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年某月某日在某个城市， 上班时还艳阳高照，

快要下班的时候却突然间狂风大作，大朵的乌云霎时

便占据了整个天空，不一会便下起了磅礴的雨。

那个时候刚独自一人来到陌生城市打拼生活，还

未来得及交往朋友，更没有伊人在身边作陪。 时间一

分一秒过去，办公室的同事一个个都有送了伞来接了

回家，两两的拥着走进雨中徒留下相偕背影。 人去楼

空后， 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站在落地窗外的阳台，看

着如帘的雨以及雨中绽放的各色伞痴痴地望着，突然

感觉孤单是如此的具体，具体到就如同缺少了一把小

小的雨伞，少了一个送伞的人。

看来，一把小小的雨伞有时竟然是关乎了心情关

乎于幸福与否的重要物件。 花是浪漫的，每一种花都

有特定的花语；石是永恒的，每一种石都有自己的物

语；那么伞呢，它的物语又是什么呢？

伞是见证幸福的。 无论风骤雨狂还是斜风细雨，总

会有一个人在身旁，一只手环住你，另一只手高举着雨

伞，于是一片晴空在头顶定格如同彼时的快乐。 慢慢地

走过悠长且安静的街，一衰烟雨都退到身后，明亮的屋

里才发现他的半边身子都已湿透，收了伞装着责备的语

气数落着他，他不言语，只微露着牙甜甜的笑。总还会下

雨，总还是如此。每当为他洗雨淋湿的衣物时候，总会想

起那伞下的幸福。 有如悠长复悠长的街。

伞是寄托牵挂的。 生活中总不时的须得远行。 不

论是旅行或是出差，总是要收拾一些随身物品的。 每

一次都是由她帮着一件件装进旅行包的，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目的地她会放入不同的衣物，特别的在于每次

