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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到过霜降后的果园：树叶

落光，果实凸显出来，在枝上悬着、

缀着，飘着甜美的香味。果农说，苹

果下树前，经两场霜，是最好的。果

皮会变薄，还能增添一种霜甜。

哦，霜甜？多少次，苹果被我捧

在手中，嗅其香气，幻觉中仿佛听到

洁净的果肉中有沙沙的秋风吹过。

原来那不是风，是霜簌簌覆下？

下霜的日子，干冷，却一定晴

朗。

太阳未出，地面、屋顶、叶缘、一

根根谷草上、村庄，都覆着一层寒冷

的雪意。有的是长出点白毛毛；有的

是镶上了蕾丝花边。那些平日并不

怎么美的枯黑树枝，霜白中露出细

细的湮黑线痕。霜，让它们重新学会

表达自己，清爽、简约而有韵致。

总有些事物，在霜降里凸显风

姿。

松柏之质，经霜弥茂，这是骨

气；枫叶之色，经霜愈红，这是历练；

法桐，扑簌下落，半是浅青，半是赭

黄，叫人生几分轻愁；墙上爬山虎，

老红叶子掩不住一身虎骨，红艳艳

叶下的烟火日子，经霜更红火。

白居易写白菜经霜：浓霜打白

菜，霜威空自严。不见菜心死，翻教

菜心甜。霜前的白菜，菜帮生硬，味

道青涩，吃起来口感呆板；一场霜，

杀去青涩、愣怔之气，味道便醇厚、

丰满起来，入口脆灵灵的。萝卜、白

菜、红薯之类所含淀粉，在淀粉酶的

催化作用下，水解变成麦芽糖。麦芽

糖，再经麦芽糖酶的作用，变成葡萄

糖。葡萄糖是甜的，且易溶于水，所

以，白菜、萝卜、红薯越放越甜。还有

柿子，经霜后，皮变薄、肉更甜，经历

一场霜，能让果蔬具备更好的品质。

自然界的风霜，是一种物候现

象；人生中的风霜，则意味着逆境、危

机、艰难险阻，乃至无奈、低落，悲哀、

痛苦。然而，面对风霜，去直面它，会

懂得坚强；去熬过风霜，便迎来收获。

霜，很细心，有着世间最敏锐的

触须，对纳入它怀中的任何事物：脚

印、童心、坚持、拼搏……它都会好

好保存，并且缓慢地去其浮躁，增其

甜润和宁静。它不是强制的力量，而

是凛冽的提醒、无声的研磨。

因此，霜，是一种环境、一种历

练，亦是一种条件、一种要素。经风

历霜，去品味、去感悟、去坚持，挺过

去，最终会迎来更豁达绚烂的风景

和更美好的人格心性。

霜叶胜花处，回首来路，再怎么

严酷和艰难的打拼与煎熬，都会泛

着一丝丝霜甜。

北宋大学士苏轼，因政治原因

屡屡遭贬。困境中，朋友马梦得帮他

申请了一块荒芜的旧营地耕种，艰

难躬耕，供给衣食。严酷的境遇里，

他恍然开悟：何必一定要在政治的

漩涡里浮沉？

他开始欣赏接纳不同的东西。

那个阶段，他写出了一生中最好的

诗。他的诗歌连带他的生命都有了

一股力量、一种包容。

经霜，不是摧残你，而是成就

你。经霜之后，你会品到生命中最深

的味道——霜甜。那种甜味，跟生命

的品质、风骨、节操，都连在一起。

儿子报到那天正值周一，我

请了一天假去送他。回看今年，已

请假 5 天，皆是因他而起。4 个半

天的家长会和值班，3 天的高考

陪伴，然后就是这次送他去大学。

因为疫情的关系，家长在校

门外即被拦住，几个迎新的志愿

者接过了我和他爸手提肩扛的被

子和行李，双手空空的两个人顿

时慌了神。眼看儿子排着队，顺着

新生通道核验身份后进校，遇到

早已等候在门口接他的两个学

长，然后就见他的背影渐渐消失

在人群里。那巨大的校训石和一

幅幅鲜红的迎新横幅和标语像在

嘲笑我们：如此风尘仆仆地赶来，

结果换的是儿子头也不回一下。

失落的父母们不甘心，沿着

大门左右两侧的石栅栏，在视线

的缝隙里继续目送，在校园的路

上和树荫下寻找自己孩子的身

影。隐约在还不太远的地方，我看

到了儿子，他背着包低头看着手

机与两位学长同行。他爸拨通电

话，问他：“行李呢？怎么是空着手

的？”看他隔空回话：“现在去体育

馆报到，行李都放在各个学院的

存放处了，一会有车直接送到宿

舍。”心就这样慢慢放下。孩子一

切都好，我们该原路返回了！

还是那条路，还是那 200 多

公里，返回途中除了静默还是静

默……怕他爸开车疲倦，偶尔看

到熟悉的路标我会提个醒，儿子

来时路上说的话隔着他坐的车位

仿佛又响了一声，我想再说什么

只得噎住，不敢再出声。两人中途

