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像

征稿启事

1、我的父亲母亲

翻开旧相册， 在泛黄的岁

月里端详父亲与母亲。 在漫长

的时光里，他们从青涩变成熟，

从满怀憧憬的青年成长为担起

生活重担的父母， 养育着牙牙

学语的孩童， 期盼着子女过上

崭新的生活……关于父亲母

亲，您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回忆，

或者有什么想表达和抒发的情

怀与感慨？

� 2、相册里的老照片

翻开柜子里的相册， 那些

记忆中的老照片早已泛黄，可

那些故事却从未远去， 不曾随

岁月褪色。第一张全家福、第一

张毕业照、 一张张记录着事业

与生活的照片……关于那些老

照片，您有故事吗？

3、快乐游记

在我们的各种旅途中，会

留下很多印象深刻的事情，也

会将各地的人文风情和美丽风

景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 写下

旅途中有趣的故事， 与我们分

享生活中点滴的美好。

4、书画与摄影作品

要求： 文字作品 800 字以

内，可配图。

提 醒 ： 投 稿 发 至 邮 箱

2313967729@qq.com，邮件主

题格式为“投稿人姓名 + 年龄

+‘征稿主题’ ” ,邮件内须注

明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通信地

址。

贵阳乐龄 邀您来玩

只要您是贵阳晚报的忠实

读者，年满 50 岁，我们为您提

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贵阳

乐龄，从报纸到新媒体，邀您来

玩，晒出您的幸福生活。

如果您和您的家族有不一

般的经历，请与我们联系，我们

诚挚邀请您分享您的故事。

★本版稿件为读者投稿

不代表本报观点

贵贵贵
贵贵
贵贵

贵

阳阳阳
阳阳
阳阳

阳

乐乐乐
乐乐
乐乐

乐

龄龄龄
龄龄
龄龄

龄

第三百二十二期

折腾一年多，终于搬进新家。 对它

的情意， 不仅来自被朋友们称赞装修

得有格调， 更因为屋子前后的两个院

子，可以任我“摆布” ，打造成花境，感

受一日一变的生命力带给我的惊喜和

温暖。

每一样植物，都是精心挑选的。 在

贵阳的花木市场进进出出， 买了不少

盆栽、花苗，置了花剪、花器，更爬网淘

了不少进口美物：常年爆花的木槿、花

朵绚丽优雅的忍冬、清秀馥郁的铃兰、

阳光下会变色的油画吊兰、 花朵和枝

叶霸气十足的宝莲灯， 当然还有整整

一个夏天都会盛开的绣球和晚樱花快

要落幕时种下

的那颗多年生

的向日葵……

后院的水

池中， 除了锦

鲤悠闲地游来

游去， 水生植

物鸢尾花也悄

悄地开出了紫

色和黄色的花

朵， 宛若翩翩

彩蝶在水池间

嬉戏。

旱金莲的

花开得十分绚

烂，让我想起宫崎骏的电影《虞美人盛

开的山坡》。用两到三种颜色的旱金莲

合栽在一个盆里， 层层迭出的艳丽让

人心花怒放。 这种一年生的植物，花从

春末开到初秋，入冬就会完全休眠。 但

是，在花儿渐渐凋谢的过程中，会结下

可爱饱满的种子， 我把这些种子收集

起来，晒干后装在干燥的玻璃瓶里，来

年初春把它撒进土里， 很快又会开始

一轮新的生命之旅，循环往复。 旱金莲

的花枝弯曲没有规则， 我用约有 1 米

高的土陶花盆种它， 任花朵自由生长

溢出盆口，橙色的、黄色的、粉色的，跳

跃而充满活力。

在后院靠墙根的地方，我种了一株

铁线莲。 铁线莲有藤本皇后之称，全世

界有 300多个品种， 因为花朵大而美，

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庭院植物之一。

花有单瓣的、重瓣的、吊钟型和郁金香

型等等。四月，它的花期刚刚开始，我用

细竹竿搭起一个架子，牵引它在上面盘

绕生长。 冬末种下的一株大苗，到了初

春，纤弱得像细绳一般的主干上渐渐生

出翠绿的叶，像一只只小手，就近抓住

竹架，让自己慢慢长得繁茂，结出形似

水滴一般毛茸茸的小花苞，花苞每一天

都在膨胀变大，开出紫红色丝绒般质地

的花朵。 这生活中的小确幸，时不时就

来一波，让我少女心爆棚，更感叹自然

界奇妙有趣的生命力。

花园里的锦带春天盛开， 护理得

好，初秋也会开花。 一簇柔条缀满彩霞

一样的花朵，宛如锦带。 在文人墨客的

笔下，锦带花的美丽充满了诗情画意。

宋代杨万里有诗云：天女风梭织露机，

碧丝地上茜栾枝。 何曾系住春皈脚，只

解萦长客恨眉。 也就寓意着前程似锦、

绚烂和美丽。

再来说说开花机器木槿。 木槿开

花，朝开暮落，每一次的凋谢都是为了

明天更好地绽放。 木槿有的开单瓣的

花，有半个手掌那么大，深粉色的；还

有的开重瓣的花，小而精致，淡粉色。

木槿开花的时间很长，花苞层出不穷，

历经了夏天，再到秋天，直到中秋节过

后，才慢慢停止花期。

这些，只是我家小院一瞥，我的美

丽花境还在打造的路上。 想要建设好

一个院子，不是摆摆样子，做做姿态，

而是个耗费精力且长期的工作， 是实

