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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菊花香犹在
■ 尚庆海

一个人把镰刀伸向田野

一把镰刀与一片田野上庄稼

正式立下契约

在黄昏前

收割完背离村庄那一片粮食

秋深了，庄稼起伏

被一把手儿

弄得五谷芬芳，生活有了爱人手上

不散余温了

你投下的身影

立足这片田野之上

都穿上了与庄稼一样色泽的衣裳

裸露那微笑

扶贫路上的歌
■ 黄玉文

山路似曾相识

爬坡攀岩一如走过的岁月

山风似曾相识

轻吹脸颊触痛感知愈发真切

脚步与崎岖亲密无间

试探着用脚趟开一条道

掀开路上岩石

拨开横在路中的荆棘

小心翼翼祈祷

和蛇虫野兽们互不侵扰相安无事

初次登门，柴扉少言寡语

首次谋面，主家面色清冷

几声犬吠从早晨飘过晌午

菜园子的篱笆墙影子比梦长

瘦弱的夜在星光下飘摇

长生家泥巴篾片照壁上

我读到单薄潮湿混沌里那一丝渴望

父老兄弟啊，我打定主意

用自己并不宽厚的胸怀

拥抱你的沧桑

以我弱小但储满真诚的臂膀

给你佝偻脊背增添一把向上的力量

调查摸底

山村很远很小也很瘦

坡上石圪垴在风中保持坚强与警醒

咯咯咯咯叫

齐腰深杂草丛里惊飞两只山鸡

让走访脚步猛然间惊慌无措

几十年百多年土坯房

如蘑菇般矮小木板楼

几只麻雀在房前屋后地角吵闹

夕阳后的院坝会，大家围坐一起

商讨治穷脱贫药方

几垄苞米红苕地的收成

几只鸡鸭鹅的吟唱

能给的仅仅是生活维持现状

身患疾病

目光迟疑

这些还需要打针吃药和提振精神的药汤

农家夜话望闻问切

家长里短，扬长避短，取长补短

凌晨鸡叫惊醒了密密麻麻笔记

帮扶干部推开山雾

蘸一抹朝霞

润色山前山后满眼春光

精准帮扶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民情日记照亮前行的路

结对帮扶亲人们推心置腹

肩并肩谋划

幸福甜蜜微笑在霞光里跳跃

得过且过精神头不足的

励志打气从思想上输血补能量

有想法有条件的

技术帮扶经营指导金融支撑疏梗阻

建房修路完善生产设施

扶贫路上善政兜底疗疾疴

同步小康大家手挽手不落一人

真情滋润

贫瘠地开出幸福花

蝴蝶亲吻过的花丛更加艳丽

微不足道的露珠

已然滴落地下抑或飘飞空中

但依然滋润着扶贫果实的甘甜

扶贫路上的歌激昂铿锵

因户施策精准帮扶

幸福花越开越艳

贫困户从物质到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

河水的身姿清瘦起来

潜伏已久的石头露出了脸

安静地看云卷云舒

成熟的果实留一些悬念在枝头

高高地诱惑着谁的味蕾

野菊穿上了金缕衣

惊艳了整个山岗的花花草草

鸟雀悠闲地梳理着羽毛

慵懒的鸣叫飞向枫林深处

秋虫低吟浅唱

月光在秋风中轻轻荡漾

落在异乡人的心上

乡愁又浓了一分

秋意浓
■ 程宝云

收割者
■ 聂晓宏

那些年的乡下，房前屋后，田边地头到

处都是盛开的野菊花，母亲没事就去采摘，

采回来后用清水洗净，阴干，然后装进一只

布袋子里，宝贝似的挂在墙上。

那时候乡下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母亲经

常给家里人冲菊花水喝。菊花味甘苦，性耐

寒，有散风清热、清肝明目和解毒消炎等作

用。不识字的母亲熟知菊花的功效，并且无

所不能地发挥到极致。

我不喜欢喝菊花水，因为泛黄的菊花水

有一点略苦的味道，极像母亲喝过的中药

汤。母亲为了让我喝菊花水，会把平时生病

时哄我吃药的红糖加进去一点。吃药那是

偶尔为之，菊花水却要天天喝，红糖就消耗

比较多，后来母亲就做菊花大米粥。母亲先

把大米粥熬好，然后放几朵洗净的干菊花再

煮两分钟，让菊花充分舒展。因为有了大米

粥的清香四溢，菊花特有的味道就被冲淡了

