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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里镇的一市场，一直有一对头发花白的四川老夫妻，
风雨无阻地在摆菜摊。他们的菜摊面积挺大，菜品也很丰富，
当季的青菜、萝卜、辣椒、红薯、南瓜等，他们都在卖，偶尔
也会有比较贵的笋子和鱼腥草或是薄荷叶。因为他们的菜总是
会比别家便宜一些，而且菜质新鲜，生意倒是一直红火。

每天早上 7 点之前，老夫妻就骑着破旧的小三轮，拉着
满满一车的菜吱扭吱扭准时来一市场摆摊。早晨的菜市场各种
电动三轮车和摩托三轮车，尘土飞扬地展开一天的经营，都想
着早早开张赚个好彩头。老夫妻的破旧三轮车在明晃晃的朝阳
下显得格外显眼。因为出摊时间早，很多菜贩子都会把菜摊收
拾停当以后，一边悠闲的招揽着生意，一边从旁边的小吃店，
买一些包子，油条，或是来碗热腾
腾的牛肉面来犒劳饥肠辘辘的自
己。而这对老夫妻从来不会买外面
的早餐，只是偶尔见过他们喝一碗
从家带来的米粥，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风霜雨雪，酷暑严寒，从未
见过他们偷懒不出摊的时候。

日落西下，学校放学了，孩子
们像欢乐的鸟儿，叽叽喳喳地一边
打闹一边往家走去，老夫妻的身影
又出现在了东一村广场边的空地
上，这里的住宅楼密集，到了放学
的时候更是人群熙熙攘攘，这时老
夫妻架起的又是一个卖蛋卷的摊
子。蛋卷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吃
食，用一些面和上水，再加上鸡蛋
白糖，搅匀，变成一盆金黄色的面
糊糊，最后在撒上一把黑芝麻，蛋

卷的原料就做好了。
几个蛋卷架子，前面是方形的

铁夹，靠着后面的支架可以打开，
舀一勺黄色的面糊在铁夹上，快速
夹紧翻转，几个铁夹轮流交换在小
火炉上，不一会的功夫，香喷喷的
蛋卷就做好了。夫妻两配合默契，
一个摊蛋卷，一个包装收钱找钱，
万家灯火将息的时候，做蛋卷的火

苗还在跳跃。
老人很老了，头发全白，满脸陈年核桃一样的皱纹又深又

密。我很好奇，这么大年纪了，一个菜摊生意很好了，为什么
还要晚上再出来谋一份生计？

在一次夜深路过蛋卷摊，香甜的味道勾起了我的馋虫，在
等蛋卷烤熟的间隙，和老人聊了起来。原来老夫妻有一个儿
子，是他们村里学习最好的孩子，当年考到了四川大学。为了给
儿子挣学费，跟着老乡来到敦煌当起了菜贩子，儿子真是争气，
读完大学考研究生，老人就在敦煌一呆就是 8 年， 8 年的时
间连春节都没有回四川过年，就是为了省路费，说起儿子，老人
满脸自豪的神情。

本来想儿子研究生毕业，他们
也就回老家安度晚年，种点地也够
老两口活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去了
北京发展，很快谈了恋爱，眼看要
谈婚论嫁，他们连个房子都没有准
备。所以老两口不得不继续卖菜、
烤蛋卷。老人一边熟练地翻转着铁
架子，一边说道：“我们现在还能
动，能帮点是点吧！”一阵风吹
过，吹乱了老婆婆的银丝，但她并
不在意早已凌乱的头发，而是忙着
把蛋卷装袋打包。

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升起来
了。今晚的月亮真圆，真亮。妈妈
打开门，大叫：“你疯啦，买这么
多蛋卷，啥时候能吃完！”妈妈不
知道，我今晚听了一个有关于爱的
故事。

散文/杜 祥

摆摊的老夫妻
阳历 8 月底，出伏。
季节真正意义上从夏过渡到了秋。早晚凉风习习，可是中

午还是很热。白天的阳光，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活力。只是到了
夜晚，秋季的风，落在肩上，便有了丝丝凉爽，像是一根草，
挠得人心里痒酥酥的。

