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扁豆花手拉手捧出了亮紫的秋色，丝瓜花挽着蝴蝶结，露

出了金黄的秋意，南瓜花吹着大喇叭，奏响了扣人心弦的秋声。

田间地头，到处都鼓着微凉的秋风。不安分的豆荚，像是

约好了似的，一起向着天空摇铃。豇豆在架上悠闲地吊着细细

的长腿，扁身材的刀豆也长刀出鞘，亮出清秀的眉眼。卧在草

丛中的胖乎乎的冬瓜，裹着毛茸茸的外衣，任凭身边的秋虫吵

翻了天，也懒得伸个懒腰打个哈欠。

当暮色被四野丛生出的虫声淹没的时候，扁豆花悄悄地脱

下紫色的花裙，躲在一团团青叶之中，眯着细眼，探出了扁扁的

青头；丝瓜花也默默地解开了蝴蝶结，于柔茎旁伸出圆圆的小

胳膊；南瓜花裂开了喇叭状的黄瓣，从花蕊处托举起肉乎乎的

小拳头。

虫声被月华淹没的时候，豇豆还睁着饱满的小眼，不时蹬

一蹬悬在半空中的小脚，仿佛不把脚落到地上，心里就不安。

透过赭黄的小小外壳，从枝叶间筛下来的月光晒枯了黄豆的

眼，晃晕了青豆的头，缭乱了红豆的心思。只有饱鼓着眼睛的

饭豆，还在吮吸着月夜的甘露。

如此恬静的秋夜，瓜豆们躺在柔软的斜月下，都在争分夺

秒地锤炼自己的筋骨，都在舒展自己的胳膊与拳脚，都在享受

着清凉凉的夜风和微微甜的露珠。每一分每一秒，和着秋虫弹

琴的节奏，和着秋风轻轻的脚步，耳聪目明的每只瓜每粒豆都

意气风发，都要赶在黎明送来的第一缕晨光面前，亮出最精彩

的自己。

霏霏秋雨，轻轻地击打着圆滚滚的南瓜和粗壮的冬瓜，还有

长胳膊似的秋瓠，像是在叩问它们怀里的籽儿，这份翻滚过来的

秋凉是否抵达内心？这份汹涌而至的缤纷秋色是否抵达心房？

淅沥的秋雨已没有更大的耐心了，先是兜头浇湿了秸秆，

尔后唤起凉意习习的风，摇着揪着豆叶的耳朵，愣是脱下豆秸

的外衣。湿湿的豆叶，蜷着身子，躺在地上，却流露出无比欣慰

的眼神。

光着身子的青青豇豆，垂在牵牛花的身下，得意得很，像是

在炫耀自己的身段，又像是在自豪有花儿的陪伴。不管怎样，

那一根根豇豆，在紫色浪花的翻滚中，已织成一排排青色的帘

门，挑开去，就能把一地的秋凉翻进人们的心坎。树叶“嗖嗖”

落下的姿势，刀豆的眼早就瞥见了，既然叶片们已无力守住枝

头的绿色，那就只有勇敢地立起身，抽出青色的长刀，堵在凉风

的路口，喝断暗夜里伸过来的手，掐断白昼里落叶的哀嚎，将青

色的希望揣进怀里，垂挂出青春的亮色。

当裂开的豆荚吐出了含在口中的金豆，当秋虫的鸣声钻进

金豆的怀抱，当渐起的秋霜伏在南瓜和冬瓜的身上低语，当无

边的稻浪堆叠起丰收的喜悦，我知道，在瓦蓝天幕照映下的秋

野，曾响起过缠绵悱恻的豆荚摇铃，曾隐居过憨态可掬的毛茸

茸冬瓜，曾腾跃过立马横刀响遏行云的好汉刀豆，曾映照过珠

帘轻垂的苗条豇豆，曾送别过不舍而飞的缱绻雁阵，曾怀念过

感阴而鸣匆匆离去的寒蝉，也曾聆听过豆荚斗嘴、瓜花吵闹、蟋

蟀放歌、蜂鸣蝶吟的喧嚣。

瓜豆闹秋，闹出一派浓稠的秋意。

结实而饱满的秋日啊，你长长的衣橱，究竟垂挂了多少件

秋衫，竟能翻腾出如此丰硕的果实，竟然搬出如此丰腴的秋色，

让十丈软红中的我们，如此心甘情愿地对层林尽染的秋野顶礼

膜拜。

瓜豆闹秋瓜豆闹秋
□凌泽泉朝 花夕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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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翻史料，看到“三个车夫”的