在服务区吃了个简餐后，车就一

直不停歇地开，熟悉的街市重映

眼帘，回想近几日带孩子来过的

情景，不知道他再回来是何时。

一路颠簸劳顿，还是回家好。

推开门，早上出门时慌乱的场景

还在，翻了底的鞋，准备带而未全

带走的吃喝用品，凌乱的沙发套

上还有东西腾空的皱褶……我准

备补一觉，瞄了一眼儿子空荡荡

的房间，竟然没有勇气走进去收

拾一下：那张拿走台灯的书桌残

留着灰尘要擦，零散的学习用具

和书本可以归置整齐，衣柜里尚

未带完的衣服也扯得东倒西歪。

我闪躲着不敢再看，好像我一进

门，儿子纷乱的询问全围拢而来：

“妈妈，我那件才买的背心呢？”

“你把我白色的卫衣带了吗？”“袜

子，我还有两双袜子要带！”“皮

带，妈你又把我的皮带放哪了？”

这些让我烦恼的纠缠没有了，我

不耐烦的叫嚣也随之沉寂，“为什

么你的东西都要问我，你自己放

哪了不知道吗？”

半寐之间，床头的手机振动

声把我惊醒，儿子：“妈，你到底给

我带了多少东西啊！这么多东西

你让我怎么放得下。”一一告知他

什么东西在哪个包里的哪个位

置，挂断之后看儿子在微信上发

的宿舍图，裸露着木板的床架上

灰尘、涂料、锈渍斑斑……已经 1
点多了，他连饭都没吃还要应付

一屋子的狼藉，我不淡定地坐起

身要与他视频聊天，告诉他怎么

摆放和收拾。他没有接听并告诉

我：“不好的东西我都不想让你看

见。”

晚饭我和他爸也无心准备，

去附近的店铺点了两碗米线，吃

完他爸说想走走，我独自回家。正

欲开门，儿子来电响起，边接听边

进门时他说：“妈，你有没有给我

带拖鞋啊？”我一眼看到地上的鞋

子，回他道：“没有。”他告诉我要

去洗澡了，好多人可能排不上队。

家里空荡荡的，安安静静的，我默

默拾起儿子平常穿的拖鞋去刷

洗，眼泪终于止不住，一颗一颗掉

进水池里。

当你走进通江县什字小学校

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一排排正

在盛开的大丽花，我们这里把它叫

做“苕牡丹”。

拳头大小的苕牡丹花有红的、

粉的、紫的，还有红白、粉白或紫白

相间的，勤劳的蜜蜂在金黄的花蕊

里穿梭往来；可爱的蚂蚁经过漫长

地“攀登”，来参加属于秋天的盛宴；

叽叽喳喳的小鸟，无数次地想停留

在花朵上，却只能妄想，一次次地被

撂倒，高贵的花儿仿佛在告诉小鸟: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只有那鲜艳的“红领巾”，用手

摸一摸，用脸贴一贴，用鼻闻一闻，

抑或是来个轻轻的“吻”，苕牡丹总

是特别配合。她知道，就是这些红领

巾，平日里给了它们不少的“关照”。

记得 2018年 11月 19日，是我到

什字小学工作的第一天。初次见到

的学校干净清爽，其中，最吸引我眼

球的是花坛里的那两三株苕牡丹。

虽是深秋，寒霜已不约而至，苕

牡丹花还是努力地向上生长，枝繁

叶茂，开着花，吐着芬芳，似乎想与

腊梅接力。

我暗自许诺，一定要把这苕牡

丹“发扬光大”，让花开遍校园，让美

成为校园的一种从容和悠闲。

种花，体味劳动最光荣。初春时

节，同学们刨开了沉睡一冬的土地，

挖一个个 30cm 深的小坑，在底层放

入发酵的农家肥，上面铺上约 5cm
厚的黑土，小心翼翼地将苕牡丹的

块茎放在黑土上，这可是种下的希

望呀！再用细细的泥土将种子全部

包裹，用手压紧，洒水，最后盖上一

层从山里弄来的腐烂树叶。每当这

时，笑脸、汗水、红领巾、脏兮兮的手

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不就是盛

开的苕牡丹花吗？

育花，让孩子们学会了等待。只

有你不断地除草、施肥、浇水，希望

才可能尽早到来。10 天、20 天、一个

月飞快过去，总有那些等得不耐烦

的孩子，悄悄地用树棍钻一个小洞，

窥视苕牡丹是否长出了新芽。有一

天，二年级的刘诗雨急匆匆地跑向

办公室，语无伦次说：“老…老师，苕

牡丹花长…长出来啦！”接下来，短

短几天，校园里的苕牡丹在孩子们

的精心呵护下，全部出芽，个个胖嘟

嘟、毛茸茸的，但特别柔嫩、娇气。兴

奋的孩子总会在课间不约而同地凑

上去，探着小脑袋，眼睛睁得大大

的，怎么也看不够，还自言自语地

说：“小小苕牡丹呀，我们陪你一起

长大。”