许多。色泽清白粘稠的大米粥，香味扑鼻，

上面盛开着两朵的金黄色的菊花，甚是漂

亮，极大地勾起了我的食欲。

有年春节，家里经济紧张，大年初二待

客人，下酒菜太寒酸，一向热情好客的母亲

绞尽脑汁想多做两个菜招待客人，可是家里

实在没有像样的材料，母亲又开始打起了干

菊花的主意。母亲从墙上挂着的布袋子里

取出两朵干菊花，用温水泡开，把花瓣一瓣

一瓣撕下，再浸泡在凉水里，又把一根白萝

卜切成细丝，在热水里轻微汆煮一下，捞出

用凉水冲凉，保存萝卜的清脆，最后将菊花

花瓣和萝卜丝放一块，加食盐、味精搅拌均

匀。家里没有麻油，母亲把菜籽油放锅里烧

热，等热油凉却后浇洒在萝卜丝上，金黄的

菊花花瓣衬托着白萝卜丝，黄白相间，油油

亮亮，煞是馋人。一道精致好看的凉菜做好

了，端上桌，客人尝了之后，感觉清脆爽口，

异香满嘴，不禁交口称赞，一盘菊花拌萝卜

丝很快见底。客人临走，向母亲请教如何做

法，并且讨要一把干菊花，回家自己也要做

着吃。

从此，菊花拌萝卜丝便成了我们家餐桌

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我也从原来连菊花水

都不愿喝的一个人变得在萝卜丝里专拣菊

花花瓣吃。

如今，家里一年四季备有胎菊茶，都是

在茶行或网上买的，泡茶非常方便。每次冲

茶的时候，看着茶杯里的胎菊慢慢舒展开

来，嗅到从茶杯里飘散出丝丝熟悉的味道，

就会想起当年母亲的菊花水、菊花大米粥和

菊花拌萝卜丝，淡淡菊香就会从记忆深处袅

袅飘来，弥漫整个空间，让我不自觉地回味

起那些菊香陪伴的悠悠岁月。

家乡美景入诗来
■ 吴国平

清明时节，我回故乡万隆村为父母扫

墓。汽车行驶在柏油铺成的盘山公路上，窗

外群山披绿，花香四溢，百鸟争鸣，蝶舞蜂

飞，充满着诗情画意，我暗自赞叹：家乡不愧

为全国最美乡村啊！沉吟片刻，一首打油诗

出口：“又向山弯道上行，千峰万壑喜相迎。

故乡深藏佳山水，外地扬名闻远近。万花蜂

酿铸甜蜜，百喙雀啼报新春。扶贫开发创奇

迹，僻壤巨变最美村”。

是啊，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童年的那

个村庄吗？这就是过去的贫困村吗？仅仅

几十年，恍如隔世。记得读小学初中时，老

师常出《家乡巨变》、《山乡新貌》之类的题

目，让我们写作文，我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也

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在我眼里，家乡年复一

年，山没变、水没变、路没变、房没变，人们愁

眉苦脸的神态没变。吃的粗粮野草，穿的千

疤衣服，住的茅草泥屋，走的泥泞烂路，照的

煤油灯盏，直到我参加工作走出大山，都没

有多大的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远离县城一百

多公里，离镇上二十多公里的山村，虽有好

山好水，但由于不通电，不通路，不通自来

水，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一首民谣广为流

传：“有女不嫁万隆山，天晴落雨把门关，一

天三顿沙沙饭，肚皮烤起火斑斑”。这些年，

国家不断帮助山区发展，扶贫开发，家乡真

正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恶水

穷山，变成了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被评为全

国最美乡村之一。柏油路到村，班车直通主

城，水泥公路到社，连户水泥路到家，不仅家

家户户通电，用上了家用电器，而且街上、公

路上有路灯，夜晚通明；土墙茅屋变成了砖

混结构，有农家乐几十家，车水马龙，游人如

织；全村用上了自来水，移动机站有两个。