故事，各有所感。

其一，晏子车夫。《管晏列传》

载，晏婴当齐相时，其车夫仗势，盛

气凌人，“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

扬，甚自得也”。这一幕被车夫妻

子看到，甚羞！车夫回家，其妻责

曰：“晏子身为齐相，名显诸侯，

可是我今天看到他面无骄气，和

蔼可亲，谦恭自持。而你一个赶

车的仆役，竟傲慢无礼。我不想

跟你这种毫无志向的人过下去，

我们离婚吧！”车夫听完，深感惭

愧，自此自我约束，认真做事，谦

逊而有礼貌。车夫的变化引起晏

子注意，得其因，晏子大赞车夫妻

子贤能。后经晏子推荐，这个车

夫还当上了齐国大夫。晏子车夫

的故事给人启示有三：一是领导

要管好身边人。车夫之所以骄

横，是因为给宰相驾车，狐假虎

威。严管身边人，是领导义不容

辞的责任，不可掉以轻心，当然己

身正方能正人。二是妻子要当贤

内助。自古道“妻贤夫祸少”。妻

子对丈夫多说说奉公守法的“悄

悄话”，多洒洒止欲遏贪的“清醒

剂”，丈夫就更容易安心事业，清

心工作，远离是非；三是自己能知

错即改。要像晏子车夫那样能知

错有愧疚之内心，痛改前非，砥砺

笃行。只有严格律己，方能行稳

致远。

其二，华元车夫。《史记》中有

一个历史典故“羊斟惭羹”，说的是

公元前 607 年，郑国出兵攻打宋

国，宋国派主帅华元统军迎战。两

军交战前，华元为了鼓舞士气，置

锅宰羊，犒劳将士，却没给他的马

车夫羊斟分一杯羊羹，羊斟因此感

到羞辱，怀恨在心。于是，交战之

时，羊斟故意把战车赶到了郑军阵

地。结果，华元就轻易被郑军活捉

了。华元的下场，从某方面说明了

领导者，因忽视和不尊重“小人物”

