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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等秋
□杨金坤

树上的叶子还绿着，地上的草还
青着，忙完一天的祖母，便坐在院子
里念叨：
“秋要来了。
”
此时，暑热还没有褪去，我用小
手抹一把脸上的汗，很不解地问：
“天
还这么热，秋哪里要来了？”祖母让我
闭上眼睛，伸出双手，张开五指，问：
“是不是感觉到穿过手指的风，有些
凉意？”我似乎感觉到也似乎没有感
觉到风的凉意。见我疑惑，祖母说：
“秋，正在路上呢。”说完，祖母便拉我
坐在她身边的马扎上，让我和她一
样，
等秋来。
“一边绿油油，一边红通通，左边
喜雨，右边怕水。”在等秋来的时日
里，祖母曾给我猜过一个字谜。祖母
见我猜不出，便在地上捡起一截树
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秋”
字。我问祖母：
“ 你不是不识字吗？”
祖母笑笑说：
“ 这是我这一辈子唯一
认识的一个字。
”
祖母没上过学堂，不识字，但脑
子好使，是家里的活日历，什么时节
种什么庄稼，离下一个节气还有多少
天，
她都能脱口说出来。
在我的记忆里，
祖母特别喜欢秋。
酷 暑 难 耐 的 夏 日 ，祖 母 总 是 不
急 不 躁 ，她 说 ，热 到 头 了 ，秋 便 来
了。夏日时节，祖母日子的计算不
是初伏多少天，中伏过了几天，而是
今天离立秋还有几天。我也掰着手
指头，跟着祖母一天一天地盼，过一
天离立秋的日子便近一天，心里的
烦闷便少了些许。
祖母坐在院子里，等秋来。这是
一种不焦灼，内心笃定的等。当一片
树叶落下，
祖母便会告诉我，
秋来了。
“把春天里孵出的小公鸡杀了
吧，给孩子们贴贴秋膘。”祖母反复叮
嘱母亲。见母亲犹豫，祖母又说：
“苦
夏，苦了孩子了，看孩子们瘦得像个
麻杆似的。
”
立秋后，祖母总要领着家里的孩
子去赶集，领我们吃集饭，还要扯新
布为我们做新衣。每个小孩都扯上
一身，祖母趁着秋凉赶制出来，看着
我们穿着新衣服，比望着田地里丰收
的景象还幸福。
为了赶在立秋前攒够扯新布的
钱，祖母每天都在地里劳作，果园里
的桃子熟透了，祖母装在篮子里挎到
集上去卖，回来后一遍一遍数钱，数
完放到荷包里，再将荷包藏到墙柜里
锁起来。祖母顶着烈日在桃园里拔
草 ，收 拾 她 的 果 树 ，有 人 问 她 ：
“热
吗？”她笑道：
“ 不热，我干活就是等
秋，秋天离我还有‘一望远’，我已经
感觉到秋凉了。”祖母的“一望远”就
是她目光所及的地方。
祖母的等秋是种心理暗示，心里
有了期盼，便能拾起人间所有凉意。
而祖母的秋天取决于桃园里的收成，
墙柜里的荷包鼓了，她的秋天便到
了，
我们开心了，
祖母的秋天便到了。
那些年，祖母的秋天，每年都来
得特别早。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省临清市
检察院，5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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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东风广场的变迁

三百年前《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或
单位名、物品名……昆明的“东风路”和
许是高鹗，因为据说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 “东风广场”
，
也就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
作，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绝对没有想到，
追溯到清代，昆明现在的南屏街和青
他不但创作了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还创
年路都是城墙，东风广场是城外的一片菜
造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不是东
地。民国初年，拆南城墙建南屏街。解放
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见于
初期，
拆东城墙建青年路。
《红楼梦》第八十二回：
“但凡家庭之事，不
岁月更迭，
时代变迁。1952年，
建工人
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为
文化宫，
内有花卉园林、
溜冰场、
篮球场、
图
林黛玉所言。
书馆、
展览馆、
音乐厅、
美术馆、
露天电影场、
1957 年，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
剧场、
棋牌室、
饮食店等，
是全市人民的休闲
学生，
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他风趣地说：
“现
娱乐中心。工人文化宫四周红墙围绕，
东临
在世界正在大变，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
太和街（今北京路），
南临兴仁街，
西临盘龙
是东风压倒西风。”并引喻为东西方势力
江，
北接南屏街。大门开在北面，
正对今天
的较量。
“东风”一词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的
的震庄宾馆，
另在兴仁街开有后门。
代名词，而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于
1967年，
工人文化宫数日之内被夷为平
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全国各地便纷纷
地，
改建成了
“红太阳广场”
。经历近10年之
出现了许多以“东风”命名的地名、街名、 后的1976年，
改红太阳广场为
“东风广场”
。