她都要放入一把雨伞。 起初他总是不解，有时甚至觉

得是累赘，她说还是带上吧，这样不论怎样的天气我

都心安。每当在陌生城市赶上下雨他都能从容地从包

中拿出一把熟悉的雨伞， 那感觉如同回到熟悉的地

方，再没有巴山夜雨的凄迷。

伞也可以是落寞的。一个人在雨纷纷的清明撑一把

黑天鹅绒般的雨伞， 踏着山间的青石板曲折的前行，一

方一方墓碑地看过去，寻觅了多久终找到那方墓，普通

的同它的前后左右没有任何的别样。蹲下身子放一束鲜

活的花，撑着伞无语的看着那照片。 黑色的伞下悲伤无

止境的弥漫，大雨纷飞冲刷下了伞下的落寞。

伞也可以是美丽的。像是《 雨巷》中那结着丁香般

愁怨的姑娘， 撑着油纸伞如同画中的人走进他的梦

中。 很多的邂逅是需要天公作美的，湿润的细雨天气

无疑是邂逅的好时光，如花的女子和如月的少年总是

不期然的在雨中相遇。 携一把伞，为心仪的她挡一片

风雨。 携一把伞，为懵懂的他留下一段念想。

伞总归是简简单单的帆布与金属架。只是走在伞

下的人心情不一样，每把伞下有着不同的故事，每把

伞代表的意义也就不一样。记得从黄山带团回来接到

那边导游的短信，说是伞落在我们车上了，于是我去

找，却发现不只是伞还有衣服。 不解地问她为何只记

得伞而忘了更贵重的衣服，她说，因为伞是男朋友送

的很有意义。 人都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乎某件

东西的理由原来只有自己才会懂，这也是每个人最可

爱和最柔软的地方。 那把伞与她的爱情相关，就不再

是一般意义的伞，难怪她的记忆出现这般状况。

备一把伞，不仅仅是为了雨天，也为了那些斑驳

的恍然如梦的回忆。

备一把伞，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让伊在雨

天不再落寞与孤单。

备一把伞，不仅仅是为了远行，也为了那美丽的

牵挂的人可以安然入眠。

秋雨瑟瑟， 清风蔓舞， 我

还没来得及感怀秋色， 一丝寒

意就掺拌着水滴瞬间划破了波

澜的岁月， 于是， 一抹即将逝

去的秋色便开始游荡在朦胧的

烟雨中……

漫步在山谷青石小道上，

也许是因为秋雨的陪伴， 似乎

淋漓了我的心事， 就像儿时父

亲的双手，抚平着我的心绪，脚

步感到格外轻畅， 所有的落叶

都随秋风而去， 留下我和秋雨

尽情诉说着彼此的心事……

山谷远离喧嚣。 如烟似雾

的秋雨温婉地飘洒， 淋湿了脚

下的青石，淋湿了眼前的丛林，

淋湿了远处的山野。 虽然雨水

的节奏并不那么热烈， 但却能

带给我空前的宁静。 绵柔的雨

水一遍遍清洗着角落里那一片

片芭蕉叶， 然后又以最优美的

姿态滑落到草丛里， 渗透到承

载着来年希望的土壤中。

置身于山脚下， 我看到的

是山间氤氲的雾霭与后厨的袅

袅炊烟交织的“ 轻纱”， 有人

说它像融雪的春潮， 涌动在山

腰， 但我却觉得它更像是一位

穿着飘逸曼妙轻纱的少女， 妖

娆地躺卧在山间， 静静地陪同

秋雨聆听着我的心事， 她偶尔

飘逸的舞姿正是对我最诚挚的

问候 。 山林隐匿在这片轻纱

下， 那种朦胧和神秘， 恍恍惚

惚的， 你会情不自禁地感觉到

自己仿佛已经远离了俗世凡尘

和现实纷扰。

倚靠于温泉池边的木柱

上， 眼前翻滚的泉水在一个个

圆池有限的空间里焦急地冒着

“ 白烟”， 在这样秋雨轻抚的阴

雨天， 特别适合这样的露天温

泉， 就连特别不爱泡温泉的我

都忍不住弯下了腰， 像个孩子

似的用手在水里扑腾了两下，

于是， 溅起的水花和空降的雨

水来了一场最亲密的邂逅，但

最终还是以最美的方式相守于

大地……

顺着青石小道最幽深的方

向， 我走到了山谷里最美的山

野木屋群， 被山林簇拥的木屋

各怀心事地洒落在山间， 相互

对峙着， 在肃穆与迷离的烟雨

中， 木屋偃伏深山敛藏着斑驳

的旧事， 一盏暖灯在屋内悠悠

亮起， 让木屋内明黄的穹顶显

得无比暖心， 雨滴顺着多变的

节奏吧嗒吧嗒滴落在屋檐下的

木板上，滴落在银杏树，滴落在

芭蕉叶……飞溅的雨花都各自

怀揣梦想奔赴到他们该去的方

向，有的被导入沟渠汇入河流，

开始全新的征程； 有的渗透到

泥土中，换化成新生命的源泉，

完成最神圣的使命……

我静静地 ， 倚 楼 听 雨 ，

隔窗远眺 ， 我仿佛能听见满

地残花沙沙响 。 雨声更近了

……我已然感觉到 ， 这雨声

正是天与地之间最亲密的私

语 ， 这世界突然就变得特别

渺小了 ， 整个世界似乎都藏

进了我的脑海里……

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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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婺源沱川， 秋高气