8 月的田野，稻田为大地披上一件美丽的衣衫，远远望
去，田野和村庄相互映衬，在秋天的幕布上，落笔绘画，自然
天成。一块一块的稻田，排列整齐。中间的田埂，把稻田划
分，每一块都代表着乡民们共同的希望。稻穗在出伏这天，已
经生出了一些。不是大肆张扬的那种，而是静静地积蓄着。有
坡地的地方，向日葵长势喜人。我总觉得向日葵有着与众不同
的气质，它直直的腰杆向着天空的样子，让人倍生好感。心中
的喜悦和渴望，都写在脸上。这种不掩饰的性格，让向日葵具
有了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那就向上吧，在红彤彤的艳阳照耀
下结出丰硕的果实。

8 月的秋色，不能忘了芦苇的红袖添香。敦煌北边的西湖
和西边的南湖屋哇池里，种植着大片的芦苇。一到秋天，在眼
中和脑海中，都会被夕阳下的芦苇占据。芦苇如一个个亭亭玉
立的女子，在风中舞动着长袖，远古的一曲唱腔响起，木栈道
上的我，侧耳倾听。哦，原来是风来时，芦苇发出的声音。在
年少时的脑海中，就留下了电影中芦苇荡的画面。而今看着一
望无际的芦苇，就会想起一段与爱情有关的情节。电影里女主
角的长辫子，把秋天勾勒。爱恋与勇气俱在，芦苇荡走来了，
一对年轻的恋人。夕阳下，他们的故事随着芦苇在飘荡。

散文/赵晓庆

八月秋色

每当《北风》响起，沧桑古朴的旋律总会让我不由自主地安
静下来。想起往事，想起父亲！

父亲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老人家就像个简单的行者，
从从容容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的旅程，放下背包，安静地睡着
了。即使再多的不舍，也不忍打扰父亲，因为在即将睡去的那
一刻他实在太累了，不想再走下去了。我承认自己的无知和脆
弱，直到父亲离开的那一刻，我才终于明白了，我也会有失去
至亲至爱的亲人的那一天。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将会不
断地面对这一刻。人真是奇怪的动物，得到的、已有的不知道
去珍惜；得不到，失去了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它的珍贵。

想起父亲的离开，多少次梦中惊醒，伤心得难以自拔，自
责得无以附加，不知道如何排解自己心中的这份伤痛。我是爸
爸最疼、也是他老人家身边最亲的小儿子，从发现爸爸生病到
去世就半年的时间。爸爸不舒服也不在我面前说，甚至连个电
话都未曾打过。我的粗心成为我内心永久的愧疚…… .

父母总是给予我们很多，但我们却吝啬到常常连个电话都

不打一个的程度。父母的要求是那么的少，仅仅带他们洗了几
次脚，他们就可以当成炫耀的资本。可我们，却要求他们对我
们牵挂一生。如今，少了一双关注我的目光，我真是倍加痛恨
我的自私！

母亲与父亲相伴 30 年的时光，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
雨雨。如今父亲走了，寂寞和孤独就像山一样的压在了母亲的
心头，与我们通话似乎成了每日的必修课。电话这头，我们无
法安慰母亲，强装着欢颜转换些别的话题逗她高兴。其实我们
也无法说服我们面对的这个现实啊！翻看电话薄，看到署着爸
爸名字的电话，禁不住拨打，“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不会再有奇迹了，父亲睡得太沉了，他的电话遗失在了路
上了。他生前总是埋怨没有人拨打他的电话，我会永远保留着
这个再也打不通的电话号码，并一直拨打下去，不指望叫醒睡
梦中的父亲，就想在心里默默地告诉他老人家，我们会好好替
他照顾母亲，努力振作起来，走完属于我们的人生旅程！