峥嵘
岁月

人生有幸识稼穑

1958 年，
“ 大战红五月”，我们跋山涉
水，走了一整天，去到一个叫平川的山区
坝子栽秧。
我们这些中学生，都没栽过秧。生产
队派来招呼我们的大妈大婶，在秧田里先
给我们做示范。她们动作娴熟，在一阵哗
哗的水声中，
一片秧苗很快就插好了。
然而，对我们而言则比考试还难。秧
苗行距株距的稀密，
秧根栽插的深浅，
都很
讲究。捏住了稻秧根，
右手的拇指、
食指和
中指须并力协调，
使力的轻重，
还得有个分
寸。否则，插下去的秧根卷曲，或是插深
了，
秧苗发育不好；
插浅了，
风一吹，
秧根就
漂起来，
白费了力气。这活计看似轻巧，
可
那个累啊！曲背弯腰了小半天，一气插完
手中的那束秧，
伸手再去抓取稻秧的片刻，
稍稍伸直一下腰，
握着稻秧，
又连忙俯下身
去，
接着插起秧来。谁要是落后了，
就会被
包围在秧田中央，
非常尴尬。
平川栽秧结束，回学校上课没几天，
我们又被派往力角公社张家庄生产队去
薅秧。
栽秧、薅秧，都是基本农活。稻秧中
的稗子和杂草，与稻秧争肥、
争水、
争生存
空间，影响稻秧生长，影响收成。薅秧，就
是尽可能地把它们从稻秧中薅除干净。
杂草，一眼就能认出来，而未抽穗的稗子
和稻秧外形极为相似，没有经验，要把它
们在稻秧中区别开来，
就不容易。
我们一开始下田薅秧，见了杂草弯
腰就拔，或者使劲踩踏把它深埋进泥地
里，稗子却无论如何看不出来。稗子明

人生
絮语
蓝天白云，是云南的标配。千变万化
的云把湛蓝的天空装扮得美轮美奂，
因此，
彩云之南也就成了云南的代名词。生活在
云南，
每天享受着清新的空气，
看着深邃的
天空中白云舞动，
彩云追月，
这似梦似幻的
美景让人们陶醉。闲适的生活，让人们有
时间、
有心情享受彩云南的大美天空。
近来，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去看晚霞，
看白云在夕阳余辉中奏出最炫丽的华
章。心情愉悦的同时，随手拍也有不错的
收获。
每次看夕阳，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有
时候，心情也会随着夕阳西下时天相的变
化而变化。
看晚霞的次数多了，不免触景生情，
心里五味杂陈。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
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
酒……美妙的歌词，温暖的曲调，让人醉
在夕阳红的美景中。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温馨从容，又有些不同的认识和感悟。
有道是：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明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没有拔，一起薅秧
的 大 妈 见 状 ，指 着 一 棵 稗 子 让 我 们 看 。
她说，稗子与稻秧相比，叶片要绿得深一
些，与主干相连的部位是光滑的。她指
着稻秧说，你们看叶片与主干相连的部
位，那里有一小撮白毛的就是稻秧。还
有，你们用手一摸，一比较，也可以区别
出 来 ，稗 子 杆 硬 扎 一 些 ，秧 苗 杆 软 和 一
点。听大妈这一说，我们眼睛一亮，居然
一眼就能分清夹杂在稻秧丛中的稗子。
长在稻秧丛中的稗子，叫“夹窝稗”，因稗
子根系发达，根子比稻秧扎得深，拔除它
们十分费劲。
中秋节前后，我们又被安排到州城南
门外生产队，去秋收打谷子。打谷子的木
制农具，叫“海簸”，像个一米来高的大升
斗。顾名思义，
“ 海”者，大也；
“ 簸”，则是
（谷粒）在其间滚动颠簸。黄熟的谷子一
把一把割倒了，谷穗一头像扇子似的铺
开，连着让太阳照晒两三天。海簸扛到谷
田里，几个人围着，把捆扎成把的谷子，在
它边沿使劲磕打，干透了的谷粒在“乒乒
乓乓”的击打声中，刷拉拉骤雨似的跌落
在海簸里。这就是传统农活“打谷子”。
生产队没有多余的农具，原本四个人
使用的一扇海簸，被我们七八个同学围
住。生产队长腰系麻布围裙，站在我们中
间，讲说连带比划，把打谷子的一招一式，
一一做示范。从抱谷子开始，哪只手先下
去，哪只手去搂住，必须靠近谷穗，一下子
就抱起来——干透了的谷粒，一拖拉就脱
落掉田里去了。抱去的谷子，放在海簸边

