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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风中结籽 资料图片，请作者与
本报联系，以奉薄酬

大石盘是县城西边的最高峰，因山上有石如
磐，故名之。

深秋上得山来登高望远，起伏的山峦在眼前展
开。大片苍青的松林和杉树间，夹杂着泛黄的青冈
树和紫红的柿子树，以及殷红的桤木树和五倍子树
叶，景象如打翻了调色盘一般，有些五彩斑斓的味
道。

来到高高的山岭上，人家逐渐显露出来，这里
几户那里几家的。翻修一新的青瓦平房中矗立着
不少别墅似的小洋楼，望去一派赏心悦目。县城边
的公路也延伸到了山梁上，串起了山村散落的农
房。只是村子里有些落寞，少有人们行走，不闻鸡
犬之声。一座通讯差转塔，孤零零地竖在山头。

在我的记忆中，大石盘上石多地少，这里的人
们对土地分外珍惜，种庄稼如同绣花一般精耕细
作，巴掌大的土地上也要栽几棵青菜撒一把豌豆。
那时地里一年四季没有空闲，总是种着不少生姜、
大蒜、花生和青菜、萝卜、芽菜，这些是这个地方几
百上千年的传统作物，而且远近闻名。比如县城里
的主妇们，只要一听说是大石盘的萝卜或生姜，便
可放心采购。这里的芽菜也很受顾客欢迎，一种特
殊的青菜被砍下晾干，再撕成条状，拌之以各种调
料，一层层腌制在巨大的陶罐里。经过发酵后开
启，顿时香气扑鼻。记得人们还栽种了许多桑树，
几乎家家户户都养了蚕。所以那时的春夏时节上
山，随处可见一行行的柔桑，在山风中轻轻舞蹈。
那时女儿尚小，别人送了十来条蚕她便养着玩。除
了上街买桑叶之外，我还专门来这里学采桑。不
过，这里的粮食作物是极少的，最多种些零星的玉
米和土豆。

可眼前的大石盘上，蔬菜地少了很多，桑树几
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上千亩简单化一的茶园，
附近的几个山头上，全都是茶树的天地。远远望去
接天接地，如同置身绿色波涛一般的茶海，在周遭
一片秋色中格外惹眼。少数改种茶树的庄稼地里，
蒜苗、生姜、萝卜和青菜等原来的主角，现在退而求
其次，被套种在茶垄之间。此时正是嫩姜上市的时
节，不少纤纤玉指似的嫩姜，已经迫不及待地钻出
茶垄间的黄土。

走出碧绿的茶园，来到朋友曾经任教的袖珍村
小。那时来这里，常到小学里歇歇脚叙叙旧，学古
人“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走时，朋友还会送
我一些时鲜蔬菜、应季板栗和柿饼。此时却发现，
原来的村小已经消失不见。

听说新村小重建于一里开外，我寻踪而去。不
料新村小也改作了农家乐，老板在校门处拉起了招
揽顾客的彩布条，簇新的校舍变成了商店、茶室、餐
厅和厨房，几辆休闲的轿车停在昔日的操场上。曾
经的书声和歌声，不知什么时候飘散了，取而代之
的是满院子的茶香、肉香、酒香和隐约的麻将声。

我禁不住问看门的老哥，孩子们到哪里去了？
老哥望着山外，答曰：走啰，走啰，都到山下去

啰。
孩子们都下山念书去了，一同下山的还有他们

的父母。有的孩子需要进城谋生的父母照顾，不得
不下山，有的父母因为要照顾进城求学的孩子，也
不得不下山。也许如今除了下山进城，他们没有更
好的办法。连同那些原来精耕细作的庄稼地，现在
换成了大规模种植的茶园。村里人进城或外出谋
生去了，却又把房屋建得更新，道路修得更宽。大
石盘总在变与不变中，演绎着自己的岁月。

临别，老哥又嘟哝了一句：走吧，飞吧，哪天累
了还会回来的。

累了才会想家，倦鸟总会归巢，这是中国人几
千年的传统观念。站在秋色浸染的山梁上，内心充
满留恋，还有迷惑和怅惘。但我似乎理解了这种变
与不变的纠结与困惑。变，是因为有更好的梦想需
要去追求；不变，是缘于内心对故土的坚守和眷念！

非常喜欢书法，前一段时间曾经习
练过，后来因为工作繁忙暂时搁置下来，
但是家里的笔墨纸砚还是随处可见，想
着哪天有空能再铺开宣纸拿起毛笔。

那个淡绿色的笔洗，外表清雅，浮凸
的荷花若隐若现，是我爱极了的器物，如
今空落落的，很是寂寥。

如此美器，除了盛水，还有何用？忽
见厨房里买来很久未食的萝卜，干瘪得
糠了心，头部却长出了嫩绿色的枝叶。
自己糠了心，却滋养出了另一番新意，令
我啧啧称赞。看着眼前这一抹青绿，忽
然不忍丢弃，脑子里迸出空落落的笔洗
来。遂切下顶端放入笔洗，接上些清水
滋养起来。