而产生的恶果。它提醒世人，位高

者对民众、对部属，对小人物也要

尊重，不能伤其心。其实，这个世

界上，多数人是干着平凡工作的

“小人物”。“小人物”是我们这个社

会的根基，根基不牢，地动山摇。

善待下属，善待百姓，尊重那些从

事平凡工作的“小人物”，是为官者

的应有官德，是社会公民的基本道

德。

其三，王旦车夫。《宋裨类钞》

载，北宋宰相王旦的车夫服役期

满，向他告别，王旦却不认识，问

他：“你在这几年了？”车夫说：“五

年了。”王旦还是想不起来。车夫

转身走时，王旦才从背后认出来，

叫出他的名字。这个车夫不谙

“人情世故”，只会埋头拉车，专心

致志干老实活，乘车的宰相王旦

只熟悉“背影”，而不知其真实面

容。现实生活中，也有像车夫一

样“背对”领导的人，工作上，埋头

苦干、默默工作，不事张扬、不“显

山露水”，把自己当作一块砖，哪

里需要哪里搬；有的潜心钻研业

务，心无旁骛，不善交际，专心事

业，成为业务骨干、技术尖子，在

单位挑大梁、担重担。可是像这

样的人，却往往因为不屑于、鄙夷

于钻营，不会“跑”、不会“闹”、不

会“送”、不会“靠”，进不了领导的

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特别

关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基层和

生产一线，特别关注环境艰苦、工

作困难、矛盾复杂、长期默默奉献

的岗位，特别关注那些心系群众、

埋头苦干、不拉关系、不走门子的

老实人、正派人，使选出来的干部

组织放心、群众满意”。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就是强调不能亏待老实

人。善待“背对”自己的同事和下

属，往往能发现真人才。

““三个车夫三个车夫””之鉴之鉴
青 萍絮语 □陈思炳

生在山区，长在老家，中草药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

苍术，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状茎，味辛、苦，性温。燥湿健脾，祛

风散寒，明目，辟秽。小时候，有一年，脑膜炎流行。奶奶怕我们染

病，就让妈妈到山上挖来许多苍术根块，晒干，放在火炉里烧。火炉

里冒出浓浓的香，因为这香，我们活得很健康。

一块玩的小朋友得了肝炎，大队的赤脚医生说，此病可治，只要

多喝茵陈蒿水。茵陈蒿，中药名，全草入药，味苦、辛，性微寒，有清

利湿热、利胆退黄的功效。老家的山边、河畔、田岸，一到春天，茵陈

蓬勃生长，青得逼你的眼。放学后，我们抱着成捆的茵陈去小朋友

家。小朋友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脸色也不蜡黄了。

夏日贪吃、贪凉，腹部圆滚滚，脸上现白斑，这是伤食了。奶奶

从窗户上取来风干鸡肫皮，焙干研碎成粉，加入焦米粉，让我们吃

下。一两天后，肚子也不胀了。

伏天闷热，湿疹奇痒，恨不得借麻姑的手指搔一下。还是奶奶

有办法。屋后有棵大枫树，风一吹，枫树球落一地。捡起来，煎水洗

澡，几次下来，疹子就不见了。

夏天过半，麦子黄了，学校放麦忙假了。我们喜欢在麦地里、玉

米地里生长的半夏，一株三叶，青绿、娇嫩，花很奇特，

像一条眼镜蛇。半夏，一种名贵中药，根块入药，味辛、

性温，治痰喘、止心痛和呕吐。

入秋了，萝卜菜长在菜地里，嫩嫩的、绿绿的，连根

拔、切碎，开水烫、麻油拌，生津、顺气、开胃。

妈妈也懂医学。进山打柴，马蜂厉害，螫一下，肿起半边脸。妈

妈去邻家，讨来表嫂的奶汁，涂上去，清凉、止痛，消肿块。哥哥出门

受风寒，脸往一边歪。妈妈很镇静，径直到田边，抓来一条黄鳝，解

剖，取血涂抹，才过半下午，歪脸就复原。

俗话说，男不离姜，女不离糖。感冒发烧，姜汁一碗，加入红糖，

趁热服下，大被拥覆。热汗淋漓之后，跃然而起，体轻如燕。

秋天的山里五彩斑斓。桔梗成熟了，像铃铛似的蓝朵在草丛间

摇响，引领着我们去挖掘。桔梗，其根洗净、晒干，似人参，有止咳祛

痰、宣肺、排脓等作用。

百合好吃，百合花好看。百合和西芹一起炒，叫西芹百合，清香、

粉嫩、爽口、好看。小孩换牙时不能吃，吃后会长出一嘴乱牙。百合，

味甘、性寒，主治阴虚燥咳、劳嗽咳血、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

惚。多吃百合，防癌、抗癌，多喝百合银耳汤，让你降血压、美容颜。

老家大别山，地处江淮之间，山脉相连，自秦岭一路东来；气候

温润，百草丰茂，是一个优质的草药园。老家的人勤劳、健康，老家

的中草药长满山乡；老家的风景如画，让人流连；老家的中草药质优

价廉，热爱生命，乐于奉献。

老家是个草药园老家是个草药园
如 歌岁月 □刘灭资

重返五庙重返五庙
徽 风皖韵 □欧阳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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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意味着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缘分。我与五庙，缘分很深。去年，我

前后三次来五庙采访、摄影。今年的金秋，我又赴一场文学的盛会，再次重返

五庙。

1925年早春，春寒料峭，一位身材瘦长的、穿着长衫的年轻人，快步行走

在五庙河畔的小路上，刚刚下过一场雨，泥巴溅到他的裤脚上，他也顾不得。

逆流而上，一路疾行。程千里的上衣口袋里，揣着余良鳖等五位进步青年的

入党申请书，他感觉胸前一团火焰在燃烧，让他热血沸腾。

他就是共产党员程千里，一个月前他从武汉回乡任五庙达材小学教员。

在教学之余，他向家乡的进步青年宣传共产主义，交流思想。很快发展余良

鳖、程之凤、王长青、胡绍瑗、梅竹松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潜

山县第一个党小组，潜山革命火种由此燎原。

程千里就像一股清流，在大别山脚下的五庙乡激起了千层浪。五庙党小

组的成立，促进了五庙及周边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著名的“八斗起义”