打实的累。 清晨，伴随鸟叫声醒来，第

一件事就是提着水壶去花园， 给植物

喷水，剪掉枯枝残叶，松土施肥等等，

如今这些已是我的日常。 植物还要根

据季节和光照雨水的变化，搬动位置，

于是， 院子里会经常出现纤瘦的我吃

力地抱着花盆小心翼翼走来走去的画

面……但是，这样的过程中，感受到它

们的生长和变化，心里却是欣喜的，四

季更迭，花谢花开，想想都觉得自己好

富有。

看到绿皮滚圆的西瓜，我的心

情总是莫名地愉悦。

我从小寄居在外公家，在上海

一个叫西岑的小镇上，我和外公相

依为命。 这个承载了我太多感情的

小镇， 如今因为行政区域改革，已

从地图上悄无声息地被抹去了名

字，为此我曾一度黯然神伤。

大约四五岁时，我在粮管所住

宿区对岸的田里玩，水渠中一条左

右摆动尾巴的小鱼吸引了我，它顺

着激流不停地向前游，我情不自禁

一路追逐。 追着追着，一片神奇的

景象呈现在我眼前： 碧绿的田地

里，满地都是西瓜，数都数不过来。

那种兴奋的感觉，就像我在书里读

到的渔人入桃花源，阿里巴巴进珠

宝库后的欣喜一般。当时还没有物

权概念的我本能地把西瓜当成了

自己的玩具，举起小拳头不由分说

一顿猛敲，敲开一看，半白半红，尚

未熟透， 于是又走向另一个西瓜，

敲开一看，还是半白半红，于是又

走向下一个西瓜……敲了多少个

我也不知道，后来听种瓜的农妇抱

怨，她在河里捞了半船被丢弃的西

瓜。 大人告诉我这事时，我正和小

伙伴在粮管所的仓库大门前玩耍，

那是平生第一次感觉到闯祸后的

害怕。

后来农妇找外公赔钱———我

敲西瓜有多痛快，外公就赔得有多

痛苦。

上海本地的西瓜有两种，一种

叫解放瓜，一种叫黑皮瓜。大人说，

我一岁前很黑，“像个黑皮瓜” ，在

我留存至今的少许黑白照中，有一

张正是几个月大的我抱住一个黑

皮瓜———或许， 我的西瓜情结，从

那一刻起就有了。

不管是解放瓜， 还是黑皮瓜，

都好吃，那种甜，深深地沁入我的

心田。遗憾的是，这样的甜味，我长

大移居贵阳后再也找不到了，即便

是曾经红火一时的从江西瓜和现

在市面上最好吃的麒麟瓜也无法

企及，成了我此生挥之不去的“甜

蜜的忧伤” 。

彼时物价便宜， 我记得外公

掏一张大团结， 就能让床底滚满

西瓜，大约有十几个。对于非常喜

欢吃西瓜的我， 外公定了一个规

矩，每天只能开一个。 于是，夏天

的每个下午， 就成了我最期盼的

时刻，一到钟点，我就自觉地从床

底抱出一个大西瓜。 即便不吃的

时候， 大大的西瓜也经常占满我

小小的心，我会“哧溜” 一下灵活

地钻到床底下， 在西瓜堆里盘恒

良久， 小小的身躯被压在矮矮的

床板底下一点也不觉得难受，只

觉得与一大堆西瓜在一起就心花

怒放。

初中时，外公忙于生计照顾不

了我，我被送到了大阿姨家住。 有

时，大阿姨会带着我和表弟表妹去

外公家，那时已是夏去秋来，西瓜

差不多要下市了，但外公家依然留

存着几个大西瓜。 我们一去，他就

抱出来给我们吃，竟然比夏天的更

甜。 我吃得狼吞虎咽，不一会儿便

肚子溜圆。外公看到我们吃西瓜的

样子，在一旁一个劲儿地笑。

彼时物质匮乏，我们吃西瓜一

点都不会浪费，除了吃红红甜甜的

瓜瓤， 黑色的西瓜子可以炒熟了

吃，白色的瓜皮削去外皮后也有两

种吃法：一种是放在缸里，撒点盐，

用石头压一个晚上， 然后拌了吃，

口感脆脆的；另一种是在烈日下晒

干了，炒菜吃，味道也不错。

如今， 我已到了知天命的年

纪，每每看到西瓜 ，还是会想起

小时候和外公生活的那段时光，

温暖而深刻。

种花这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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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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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

上面这组照片，是《贵阳晚报》读者冯小川的摄影作

品。 这个秋天，冯小川去江西婺源县江湾镇篁岭村游玩，被

村里美景深深吸引，于是定格了这组镜头。

挂在山崖上的篁岭古村，自然条件的局限激发了先民

的想象和创造力，从而造就了一处中国绝无仅有的“晒秋

人家”风情画。 篁岭古村数百栋徽派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

坡面错落有序排布，每当日出山头、晨曦映照，整个山间村

落饱经沧桑的徽式民居土砖外墙与晒架上、圆圆晒匾里五

彩缤纷的丰收果实组合，绘就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晒秋”

农俗景观。

古村落里的“晒秋”人家

冯

小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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