一年的耕耘播种轮回往复，水
稻始终保持着纯正高贵的血统， 它用朴素
的果实，养育了强大的生命。水稻以谦卑的
姿势生长出人世的端庄， 最初以一株草的
模样出现，然后抽穗、灌浆、成熟，输送生命
的养料。

顺从四季节令的水稻，是一个挑战耐心
的作物，它无法速生速长，即使是反复选育
的早熟品种，生长周期也要突破百天。 而周
围的月季、芍药早就花团锦簇，开了一轮又
一轮。

宁静的夜晚，我与水稻默默对视，晶亮
的水珠在狭长的叶片上来回滚动，闪烁着珍
珠一样的光泽。 虽然无法与水稻直接交言，

但像老友一样气息相通， 只要走进稻田，心
里就会踏实，只要看到稻谷就会想起父辈。

我见过谷仓上的古老文字，从隶篆演变
的谷字中，能找到它们遗失在甲骨、兽皮上
的身影，凝固在竹简、陶罐中的时光。面对农
事的繁体书写，只有水稻能理解一个乡野人
葱笼的内心。 在万物急遽变化，众生埋头赶
路的年代，我更喜欢缓慢平和的事物。 缓慢
不是迟疑慵懒，而是沉潜与安详，就像飞扬
的浪花终归平静，悬浮的往事渐次沉淀。

回想当年， 我是祖父身后的小小少年，

祖父肩扛锄头的身影， 被阳光不断拉长，不
断放大，放大成一片丰收的田野。 那个年代
我最爱听的歌曲就是张明敏的《垄上行》，我
从垄上走过/垄上一片秋色/枝头树叶金
黄/风来声瑟瑟/……田里稻穗飘香/农夫
忙收割/微笑在脸上闪烁/蓝天多辽阔/点
缀着白云几朵/青山多辽阔/有小河潺潺流
过……

平时无论多忙，祖父都会把浇水这一事
务作为重要的功课，借此重温耕作。 水注入
泥土，渗入根系，在稻田中发出咕嘟咕嘟的
声响，就像布谷鸟在大地欢唱。 当回味赤脚
走过田埂的时候，我就能想象米浆里流淌着
奶水的颜色，散发着血液的热度。 水稻是高
贵的物种，但它保持了谦卑的本性，既便硕
果累累的时节，它也从不心高气傲，反而弯
下腰身，给土地鞠躬。

水稻像鱼儿一样喜欢流水，也许水稻的
前世就是一尾游鱼，一尾禾花鱼，它才会如
此恋着一方水土，长出一方性格。水里生，水
里长，水里繁殖，一生不离水土的稻子昼夜
不停地生长，从一拃来高，长到了两拃多高，

接着开始分叶，茎秆有了筷子般粗大。 水稻
每日都在变化，秆子从扁平形状，变成圆柱
形状，圆秆的水稻丰满水灵，如孕妇一样腆
起了浑圆的肚子。此时，我们只要低下头颅，

就能听到它拔节的声音。这段时间农人的心
情会像孕妇一样急切， 推算它何时抽穗，何
时灌浆，何时成熟；甚至还担心会不会有虫
子、老鼠来侵害，会不会突然枯萎。

在乡村劳作的时候， 我喜欢直起腰来，

遥看风吹稻花的田野， 波浪翻滚的麦地，如
雪似银的棉花，那才是农耕的韵律，大地的
诗行。 只要看过这种景色的人就会明白，最
美的风景并非高耸入云的大厦，而是匍匐地
面的庄稼。

一张画好不好， 一个基本标准

就是它是否打动别人， 画完通过展

览、画册、媒体发表出来 ，就成了一

面镜子，绘画者从中看到自己，别人

也会从中看到他的样子，这就够了。

———老树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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