爽，风和日丽。 河流不再疯狂，

曾经汹涌的滔滔洪流消失不

见，小河变得温顺清澈，就连贴

着河底游弋的小鱼， 都清晰的

映现在眼前。

河流两岸的稻谷泛起炫目

的金色， 沉甸甸的稻穗在微风

中低头弄舞， 仿佛诉说着一桩

桩沉重的心事。 想必那一定是

在盘算着未来是走向餐桌，还

是留待明年的重生。

稻谷熟了 。 似乎只在一

个昼夜之间 ， 那原本绿浪翻

滚的田野 ， 便褪去了墨绿的

色泽 ， 泛黄的叶梢还在做着

最后的挣扎 ， 不肯就范于这

个季节的束缚。

终归是秋天了， 晨昏之时

已不再酷热， 甚或显得有些凉

意。 悲秋的人们此时也许还沉

浸在伤怀之中， 埋怨着秋风萧

瑟的哀怨， 埋怨着落木萧萧的

凄凉。 而季节的变幻却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秋风依然，秋阳

依然。

站在田间地头的农民们，

却有着不一样的感慨。 他们眉

眼之间全是丰收的喜悦， 沧桑

脸庞上镌刻下一个季节的希

望，心底里洋溢着自豪与快乐。

仿佛已经看到收获的稻谷堆积

成一座座金山， 看到白花花的

大米等待下锅。

弯腰摘下一粒稻谷， 放在

嘴里咂上一下，一种淡淡的香，

淡淡的甜，淡淡的油性，伴随着

眯起眼睛的品味， 脸上自然泛

起浓浓的满足感。丰收的年景，

是农民们最开心的时候， 家中

有存粮，心里才踏实。

抬眼看着阡陌间一畦畦金

色的稻谷， 田埂上随风摇动的

大豆， 都在昭示着这个即将到

来的收获时节， 昭示着农民们

辛劳的成果。忙碌了大半年，终

于等到眼下的收割， 等到了新

粮入仓，新米入口。

稻穗摇动金黄， 秋色渐成

佳景。 一地金色就是一季的心

血。回味整田时辛苦的劳作，插

秧时挥洒的汗水， 喷药时一身

的异味儿，此刻脸上灿烂的笑，

心底美滋滋的乐， 便是等待收

割那一季的渴望。

稻田的西侧不远处 ， 是

峰峦相连的大山 ， 山腰间是

正在建设的德州至上饶高速

公路赣皖界至婺源段 。 一群

来自全国各地的铁建人 ， 正

忙碌在建设工地上 ， 不远的

将来， 这里将不再交通闭塞，

但却依然保留着青山绿水那

原生态的美丽世界。

稻田的东边， 是三叠或五

叠式马头墙留存的徽派建筑艺

术，是诗书礼仪传家的“ 山中邹

鲁，画里沱川”乡政府所在地，

也是一个铺满青石小巷的古老

小镇。 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春风

让这座小镇焕然一新， 只有那

高高的马头墙依然如故。

水稻成熟的季节里， 稻穗

的芳香可以溢满小镇的每一个

角落。 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明

清建筑，虽然已显得墙壁斑驳，

但稻谷的芳香依然能够飘进那

饱含历史故事的高墙大院儿，

飘进他们后人的心扉， 也飘进

现代文明的电脑前。

稻谷飘香的季节里， 正是

祁婺高速公路大干时节， 车水

马龙的建设大军正日夜奋战

着。为了保护环境，保护农民的

丰收成果， 他们谨遵“ 永临结

合，文旅结合”的理念，他们把

这里打造成了一道古今相融的

靓丽风景线。

九月的风景融合了山与水

的柔美， 融合了保护与创新的

清幽， 融合了丰收和希望的璀

璨。 九月的沱川是硕果累累的

季节， 是稻谷飘香的季节，书

香，稻香，果香，弥漫在一座神