“梅寨起义”掀起了潜阳大地土地革命战争的新高潮。同一时期，在我的家

乡，与五庙一山之隔的乔木寨，也发动了乔木寨暴动。

走进五庙党小组纪念馆，轻抚一扇扇古老的木窗，听讲解员静静地讲述，

历史的书卷慢慢打开，厚重、沧桑，英雄的事迹让一代代人为之赞叹。“书香门

第”“皖源星火”“潜阳惊雷”“黎明曙光”，让我们又重返了革命年代的烽火岁

月，重返英雄们浴血奋战的土地，重温英雄们谱写的一首首赞歌。

河湾古民居，程千里家世代祖居地。从上百间的房屋和雕梁画栋的古

迹，能看出程氏祖先的辉煌历史。打开程氏族谱，不难发现，程氏在五庙是显

赫殷实之家。程千里也就是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形成了完美的人

格，怀揣理想，到上海求学，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接受新思想新思潮。

青石阶、花木窗、古老的房梁、老天井，在晚秋一个雨天。我看着雨水从

瓦楞里流淌下来，落在天井里。木窗紧闭，我无法窥见里面的一切，但是百年

前，少年程千里在这里读书、习字，他肯定一次次站在木窗前，眺望天井外的

天空，凝视雨水从瓦楞上落到天井里。他心爱的口琴，曾经在木窗旁吹奏着

美妙的音乐，曾经让他心爱的姑娘彻夜难眠。不知道，他的口琴还在不在？

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的诗歌，不知道可有人还记得？

一股风，从山野里吹来，让人有了寒意。过往的岁月，永远无法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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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庙乡的银杏树有上千年的历史。

枝繁叶茂的银杏树，像一位巨人守护着古老的村庄。程冲村一位老人告

诉我，这棵银杏树是程氏祖先定居时栽种的，是祖先留给后人的“活遗产”。古

树像一位尊者，默默屹立着。树高45米，树冠如巨伞，为路人撑起一片阴凉。

只要路过的人，都会驻足行注目礼。

站在银杏树下，才感觉自己的渺小。粗壮的树身，要七八个人才能合抱

过来。非常奇妙的是，这棵古银杏长到七八米高的时候，突然一分为二，然后

双双直冲云霄，在半空中开枝散叶，像一对恩爱的夫妻，养育着一大堆儿女，

然后守护着他们。在我的家乡，就有夫妻树的说法，不知道这棵古银杏是不

是也是一对恩爱夫妻的化身。

有一年春天，我来五庙摄影，惊见银杏树上栖息着几百只白鹭。在我们

长枪短炮的喀嚓声中，白鹭振动着翅膀，飞向山脚下的农田，在插秧和耕种的

农人周围翩翩起舞。

落日余晖中，我们一群摄影人准备翻过山冈返回，站在山脊上，回望五

庙，高大古老的银杏，披上了一层金光，庄严无比。山脚下的田园，到处是插

秧人，农人的周围，白鹭翻飞，好一幅和谐的早春图。我们相约，深秋的时候，

再来拍银杏，一直未能如愿。没想到机缘凑巧，今年的秋天，我又重返五庙，

再见银杏。

不知下一次，我再重返时，那些白鹭还会重返吗？

3

潜山弹腔又称老徽调，是安徽省传统戏曲剧种。在明朝就已流传于民

间，流布地区以潜山为发祥地，周围辐射至安庆六邑。到清乾隆之初，职业性

班社甚多，其中“五世堂”“四箴堂”“同乐堂”等长年出演。凭借长江水路优

势，上达四川重庆，下到南京苏浙，并与这些地区的文化艺术广泛交流，弹腔

有了“徽调”之称，班社亦随之称为“徽班”。

弹腔发源于弋阳腔，是京剧的前身。据说京剧鼻祖程长庚幼年时，常常

跟着村里的老人学习弹腔，会唱很多段子，后来走南闯北，融汇了南腔北调的

艺术精华，逐渐形成了京剧。

与五庙乡一山之隔的太湖叶氏，徽班进京时创办了京剧富连成科班，培养

了大量的京剧人才，掀开京剧史上“梨园一叶”的神话。相传早年，叶春善的爷

爷就是跟着程长庚到京城去闯天下，没想到闯出一番天地，留下一段佳话。

大别山脚下百里镇流传的曲子戏，也属弋阳腔。一个落雪天，在一个村

民的瓦房里，有幸见到一群有理想的民间艺人，他们坚守心中的梦想，将古老

的曲子戏一代代传承下来。他们的唱词现在不太记得，但是那个原汁原味的

曲调、那个纯朴如初的眼神，至今铭记如初。

“孤好比孔臣贤在城受饿，孤好比汉关公围困

土坡，孤好比水中船江中舵，并无有一小舟渡

孤上波。”这是一位采茶大爷，给我们唱

的《下南唐》选段，过去很多年，

依然记忆犹新，就像五庙的茶，

回味隽永，经久弥香。

在五庙许家畈班社，

我们见到了弹腔的非遗

传承人许开学。80高龄

的许老拄着拐杖，精神

矍铄，为我们唱起了

弹腔。一对妙龄少

女，为我们唱了一段

新编的《红色五庙》，

老调新唱，别有一番

韵味。

潜山，不仅出现

了京剧鼻祖程长庚，

更有张恨水、韩再芬这

样的艺术大师，一代代

呈现在中国的艺术舞台

上，成为一颗颗闪亮的星星。

打开五庙的相册，一组组

照片，让我再一次游览五庙的美

景，我想，我还会重返五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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