赏花、欣赏美、感受美，心灵随

之而美。花满花坛，香满校园。忙碌

的“红领巾”，做操、跑步、吃饭，给老

师抱作业……只要看见苕牡丹的影

子，闻到苕牡丹的香味，“红领巾”定

会满心微笑、驻足欣赏，笑是甜的，

心是美的。

一场苕牡丹与“红领巾”的约会

就此展开。花是花，人也是花，人与

花的故事诉说着校园的美丽。

古代称农历九月为“授衣月”，

谓制备寒衣。“九月寒砧催木叶，十

年征戍忆辽阳。”深秋的九月，轻寒

漠漠，落叶纷飞，少妇在声声捣衣声

中思念戍边的丈夫。《毛传》中也讲：

“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

矣。”九月初出了趟远门，回来后菊

花已灿灿地开了一大片，此时风已

清又渐凉，女人们便开始为家人制

作冬衣，穿针引线，把密密的爱与思

念缝进衣里，静笃而美好。

想起了小时候，一到九月，母亲

便开始一针一线给我们做棉衣棉

裤。母亲把箱子里的棉袄棉裤全部

拿出来，放在阳光下晒。量量哪件短

了、摸摸哪件薄了，计划着哪件再改

一改还能让小的接着穿，看着我们

逐渐长高的身体，母亲开始做棉衣。

每当我们穿上母亲缝制的新棉衣，

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那里

面有一种暖暖的、绵绵的爱包裹着

我们呢。

在我10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

本来不富裕的生活变得更加凄苦。

那一年的深秋，麦子种完了，生产队

里开始“搞副业”，开了个烧石灰的

窑，需要大量的木柴。母亲为了让我

们穿得不比别人差，每天早出晚归

地砍柴卖，中午，就着凉水啃几口玉

米面饼充饥。那时一斤木柴两分钱，

整整两个月，母亲挣了一百多元，为

我们在严寒来临之前各做了一套冬

衣。

后来，家境变好了些，母亲开始

学着给我们织毛衣。那时没有什么

书籍，母亲看到谁家大姑娘小媳妇

有编织毛衣新技法就凑过去学，或

者就靠自己摸索，把毛线都戳烂了，

针法练得差不多了，就开始给我们

织毛衣、毛背心、毛手套、毛袜子

……总能让我们姐弟三人穿得暖暖

和和。母亲常常用四根竹针环织，到

了最后一针收了线，举衣细端量，幸

福荡漾在她的脸上，全然忘记了自

己过度劳累造成的颈椎、腰椎、关节

疼痛。

前段时间回家，我和母亲聊起

往事，无意间看到母亲给我们织的

毛衣，都旧得不成样子了，依然被母

亲细心地折好，一件件放在衣柜里。

母亲说，想我们的时候，就一件件拿

出来端详，能想起我们小时候的模

样，心里特别暖。听了母亲的话，我

的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

“授衣”，多么温暖的一个词。阳

光明媚地照着小院，母亲端坐院内，

一针一线地为我们赶制冬衣，构成

了我生命里最生动的风景。从春到

秋，只是一枚落叶的距离，却又是那

么远，就像我母亲的一生。如今，她

眼花手颤，再也拿不起针线。每年九

月，我都要给母亲准备御寒的棉衣。

我曾想象她试穿的模样，印象里尽

是老态，再也找不到她年轻时的样

子。九月授衣，只能徘徊在记忆里。

▶霜甜
■ 米丽宏

孩子离开家
■ 潘姝苗

华山初旅
■ 纪大海

突兀立西方，几山独险苍。

心惊万仞壁，身颤刀削旁。

陡绝攀眩晕，云车坠紧张。

会临华岳顶，始感人飞扬。

龙门雨霁
■ 纪大海

夜雨清凉白水河，

新云撩抱九峰坡，

湔江水暖游人慢，

窗满青山闲意多。

寒山转苍翠
李昊天 摄

“苕牡丹”和“红领巾”
■ 宋军

九月授衣
■ 王永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