秘而古老的小镇， 弥漫在云集

于此写生的数万学子笑颜如花

的脸上。

九月的秋风催熟了稻谷，

催熟了人们满脸的幸福。 金黄

的稻穗还是在低头沉思， 沉思

里持续散发着淡淡清香。 那是

一种成熟时的思考， 只有这样

的思考，才能更加丰富自己。稻

穗如是，人亦如是。

霜露凝重，山色苍茫。 葛溪河泛着银

色的光，晨风轻荡，微波粼粼。 峰峦入水，

影影绰绰。两岸稻穗飘香，金浪翻滚。枫树

林中有细碎的脚步声走来， 轻轻点点，像

是怕惊醒林中睡鸟。几支烟火在晨曦中一

闪一灭， 像夜游的萤火虫在田野里飞舞。

俄顷，田里传来镰刀窸窸窣窣的声响。 男

人一声干咳，田埂上的小牛犊“ 哞哞”地叫

了两声。 光线从天际的云层里跳了出来，

东边现出一丝鱼肚白。一条小船从龙潭顺

流而下，穿过周村的四孔石桥，停泊在礼

堂前的码头上。 六叔忙着收网，随后提着

一桶鱼，他要赶青板的早市，野生鱼可以

卖个好价钱。 此时天边红霞飞，朝阳即将

升起。 几只白鹭掠过河面，落在河心孤岛

上的草丛里。 水生撑着竹排漂在水面，他

在等赶早的游客。 村子顿时喧闹了起来。

这就是我的家乡徐村。在“ 雷打尖”的

山顶上，有几棵野柿子树，秋天一到，柿子

像红灯笼似的挂满枝头， 在风中一颤一

颤。它让我想起了我父亲年轻时挑担子的

背影， 从水田里挑一担湿淋淋的谷子，深

一脚浅一脚地赶往晒谷场，那身子也是被

压得这么弯。 山顶上的野柿子没人采摘，

那是鸟的美食。 山半腰一道道岗上，也密

密麻麻地长着柿子树，当地人对这种小柿

子从来不感兴趣， 自然也就无人去采摘。

倒是那些城里人，开着车子，浩浩荡荡到

乡下来采风，看风景，摘些柿子回去。

秋天，汗水变成了欢笑，付出变成了

盈实。在家乡，为庆祝丰收，人们邀亲聚友

“ 吃新”。“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大家

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农忙过后，粮食入仓，家家户户都要

用新收的粮食做很多好吃的食品，宴请亲

朋好友。此时，农事基本完成，人们把一年

来辛苦劳作的收获， 用来制作各种美食，

怀着敬畏崇拜的心祭祀谷神，祈祷丰收仪

式，祈福来年丰收，感谢亲友们平时的相

助。有些富裕的村子，还请来戏班子演戏，

办流水席，热热闹闹地庆贺一番。 徐村的

滕家以前就有个赣剧团， 农忙一结束，就

被各个村子请去演戏。 这些本地演员，时

不时地在戏中插上几句地方俚语，说一段

荤话，常引得台下观众会心地欢笑。 孩子

最开心了， 不仅有很多平时吃不着的美

食，还有些商贩带着难得一见的玩具在村

里兜售，调皮的孩子在父母亲那里一番哭

闹，一般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玩具。 大人

们则忙着张罗美食，招待客人。 祠堂里拼

摆着长长的桌子，村里的男丁们端坐长桌

两旁，喝着家里带来的陈酿。谷酒度数髙，

烧喉，性烈，味香，爱酒的男人最喜欢，喝

着过瘾。 那米酒性醇，微甜，爽口，但后劲

足，男人们猜拳喝酒，几碗下去，不胜酒力

的当场就趴桌子底下去了。女人们使出看

家本领弄些好吃的，不仅要味道好，还要

花色好看，让那些挑剔的男人看到就想下

筷子。味道烧得好的，一端上桌，盘子就见

了底。 那味道不怎么样的，男人们浅尝辄