散文/马 强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秋的颜色，各不相同。有金黄的稻穗，有浅白的芦苇，有
艳红的枫叶，有天空的湛蓝，有胡杨林的风情，有曼陀罗的孤
独。还有大地上，人们忙碌的身影，和黄昏里悠闲的步伐。河
边钓者的情怀，以及天边白云的思念。遇见曼陀罗花，是在不
经意间。因为它的美丽，闯进了我的眼帘。于是，靠近它，观
察它，感受它。这种花叫彼岸花。也叫天堂花。据说，在通往天堂
的路上总是开满了曼陀罗华，亡灵去天堂，每走一步，就会开出一
朵花来。

彼岸花开在路边，在秋天里，绽放出妖冶浓情。那种带着
惊艳的凄美，容易搅动着内心。仿佛是一个绝烈的人，爱着时
的不顾一切，多少是让人心疼的。“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
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明知是分
离，也要纵情地去爱。秋天的人情里，有着太多的悲欢离合。
也正是有了爱恨情愁，才有了人间真情。

秋天，用它缓缓而来的步伐诉说着自己的内心。“你款款
而来，我深情以待。”才子的笔下，总是带着无尽的诗意。

湖边孤独的钓者，坐在暮色里。手中的鱼竿随意地放在水
中，与其说他在钓鱼，倒不如说他在享受孤独。湖面上，有薄
烟升起。清代诗人写下《题秋江独钓图》，此时甚是贴切。
“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
独钓一江秋。”一江秋水，几多愁，终难忘。“红耦香残玉蕈
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
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
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代才女李清照，正依秋而立，
缓步而行。

8 月秋色，铺出一片绮丽。我在人间行走，一行大雁从头
顶飞过。我知道，大雁会飞过山峰河流，去往自己要去的地
方。我也知道，人生之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我更知
道，路过人间一趟，会尝尽酸甜苦辣。人生之秋，做好自己。
出伏时，秋情正浓。

缓步走进 9 月，花土沟的绿树碧草正现生机昂然之势，仪器管理
中心所处院落，在员工的辛勤耕耘下，呈现一派绿树成荫花草相拥的美
好景象。

工作忙碌间隙，驻足观望，心情瞬间舒爽。鲜靓的格桑花，仿佛无
数个温暖的小太阳，照亮每一个寂静的夜晚；茂盛的苜蓿花，好似簇拥
的薰衣草，镇定一颗颗恍惚的心；娇嫩的灌木，焕发着勃勃生机，昭示
年轻的人们迈向新时代的信心与决心。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这则故事告诉人们在追求理想或美好事物
时，一切要向内求，如若你变了，你的世界也就变了；不必强求，只需
做好自己，一切都是美好的。范仲淹的一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彰显了豁达达观的人生态度；面对恶劣天气，“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
矣”，体现了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居庙堂之
远则忧其君。”更是彰显了天下为公的精神。

抬头望远，远山层叠，跌宕起伏，俯瞰戈壁，蓝天白云拼接于昆仑
山脊，碧波荡漾的翡翠湖面掀起褶皱的涟漪。视线回归，满园的花草纯
粹，生长的乔木茂盛，穿梭的人群无语，漫布的彩蝶纷飞，昔日的画音
萦绕在耳；提鼻吮吸，风轻云淡，放眼大地，红歌漫旅，你一直行走在
荒漠戈壁。

散文/任远平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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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未亮，灯光已明
闹钟戛然而止
平凡的一天
从这里开始