为霞尚满天
过去十年，我却说：
“ 夕阳无限好，何惧近
黄昏。”现在，似乎也产生了只是近黄昏的
无奈之感。
当我看到太阳渐渐从耀眼的光芒中
柔和下来，余光散向天边，照得天边透亮，
此时如果天上有云彩，就真是“为霞尚满
天”了。太阳的余辉把西天打扮得千姿百
态，气象万千。晚霞退去了，余温还在。
我想，
人若如此该有多好！
若是大晴天，天边没有云彩，太阳西
沉的过程中，虽然也是光芒万丈，但燃烧
不起人们的激情，太阳的光芒缓缓退去，
遗憾谢幕。
有时，夕阳不温不火，变成一个红红
的火球，红得诱人，红得柔和，红，但不剌
眼。我只想盯着它，盯着它，看着它把美
丽的身影慢慢地藏起来，藏到高楼后，藏
到树枝下，看着它从一个红球到半个红
球，到一点红色，再到一条红线，慢慢地跳
到山那边，
天那边……让人无限眷念！
还有时，西天乌云密布，太阳无论怎

□何锐
1983 年，动工重建工人文化宫，1985
年建成投用。新工人文化宫主楼 18 层，
高 70 米，建筑面积 17000 多平方米，采用 4
个边长为 8 米的六角形组合平面，外形如
三塔并立，为当时昆明第一高楼。新楼建
成初期，乘电梯登顶楼俯瞰昆明市容，为
市民一大热门活动。
2013 年，随着昆明城市建设发展的需
要，留下了几代昆明人美好记忆的工人文
化宫被爆破拆除。工人文化宫前的广场，
仍称东风广场，但已今非昔比，成为一个
绿树环绕、
芳草萋萋、
百花吐艳、
喷泉耀目
的休闲广场。每天早晨，成百上千的老年
人在此跳舞、
打拳、
舞剑，成为昆明市民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
（作者原工作单位：原云南省林业厅，
74 岁）
□张旗
沿，队长先拿酒盅粗细的一束谷子拍尽谷
粒，左右手分别握紧这束谷草的两端，左
手压住谷把，右手握紧使尽往下勒，把勒
住的谷把翻一个身，握住草束的两端紧扭
在一起结子，先轻轻在海簸边沿拍打两
下，抖一抖，确信谷粒都已抖落，然后高高
举过头顶，使劲磕打下去，抖一抖，把谷把
再翻一个面，才把紧扭在一起的结子别
紧。如此这般，三番五次地拍打，成熟了
的谷粒才能打干净。生产队长说：
“ 老话
说，
‘三翻四磕，
打不下来的是瘪壳’
。
”
一扇海簸原本四个人，现在被七八个
人围着，乒乒乓乓打起来，人头攒动，谷把
你起我落，
谷粒、
谷草碎叶在海簸上头蜂子
似的乱飞，当地老百姓说，这叫打“蜂子朝
王”
。打的姿势，
则根据谷个子的长短来决
定，
谷草旺，
谷个子长，
高举过头顶，
从后背
甩打下来，
叫打
“乌龟背草”
；
把高举在头顶
上的谷把，
翻一个面打下去，
再翻一个面打
下去，叫打“鹞子翻身”；谷草太旺，又是烂
泥巴田，
不能高举过头顶打下去，
只能侧身
甩打过去，
叫打
“老鹰晒翅”
。谷草害（矮），
谷个子短，
只能双手握着谷把，
在海簸边沿
一下又一下地磕打，叫打“小鸡啄碎米”。
这些业内行话，形象生动，幽默有趣，若非
亲历者，
则很难理解。
中学时期，我有幸较为完整地学习了
栽秧、薅秧，直至秋收打谷子这一系列传
统的劳动方式。最大的收获就是，识得稼
穑艰难，由此让我洞见人生，并深知“谁知
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的精髓。
（作者原工作单位：
宾川三中，77 岁）
□潘淑英
么努力，都摆脱不了乌云的无情笼罩，只
能暗淡离去。
也有时，
太阳和乌云在空中搏斗，
几经
较量，
太阳成功战胜乌云，
夕阳的烈焰把乌
云变成了熊熊烈火，
在空中燃烧，
它烧红了
半边天，
变成美丽的火烧云，
给人们带来欢
喜，
带来遐想。夕阳下山后，
天空中仍然是
金光灿灿，
留下无限美好的回忆！
看夕阳，回味人生。不也是一样的道
理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境遇，不同
的生活境遇就有不同的人生格局。要活
出人生精彩，得靠自己努力，自己奋斗，只
有做出冲出乌云笼罩的努力，哪怕只撕开
一条线、一个豁口，红霞满天的幸福光环
才能呈现在眼前。
暮年之人，虽然已经“近黄昏”，但谁
能把握好“近黄昏”的这一小时，谁就能留
下一幅温馨从容的美好画面。可谓是“莫
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作者原工作单位：工商银行昆明分
行，66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