止，满满一盘放在桌子中间，满屋子的人

看了都觉得碍眼，女人不好意思，她家男

人也觉得脸上无光。 这些借着酒劲的男

人，当着所有女人们的面就点评自己喜欢

的佳肴，顺带说些荤话揩点油，那些被表

扬的女人自然脸上乐开了花，心里美得像

吃了蜂蜜一样。 有些女人被撩拨的性起，

端起大碗就去敬男人们的酒，在大家的起

哄下，一大碗白酒被一口干下，被敬的男

人往往心里叫苦不迭， 可嘴里又不甘示

弱，便端起大碗来，早有好事者拿个碗在

他下巴底下接着滴落出来的洒酒，果然接

了小半碗。 那敬酒的女人不依不饶，问大

家要不要罚酒？ 大家起哄罚三碗，男人只

好赔罪认输。女人赢了酒，脸上笑开了花，

又喝下一大碗，朝男人丢过去一个嘲笑的

眼神。 因为有了女人们的加入，男人们喝

得更欢了，一碗碗下去，个个东倒西歪。唐

代诗人王驾曾经写过上饶一带农村吃新

庆丰收的盛景：“ 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

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

人归。 ”这“ 吃新”的盛景老家以前年年都

要举行。

时过境迁，如今农村里的年轻人都外

出了， 留守在家的都是些老人和孩子，传

统“ 吃新”的丰收节也就无人举办，一些风

味小吃很少有人会做， 随着老人们的逝

去，这些带着儿时记忆的小吃，因为没了

传承人，也就成了永远的记忆。

“ 丰收节 ”让这极具民间特色的“ 吃

新”重焕生机。 当地政府为此专门举行了

盛大庆祝活动，乡亲们听说后，放下手中

的农活，从四面八方赶到徐村，品尝各个

村子的风味小吃。那些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的女人们，挖空心思为游客们献上一道道

佳肴。米粿、麻糍粿、大米粿、油炸粿、灰碱

粿、小菜干、芋头糖等美食，琳琅满目，让

人垂涎欲滴，一岀锅就被排着长队的游客

一抢而空。品尝的人吃得有滋有味笑意盈

盈，制作的人看到大家吃得开心，早就心

花怒放了，累并快乐着。 劳动成果被人认

可，被人赞许，这就是最好的褒奖。

酒酣心爽之际，一曲动人的歌儿在村

中萦绕。

饼屋，在我的记忆深处，是一个美丽

的传说。

所谓饼屋， 实际上是我家的祖屋，是

糖坊。听父亲口传，一百多年前宁氏祖辈，

从九华山脚下的安徽省青阳县陵阳镇沿

昌江放木排和竹排，一路艰辛到达了千年

古镇，古县渡南岸渡口，祖辈是徽商，将木

材，竹材销售完毕，有了第一桶金，又购得

四十担香油（ 即菜籽油） 。祖辈看中昌江南

岸古渡口旁的周家村，有一处高地就用那

四十担香油购买了这块祖屋宅基地。这宅

基地近一亩地，一百多年前没有现在的碗

子圩，一发洪水，邻近周边村民的耕牛都

牵到我家的门口躲避。

祖辈建造的饼屋是有两口天井的十

树屋，墙是马头青砖墙

,

屋内建有跑马楼。

除了居住以外，主要是塘坊作业，也就是

现在说的食品加工厂，旺盛时期，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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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伙计作业，祖辈诚信经营，将徽商精

