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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林中

这几天小区门口、公园凉亭聚集的人议论最多的
是蔬菜价钱的事，什么青菜几块一斤呀，什么在小区
外开辟了一块地的李大妈，青菜萝卜卖得合不拢嘴
呀，什么买几个本地萝卜转了好几圈呀……这使我想
起了以前我们家的菜园。

说是菜园，其实没有围墙，只是用络麻杆扦插起
来的篱笆围出的一块地。那时家家户户种络麻，皮剥
下来晒成青麻或在水中浸泡洗成白麻，然后卖给专门
收购麻皮的麻站。剥了皮的络麻杆晒干后就成了家
乡最常见的柴火，用它来生火做饭不比树枝、黄豆梗
差。父亲每年总是在这些生火的柴火中，挑选出一大
堆笔直而又粗细均匀、长短相当的。遇到下雨天，有
时是吃过晚饭，父亲还会把这些络麻杆的根部削成尖
尖的。然后连续几个太阳晒干后扎成一小捆一小捆，
高高地搁在屋子的横梁上，以备插篱笆用。

扎菜园的篱笆是相当考究的，不仅插得密，还间
隔一定距离打上小竹竿桩，增加牢固性。进出菜园的
地方，父亲还会做一扇柴门，柴门上套一个稻草圈算
是上锁了。

菜园的篱笆倒不是只为了与其它的地隔开来，主
要是为了防止鸡鸭等家禽糟蹋里面的蔬菜。

菜园一年四季蔬菜不断。春天的甜心菜，那修长
的样子，绿中略带黄，一看就知道嫩得很。在菜心的
底部用手轻轻地一扳，似乎菜杆子还未弯就被折断
了。掐下来的菜心需小心拿着，一不小心碰着手指甲
或其它硬的物体就会留下痕迹。母亲掐菜心时，常常
右手掐，左手拿，拿不下时左前臂一弯，菜心就横放在
上面。手臂上放菜心，我好奇，也学着试过几回，总要
掉下来，母亲笑我是家务活干得太少的缘故。

掐回来的菜心干净，水龙头下冲洗一下就可以上
灶台入锅了。菜心从长在地上到入锅，前后都不要五
分钟，现在是万万办不到了。遇到忙时，母亲只是把

菜心在水中煮一下，捞出锅后放上油盐等调料，就是
一盘美味了。

夏天的菜园品种就丰富了。茄子是年年种的，数
量不多，一般五六株，种两排。茄子叶大，叶下开小
花，所以结果时常常没看到，等发现时就会感到惊
喜。别看只有五六株，结果鼎盛时一家人餐餐吃都吃
不完。

西红柿的株数和茄子差不多，不一样的是它叶
少，结出的果实簇拥在一起很显眼。西红柿成熟后，
红得像灯笼，我们几个小孩自然喜欢，于是每天都会
去张望一下。因为每天张望，老是不见它熟透，所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西红柿是熟得最慢的植物
了。熟透的西红柿洗净后就可以像水果一样生吃，我
们很小就知道了，母亲当然也不指望摘去做菜了。

长豇豆就种在篱笆边，让它顺着络麻杆往上爬。
丝瓜爬的是细绳，从菜园西南角的楝树上斜拉一根绳
子下来可以了。冬瓜和南瓜是匍匐在地上的，就种在
菜园的最南边，河边的一个斜坡。

菜园里的苋菜是最神奇的。每年父亲都会留几
株长到秋天，让它开花结籽，也不收，籽就洒落在地
上。第二年天气一暖，这些籽就会生根发芽，父亲劳
作时只是绕开它们。这些自生自长的苋菜，可以长到
人头高。有时父亲见小苋菜长得密，移栽一些去别
处，也有邻居见了喜欢移栽一些去，却不见有长高
的。直到现在，我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秋天是菜园收获萝卜的季节。萝卜一半埋在地
里，一半在地面上，吃时总是先捡大的拔。农家人吃
萝卜总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切成片状，做饭时在蒸架
上一蒸就可以了。

冬天的菜园也不空着，大白菜即使在下雪天，扒
去外面几张叶子就见新鲜完好的了。耐寒的青菜翠
色欲滴，经霜后做菜反而易煮熟，还带着一丝甜味。
芹菜茎叶长，就有点娇贵了，父亲就给它搭棚子，盖上
塑料薄膜。

菜园种菜也是有学问的，我就失败过两回。那一
年，自然课上老师每人发了三颗向日葵种子，要我们
拿回家种。我就种在菜园里，居然都成活了，而且长
势很好，高有成人那么高，花盘有面店里盛面的大碗
那么大。可是到了秋天收获时，才知结出的葵花籽是
瘪的。我跑去问老师，老师说可能种的株数太少，每
一株又离得远，没有较好的花粉受精的缘故。