旅游农产品形成产业。尤其是人的精神面

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村里每天有广场舞，每

年有篮球比赛、春晚节目，这个深藏在渝黔

交界，海拔1300米的山村，真正是旧貌变新

颜，每次回到家乡，我都诗意盎然，游走故乡

山和水，不会吟诗也要吟。

写第一首赞美故乡的诗，是2000年，这

年，村里举行春节联欢晚会，我应邀参加，在

晚会上激情朗诵了夏天回去写的三首顺口

溜：“（一）红日当空故里行，青松翠竹夹道

迎。山穷水恶成旧梦，柳暗花明靓新村。休

闲度夏游人织，云白深处远亲临。瞧望难寻

儿时貌，卅年巨变太惊人。（二）电视手机连

天下，硬化公路通山村。挑水变成自来水，

电灯替代煤油灯。巴渝新居放异彩，返季粮

菜进主城。饭馆超市满堂客，农家书屋读诗

文。（三）云淡天高清风拂，树绿花红草木

深。足食丰衣家家乐，前山后水日日新。东

家西户载酒醉，万语千言故园情。父老乡亲

歌新政，共奔小康喜盈盈”。诗道出了乡亲

们的心声，赢得了热烈掌声。

故乡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许多

地方开发成旅游景点，其中最有名的是花

坝。花坝方圆几十公里无人烟，长年生长着

方竹、灌木、野花野草，最高海拔处 1800 多

米，通过栈道可以攀上最高峰神鹰山。这里

我从小就多次到此搬笋子、挖天麻，当我与

友人再次站在神鹰山上，无不感慨万千，小

时是为生存而来，今天是旅游而来，不禁诗

兴大发。来了一首花坝：“峰回路转九重外，

林深叠翠覆碧苔。风吹绿原拂浪去，雨洒青

野漫坡来。层峦滚滚绕足涌，山花朵朵点头

开。云蒸霞蔚捧日出，无限生机荡情怀”。

另一首登神鹰山：“神鹰耸立悬岩头，莽莽群

山一望收。滚滚白云涌脚下，滔滔绿浪似水

流”。文采不怎么样，但对我来说，即是情景

交融啊！

另一个有名的景点，叫李公坝，此地酷

似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又传说李白流放

夜郎曾到此处，故名李公坝。我写了一篇散

文《人间桃源李公坝》发表在重庆政协报上，

意犹未尽，又写下一首《李公坝》：“桃源仙景

复徘徊，传说当年李公来，四面青山围锦绣，

一坝绿土荡霞彩。白云悠悠蓝天逛，流水涓

涓碧地推。美景美食美乡亲，原汁原味原生

态。”

家乡众多景点尚待开发，开发的景点也

还需上档升级，但已初具规模，值得一看的

地方不少。看到玫瑰花谷鲜花怒放，木屋傍

溪，帐篷悬空，很有特色，我便来了一首：“天

高缥缈绕云烟，鸟鸣蜂舞百花妍。数个圆球

悬林内，几处木屋傍溪边。帐篷幽居双栖

燕，松涛伴奏一世缘。风清月朗良宵夜，人

间天上喜团圆”。走到另一个景点响水洞，

又有了几句：“绝壁双洞响水来，鬼斧神工巧

安排。终年不浊不涨落，赐福众生满田载”。

这几年，故乡年年有进步，可以说是芝

麻开花——节节高。我每次回去，都诗意浓

浓，月夜、冬雪、古树、野草都在笔下成诗，不

觉有了一、二十首。

为父母扫完墓，站在墓前鞠躬告别，想

起慈母，泪如雨下，写下一首《清明祭母

亲》。此时，先还放晴的天变脸下起小雨，别

绪离愁涌上心头，即景赋诗一首告别故乡：

小经青葱梨花雨，新景儿事故园情。

松风竹韵翩然至，鸟语乡音最动人。

清泉穿石 ■ 胡光银 綦风
风霜为你梳妆

枯草为你鼓掌

好一个美丽的乡间女子

在秋的舞台大方亮相

金黄的脸庞

微笑在沟夼山岗

亮丽了山乡的风光

生动了秋天的景象

从都市而来

专程把你造访

迷你灿烂的笑容

闻你幽幽的芳香

从你的身上

我读出了生命的顽强

从你的芳香中

我汲取到精神的营养

我的情绪被感染

心境如你一样鲜亮

多想把你带回家

于我的日子中绽放……

山菊花
■ 蔡同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