神在古饶州的千年古镇发扬光大。曾经红

极一时， 在一河两岸宁氏糖坊非常有名。

祖辈也乐善好施，经常救济贫苦穷人。 同

时积极参与做好事，铺路架桥。 曾经有一

条五华里的青石板路，从我家饼屋大门口

铺设到古南的雷赵马董几个村前。村里包

家塘的荷花开了，我家的穿衣镜也映照绽

放。 想必饼屋的繁华，在历史的尘埃里也

曾经闪烁着灿烂。

后来到我爷爷手里， 就逐渐衰败了，

最为严重的事件是

1949

年解放前

9

个

月，我宁伦民爷爷亲率

2

个伙计前往安徽

省青阳县老家祭祖，同时也准备进些原料

回鄱阳， 结果去的途中遭遇土匪抢劫，为

保身家和伙计的性命，所有盘缠银花边几

百枚袁大头，被土匪洗劫一空。回家后，伦

民爷爷也被气得一病不起。加上长发伯父

喜欢赌博，伯父有才，读过私塾写得一笔

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打得一手好牌。打

算盘，叫飞除，除数和被除数，不上算盘，

只要人家一报数，话音未落，结果就出来

了。 打麻将，叫打花牌，伯父顺手抓牌，从

来不整理手中牌，东西南北中发白，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条，牌一上手，或

天和，地和，他随手一推 ，让人家看牌数

牌，就是这样子的赌博高手，将古南街上

的店屋及家中值钱的家什典当抵债，最后

被逼当兵去了，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

为了一名南下干部。姑婆婆的儿子剑飞表

叔和我讲，感谢你家衰败了，感谢你长发

伯父赌博输光了家产，否则，家庭成分就

是资本家了。因祸得福，解放后，我家因为

没有田地，没有了产业，也没有了伙计，被

评为贫民家庭成分。由于是工商业者的贫

民身份，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

1968

年的夏

夜，父亲老兄弟六个一夜之间将饼屋瓜分

了。 父亲一人在老宅基地树起一幢三树

屋，让我们兄弟姐妹栖身。

长兵伯，长春叔，长林叔下放到中国

计量第一人郑育民的故里古南南坂冲里

村去了。我长发伯，可能是愧对饼屋，一生

都未回老家饼屋生活，南下当兵后，因左

脚受伤，成了一名退伍伤残兵，被县里安

置在四十里街镇的食品站当会计，当面尊

称宁会计，背后被人戏称为宁拐子。

曾经辉煌的饼屋，在老家的墙基可以

看到几块红石，还有断裂的青石板。 背面

雕刻着“ 宁氏糖坊”字样的木质的月饼印

模还在宏宇哥哥的家里， 他说要收藏，以

示纪念。 穿着马褂的祖辈瓷板画，却还在

我家香几上供着。

月饼是中秋节的传统美食。 秃酥月

饼、 白芝麻饼曾经是昌江一河两岸的飘

香。与我同字的

17

个宏字辈宁氏后人，无

一人承接祖业。

我仿佛看见

60

多个伙计忙碌的身

影，在白案板上揉面的揉面，烧柴火的烧

柴火，印月饼的印月饼，照看烘饼的翻边，

负责包装的包装，负责计数的计数，整个

场面热火朝天，又挥汗如雨，我想如果那

时有现代生产的厨具，如烤箱、燃气灶、电

磁炉，搅拌机，那些纯手工的劳作，要省多

少力气，又提高多少效率。 时光是不能倒

流的， 现代人也不可穿越百年前去劳作，

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模具也是在不断

朝着安全、健康、环保的方向发展。

饼屋依水而居，前有院子，后有菜园

地。蜿蜒的昌江，第一个洪峰来时，首先从

泥湾，经过滩上，再冲上烟波山，古渡口一

时变得浑浊，而南岸则还是清水，北岸浊

水，南岸清水，组成一副奇异的太极图。祖

宗就是看重这一奇观，认为古县渡是一个

风水宝地。 只身一人创业，现在开枝散叶

了十余家，几十号人马。也算是壮大了。昌

江于我是一条生命的河，我曾在昌江上游

凰岗镇工作过，也在下游三庙前乡、昌洲

乡工作过， 我像一条鱼在昌江流域求生

存，讨生活。我是徽商的后人，既没有当大

官，也没有发大财，不能光宗耀祖。只是一

名普通的公务员，回不了祖籍地。

不管是古北的浑浊水，还是古南的清

水，我都喝过。 走亲访友，乘船过渡，特别

是送中秋到北岸的外婆家， 一斤月饼四

块，外婆只收两块，另一半裁成小块回礼，

过渡时如果身上没有钱交过渡费，就以二

小块月饼抵，那时船老大的木桶里装了不

少花色品种不同的月饼，在那物资紧缺的

年代，令人羡慕，也使人涎水吞咽。

外婆在生时望着千米远的对岸说，什

么时候有桥，我死也瞑目了。因为隔河千里，

七十多岁的外婆乘渡船来回做客，总有不方

便的时候。特别是，偶遇洪水期间，渡船要上

行近一公里，然后再缓缓穿过河中间，溜回

到对岸。如今有了改革开放中期建造的古县

渡大桥，一河两岸人民期盼了几千年的梦终

于实现了，桥上一个月亮，桥下一个月亮，天

上水里相映构成故乡人民幸福的月饼广告。

桥有了，但船逐渐消失了。

唯有乡愁， 成为了一缕远去的炊烟

,

在我的梦中缥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