还有一次是播种萝卜。松土、撒种子、浇水，一件
一件的活做得很用心，结果一个星期后，稀稀拉拉地
只有没几颗种子探出了脑袋。父亲见了，笑了，说：

“水浇太多了，泥土都结块了，种子在下面被闷死了。”
而今，住小区已有十数年，每每想起菜园时，里面

的各种蔬菜依然葱绿，依然热闹。

□黄廷付

我记事的时候，家里还没有像样的农具，只有两
把锄头，几把镰刀，还有两把铁叉。

那时候，我们家只有三口人的土地，但父亲却总
是很忙。因为他忙完我们家的农活还要去给邻居家
帮忙，原因是父亲需要借邻居家的农具使用。大多数
时候，邻居在自家庄稼种好之后，才能借农具给我们
家用。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家只有一头牛，而耕地的
时候必须要两头牛才能拉动犁子。所以有时候父亲
借来了农具，却又没有牛使，因为邻居家的牛被他亲
戚家借去了，父亲不得不又给另一家人帮忙干活，等
着他们的牛耕完地再牵来耕我们家的地。这样往往
等父亲去犁地的时候，天都快黑了，而且我们家的庄
稼每年都种得最晚，这样也会影响收成。

后来，为了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父亲终于想了
个点子，他决定和村里我的一个远房叔叔搭伙干农
活。刚好他家一头牛，我们家一头牛，两家还商量好

每家置办一件农具，这样就不用总是求着人家了。父
亲一狠心，提前卖掉了我们家唯一的一头猪，去集市
上买了一张犁子。而那位叔叔买了一张耩子，当时还
缺一张耙，不过，耙用得少一点，可以趁别人家犁地的
时候，把他家的耙扛过来先用一下，等到别人家用耙
的时候再还回去。

然而，搭伙耕种没几年，村里开始动地，我们两家
都添了两口人的土地。这样一来，我们两家搭伙耕地
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地多了，不管怎么样加班加点也
耕不完。

不过父亲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前两年就把家
里的那头牤牛给卖掉了，再加上卖猪的钱，买回了一
头母牛，现在母牛下的崽已经可以耕地了，剩下的就
是要置办农具。早些时候，我家连板车也没有，下地
的时候全靠一张简易的拖车拉着犁子和化肥。动地
之后，我们家土地多了，收的粮食也多了，父亲不得不
砍掉一棵柳树，做了一辆板车，但家里实在没钱买车
轱辘，父亲只好厚着脸皮去供销社里赊来了车轱辘。

我记得清楚，那时候连给我交5块钱的学费，母亲都
要借好几家。一直到第二年秋收之后，我们家卖了粮
食，才把欠供销社的车轱辘钱还清。

等我们几个兄妹慢慢长大的时候，父亲又开始忙
着置办搂耙、铁叉、耙子、笤帚、木锨等农具了，这样在
农忙的时候，我们几个都可以派上用场了。只是让父
亲没想到的是，在他45岁那年去世之后，村里就有了
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旋耕机等。父亲辛辛苦苦置
办起来的那些农具，慢慢地都被机械化淘汰了。再后
来，家里盖起了楼房，母亲就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农具
存放在老屋里。

有一年，收废品的人来到我家老屋门前，他看到
屋里的农具，问我母亲那些农具卖不卖。母亲先是愣
了一下，接着她又盯着农具看了很久，最后她摇了摇
头，坚定地说：“不卖！”

“为啥呢？难道还想放着升值？”那人还不想放弃。
母亲淡淡地看了那人一眼，“不为啥，只为留下个

念想。”

菜园小记

父亲的农具

□吴志平

六月底入川，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天了。能
参与到国家对口支援重大决策部署中深感荣
幸。这三个多月的生活和工作，有苦涩与艰难，
也有喜悦与温暖。100多天，用心领略这里的一
切，我对这片土地充满敬意。

来援川之前，对甘孜藏族自治州不甚了解，
对雅江县也从未听说过。确定要来援川之时才
从网上查阅一点关于雅江、甘孜州、藏族的零星
知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钱塘与甘孜雅
江相距2200多公里，气候环境的不同，地理位
置的变化，人文背景的差异给援川工作带来了
众多困难。

入川第一天，夜宿康定，身体明显感觉不适，
头晕、气喘、心跳加快，这是轻度高原反应的一个
外显表现，走路时感觉脚踩在云朵上——轻飘飘
的。我们放慢脚步，告诉自己按照科学规律逐步
适应高原环境。第二天，我们要翻越海拔4200
多米的折多山。来接我们的同事随车备了氧气
瓶，嘱咐我们，如果不舒服就马上吸氧。援友在
翻越折多山垭口的时候感觉头晕，默默拿出氧气
吸上一口，好似在闭眼享受高原的恩赐。车子里
变得安静，只听到氧气输出的嗤嗤声按照呼吸的
节奏一声一声地传来，高反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陪
伴着我们一路过来。同行的医生说，你们俩的嘴
唇还是有点紫，要避免剧烈运动，慢慢适应过来
就好了。

翻山越岭来到雅江县。第三天在当地同事
的帮助下，我们租房子、搞卫生、买生活必需品，
开启了新的生活。

没过几天，这里下起了暴雨，可我们却停水
了。我难以理解的是，怎么下雨还会停水？同事
告诉我，因为这里水厂的基础设施比较老，夏天
经常是“下雨就停水”；因为这里防火要求高，冬
天经常是“刮风就停电”。7月，我们经历了一次
连续7天的全城停水，县里安排消防车一天送两