我很少在家里养花，一是没有耐心，
二是怕养不好辜负了花的美意。没想到
这次随意的一个举动，让我拥有了一段
惊艳的时光。

萝卜花被我放在厨房的窗台上，两
三日换一次水，待它吸足了水分后，枝叶
越发地鲜绿。只要一点点水，生命力就
如此顽强，激发出了我养花的兴趣。笔
洗是敞口的扁平器物，萝卜花随形而生，
发育得张牙舞爪没有章法，我誉为“放
养”！可是却独独有一枝笔直地生长，目
不斜视，被我誉为“学霸”。半月有余的
时间，“学霸”果然不负我心，顶端开出白

色的细碎小花，淡黄色的花蕊，秀雅清
丽。我凑上去用力闻，才隐隐闻到一丝
的香甜，这“矜持”的香气，比浓郁、热烈
更具情调。

到了此刻，萝卜花已经不仅仅是一
株绿植，与淡绿色的笔洗相映成趣，成了
家里一件重要的摆件。赏玩它成了最惬
意的事情，忽而摆在书案上，雅；忽而摆
在茶几上，韵；忽而又摆在餐桌旁，趣！
有朋友来家里，对这小小的萝卜花无不
喜爱至极，纷纷表示回家也要养上一株，
甚至有个朋友说也要去买个同样的笔洗
来衬托它。

其实生活中的美和雅并不需要奢
华，家庭陈设品就是通过物质表达思想
的一种方式，它间接地反映出主人的生
活态度，与收入无关，与心态相连。往往
一个内心丰富的人，表露出来的却是简
约质朴，人淡如菊，才能将名利虚荣抛却
一边。

再精彩的剧集都有落幕那一刻，我
心爱的萝卜花也如此，在温柔了一段时
光之后，仿佛完成了它的使命，离我而
去。

一个普普通通的萝卜，有很多人不
太爱吃它，它开出的花，也是普通的。可
是如果放对了地方，盛放的姿态也可以
很特别，往往远胜于金枝玉叶的美。

老家在农村，印象最深的季节应该
是秋天。

“立秋胡桃白露梨，寒露柿子红了
皮”“七月杨桃八月楂，九月板栗笑哈
哈”。儿时的我们对这些谚语耳熟能详，
这些农谚也根植在我们心里，到了什么时
候吃什么美食，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事。

秋收过后，田野一片疲惫，偶尔传来
老牛辽远的叫声。我们常常在田间地头
去翻捡秋天遗落的果实。每一枚果实，
都引得我们欢呼雀跃，在我们老家，把这

叫捡秋。我常常好奇地去看地边的豇
豆，以及那些不知名的草儿，它们似乎不
知道秋天已经来临，还在兀自开着好看
的花。“这些草还以为是夏天呢，一下霜
就全打蔫了，为什么它们现在还在开花
呢？”我问母亲。母亲笑着说：“正因为进
入深秋快打霜了，它们才拼命开花啊，它
们是要赶着时间结籽呢。”我才明白，一
种植物，如果到了秋末还没结籽，该是一
种怎样的慌张。

当黄豆结籽的时候，秋光就像叶子
一样薄了。白天一天比一天短暂，气温
也在逐渐下降，空气里流淌着秋天咝咝
的声音。田野里，山坡上，放眼望去，黄
色草占据了主色调，那是温暖的颜色，同
时也意味着生命的即将完结。无论是黄
蒿、莎草，还是野苋、红蓼，都结满了籽，
把枯黄的茎干压得弯弯的。我想，它们
一定是在幸福地老去。

“立秋三天，寸草结籽。”我一直对那
些立秋过后，赶着结籽的植物充满敬意，
那是生命最动人的情景。顾城写过的一
首诗：“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
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
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
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
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这样的画面，一直
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那是秋天的写意。

天空高了又高，日子凉了又凉。在
秋意浓浓的傍晚，我常常坐在草边凝
望。思绪忽然被刮过的一阵秋风吹着，
让我想起故乡的那些植物，它们一定会
赶在秋天结束前完成结籽。

岁月岁月
如歌如歌

秋上大石盘
朱仲祥

市民市民
生活生活

美器盛美花
青衫

乡村乡村
记事记事

赶着时间结籽
赵自力

本报讯（记者 宋雪）“犍为县罗城镇至
五联片区的道路最近实行交通管制，封闭施
工，导致学生上下学很不方便。”9月16日，
市民苏先生拨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建
议相关部门能否单向施工，方便通行。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项
交犍为县人民政府，由犍为县公路建设服务
中心办理。经调查核实，苏先生反映的是罗
胜路路面维修整治工程，该工程经犍为县人
民政府批准实施，为确保施工安全，实施整
治前已发布交通管制通告，实施全封闭施
工，考虑到学生上学放学交通问题，可允许
摩托车通行。