趟水，生活勉强维持，洗澡却成了一种奢望。
虽然经常停水停电，但并不影响我们工作生

活的多姿多彩。网上购买的小桌子还没有到，我
们就将床头柜搬到客厅，趴在上面加班加点梳理
调查问卷，撰写文件材料。夜深了，我与援友赵
老师泡上一杯咖啡为继续加班提提神，戏称“苦
中作乐援川来，咖啡醇香让人醉”。

初入异乡,无尽的思念让我苦恼不已。当中
秋的圆月爬上夜空，远离故乡2200多公里，我格
外想念年近八旬的老母亲。说好的“父母在不远
游，游必有方”，援川是否算游必有方？我不断扪
心自问。小时候，中秋节前母亲会走十五里路，
到镇上买一筒用纸包的圆筒月饼。月光下，我似
乎看到：母亲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分一个月饼，
大家都吃得那么香甜。二姐最调皮，自己的吃完
了就问大姐，你的什么口味，给我尝一口可不可

以？她把大姐的月饼咬了一大口，大姐哭着到妈
妈那里去告状……

刚来援川时，我母亲经常打电话来，总是嘱
咐我要努力工作……现在，年迈的老母亲迈着蹒
跚的脚步，再也不能一口气走出十五里路了，多
想中秋节的时候再和母亲分享那用纸包的一筒
圆圆的月饼，那么香甜、充满回忆。

出发前，儿子来机场送我，我对儿子说：咱们
是一人援川全家锻炼，爸爸不在家的时候要更加
努力。我与家人每周视频交流两次，分享我在这
边的工作与生活，每周写一封纸质的信寄给儿
子，教导他学会思考、学会坚强。当我第一次收
到孩子的回信，看着信封上稚嫩的字体，我感受
到了孩子的成长。我总是告诉自己：援川工作凝
聚着一家人的付出，努力做到最好才无愧于组
织，不辜负家人。

都说社会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来雅江后我加
强了当地文化的学习。三个多月里先后阅读了
《四川通史》5卷300多万字，《雅江县志》（2000年
版）《四川教育》《甘孜州教育》《雅江中学校史》等
书籍杂志，也经常阅读《甘孜州日报》，关注“四川
发布”“微甘孜”“微雅江”等微信公众号。我以此
来保持与甘孜州同频共振，从雅江的角度去学
习，去思考教育发展问题。这样的阅读让我很享
受，让我真正融入其中。

特别是三个月的行读雅江，让我收获不少。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要想做好县委书记，需
要走遍县里每一个乡村，要想当好市委书记，需
要走遍市里每一个乡镇，要想当好省委书记，需
要走遍省里每一个县。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
究，历来重视群众智慧。七月份，学校已经放假，
我深入分析教育年报、教学质量各项数据，向当
地教育局的同事了解教育发展；通过教育系统和
社会各界教育发展座谈会、调查问卷等，掌握更
全面的数据和信息。因为教育牵涉到千家万户，
我始终相信最真实的教育状况在学校、在课堂、
在街头巷尾，我访问当地的老师和校长，与当地
居民聊教育问题，不管是在菜场买菜还是与出租
车司机聊天我都能找到教育的话题，了解雅江教
育最真实的一面。九月开学后，我实地走访了雅
江县三分之一以上的乡村学校，听老师上课、与
学生交流，掌握雅江县教育发展的第一手资料，
为促进雅江县教育发展提出自己的思路，做出自
己的贡献。

当真正投身具体的工作中，融入到雅江这片
土地上，我便感觉到踏实与温暖；当我看到学校
里孩子们略带高原红的脸上，露出纯真的笑脸，
喜悦的情绪就不断填满我的心房。阅读这一片
土地，阅读木雅广场上跳锅庄舞的音乐与节奏，
阅读书写这片土地的文字，我便感觉到历史的厚
重，对这里的人，这里的事，乃至这片土地上的生
灵都肃然起敬。

（作者系杭州市钱塘区教育局援川干部）

□陈光辉

岁月有痕

金黄是枫叶留给天空的颜色

枫叶在凋零前

把满腔的激情

燃烧成火

火红成深秋最浓的诗句

红不是枫树深秋的谢幕

不是凋零前的晚唱

也不是一曲孤独的悲伤

岁月静好

总让人感到落寞中不免轻叹低吟

其实

回归大地

就是对生命最好的馈赠

不过丹枫总是

来时有些执著

走得有些壮烈

哪怕枯倦成寒风中的

枯蝶

留给生命的是感念

留给季节的是怀想

何必担心秋的萧杀呢

成熟往往比幼稚要好

热情往往比冷漠要好

孤傲往往比偏执要好

生老病死

岁月轮回

轻如鸿毛

淡如云烟

一生的荣耀在于

绿过

黄过

红过

而且

年复一年

岁月如枫

枫红正显秋意浓

人生遇秋

醉酒好似秋风

诗歌
岁月如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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