针对苏先生提出的问题，犍为县公路建
设服务中心已与施工单位商定，改为半幅施
工的方式，确保客运班车正常通行，解决学
生上学放学的交通出行问题。得知办理情
况后，苏先生表示满意。

道路封闭施工致上学不便
改为半幅施工

本报讯（记者 宋雪）廖先生是井研县研
经镇同前村的村民，家中承包了几亩鱼塘，
平时需要电力增氧。“今年以来我们小组的
电力电压极低，如今依然不见好转，有时充
氧机无法启动。”9月 19日，廖先生拨打
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希望能解决电压低
的问题。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
项交井研县人民政府，由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井研县供电分公司办理。经过工作人
员现场查勘，廖先生属于电压末端用户，因
2020年11月新增鱼塘约5至6亩，造成该
小组用电负荷剧增，导致鱼塘内充氧机在
用电高峰期时不能正常使用。

要彻底解决“低电压”问题，需延伸10
千伏线路0.5公里，新建100千伏安配变1
台、0.4千伏线路1公里，由于需要的材料和
工量较多，需要列入工程项目才能进行解
决。工作人员向廖先生详细解释说明了该
情况，目前该公司已将改造计划纳入2022
年“低电压”台区整治项目进行项目储备，
预计2022年10月前可完成施工。得知消
息后，廖先生对办理情况表示满意。

家里电压太低
预计明年10月完成改造

乐山心连心服务热线

12345
365天24小时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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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倩）9月27日，市民龚先生
拨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表示，他是乐山中
心城区凤凰路某门市业主，当天他在燃气公司
大厅办理业务时被告知，最近一段时间门市用
气过多，燃气收费标准将从民用改为商用，并
且需要补缴部分燃气费用共计1000多元。龚
先生认可新的燃气收费标准，但不理解为什么
要补缴之前的费用，认为费用应该从燃气公司
发出通知的日期算起，故来电咨询燃气公司要
求补缴费用是否合理。

接到市民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
项交乐山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核实处理。

经查，市燃气公司工作人员在近期进行燃
气违章及安全隐患的常规巡查中，发现龚先生
商铺存在私自改变燃气用途（民用做商用）的
情况。根据《四川省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及双
方签订的《供用气合同》约定，用户不能私自改
变燃气用途。由于民用气与商业用气之间存
在价格差异，故对龚先生违章用气期间进行民
改商气费差的追补。

当天，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向龚先生详细解
释了违章原因和补缴费用的情况，龚先生表示
清楚，并于当天到市燃气公司办理了相关整改
手续。

燃气改变用途需补缴费用
系民改商气费差追补

本报讯（记者 王倩）“乐山中心城区海棠路
某医院外面空气中有很大的煤气味，疑似煤气
泄露，望相关部门调查处理。”9月29日，一位
市民拨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希望能尽快
解决所反映的问题。

接到市民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
项交乐山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核实处理。

当天上午，市燃气公司抢险人员接到消息
后，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巡查。经核实，该处因
为地埋管锈蚀产生漏气，抢险人员立即进行抢
险作业并于当日下午恢复了安全供气。随后，
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到该市民将调查结果与处
理情况予以告知，该市民表示满意。

地埋管锈蚀引发煤气泄漏
立即抢险并恢复安全供气

本报讯（记者 王倩）9月27日，一位市民拨
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反映称，沐川县沐溪
镇启程幼教中心附近街道有商家把水泥墩放
在停车位上，阻碍市民停放车辆，望有关部门
查处。

接到市民反映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
项交沐川县人民政府核实处理，由沐川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办理。

经查，沐溪镇启程幼教中心楼下确有3家
商铺存在用水泥墩占用公共停车位的现象，该

市民反映情况属实。根据《四川省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七）项：禁止占用
道路、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广场等公共
场地摆摊设点、堆放物料及从事经营性活动，
沐川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于9月28日
责令3家商铺整改，现已将水泥墩清除。执法
人员还将在下一步加大巡查监管力度，还广大
市民一个方便、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该市民
对处理结果表示认可。

违规侵占停车位
部门责令整改

本报讯（记者 王倩）“五通桥区石麟镇农贸
市场的一处逃生通道被封，经了解是因为疫情
原因只留了一个进出口。我认为不合理，既然
是逃生通道就应该保持畅通，希望部门核实处
理。”9月24日，市民刘先生拨打12345心连心
服务热线希望尽快核实处理所反映的问题。

接到市民反映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
项交五通桥区人民政府核实处理，由五通桥区

石麟镇人民政府办理。
经石麟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调查，该通道

并非消防通道或逃生通道，而是居民便道，因
疫情防控和安全隐患的原因进行了封闭处理，
刘先生反映情况不属实。另核实到在该农贸
市场右侧开放有消防通道。

9月27日，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到刘先生将
调查结果予以告知，刘先生表示理解认同。

农贸市场消防通道被封？
封的是居民便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