清晨
一如既往
一个个一根根一朵朵
就是有这样的一缕不变的芳香
用红墨水染了梦
用白粉笔染了发
用尽时光
不知疲倦地染了满园鲜花

美吗？
美啊
染得火红
染得苍白
染得鲜亮

诺，
这双手
应该采一朵莲挂在耳旁
应该握住一支画笔去写生
应该裹一缕纱拂于指尖
应该触碰新鲜空气和阳光
应该漫掠清凉的海水

可有人
似乎并不懂得
要好好珍惜这双手
牢牢攥紧了粉笔
拿起了书本
敲响了黑板
和被染得鲜红的花儿们
沉淀了自己
安然了未来
平凡了一生

结下了
笔与墨的缘
墨与纸的情
轻重浓淡
染得精彩

向日葵转过身去
墙上的表说都十点了
你怎么还不离开？
忽然你走来
俯下身
给他讲了一道题
他很高兴，他会了
你很高兴，他会了

你给这个夜晚
染上了两抹笑
不再孤单

后来他们离开你了
但你染得很深刻
他们的面庞
寻不得其他颜色

记得，记得
这一个个一根根一朵朵

记得，记得
有这样的一缕不变的芳香
用红墨水染了梦
用白粉笔染了发
用尽一生
不知疲倦地染了满园鲜花

诗歌/史森元

染

捡捡回回顽顽石石垒垒柴柴门门。。住住了了一一春春，，又又是是一一春春。。功功
名名浮浮沉沉何何堪堪论论？？花花开开销销魂魂，，松松茂茂古古道道多多风风
尘尘。。千千山山涧涧深深，，万万山山涧涧深深。。晓晓看看白白雪雪暮暮看看
云云。。鹧鹧鸪鸪声声声声，，江江水水声声声声。。
花花落落销销魂魂。。

长长路路迢迢迢迢，，红红叶叶潇潇潇潇。。彩彩林林经经不不住住霜霜敲敲。。
叠叠溪溪烟烟寒寒，，残残碑碑冰冰销销。。松松州州望望断断，，夜夜行行急急，，
星星月月跑跑。。
诗诗也也难难描描，，辞辞也也难难描描。。坝坝上上秋秋景景自自妖妖娆娆。。
山山远远水水远远，，松松茂茂古古道道。。看看黄黄河河啸啸，，经经幡幡唱唱，，
雁雁声声嘹嘹。。

诗诗词词//张张学学梁梁

一一剪剪梅梅··松松茂茂行行
((外外一一首首))

行行香香子子··坝坝上上行行

9 月 13 日，中秋节一大早，顾海峰就拎
着米面油等慰问品走进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察
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史全的家。虽然已经是中
秋小长假，但顾海峰心里依然牵挂着村里刚刚
脱贫的几户村民。

史全身患腰疾，无法干重体力活，和儿子
相依为命，是西河滩下村的贫困户之一。

史全说：“西河滩下村干旱少雨，土地贫
瘠，我又不能干体力活，别说给儿子娶媳妇
了，就连生活都十分困难。顾书记来我们村
后，做什么事都干散（办事利落、漂亮），自
费给我们三家贫困户买了 6 头猪仔，让我们搞
起了养殖，还让我们加入了合作社，帮助我们

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顾书记真攒劲（有本
事、能干）！”

2018 年 3 月，顾海峰作为青海油田第二批
驻村扶贫干部来到西河滩下村，担任第一书记。

西河滩下村是青海省级贫困村，自然条件
差、产业结构单一、集体经济不发达，全村
115户有 1/3 以上的家庭属于贫困户或特困户。

顾海峰走马上任后，把石油人“三老四
严”“苦干实干”的精神带到了扶贫第一线。
他逐户走访、挨家调研，在摸清村情、户情的
基础上，立足于前期青海油田的扶贫成果，首
先健全完善了党的基层组织，把扶贫工作重点
放在了“防返贫”上，制定了脱贫攻坚巩固提

升方案，成立了以村干部和致富能手为主的巩
固提升领导小组，建立了村集体+致富能手+贫
困户的合作社脱贫模式，打造了“精品、绿
色”特色农产品品牌。

几年前，一村民的妻子因家庭贫穷等原因
与其离婚，本就困难的家境更加窘迫，自己带
着一个上学的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在政府
扶贫政策的支持和青海油田的无私帮助下，他
没花一分钱就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并当上
了生态管护员，一年有 1 . 5 万元工资，成功脱
贫。他逢人就说：“油田来的顾书记没架子，
能与我们村民心贴心，石油人就是攒劲！”

村委会主任晁明生说：“目前，我们村通

过青海油田的扶贫帮助，成立了合作社，种了
380 亩青稞、 100 亩苜蓿，养了 800只羊，
大力提升了村集体经济实力；打通了特色农产
品固定销售渠道，构建了产销一体化网络，每
月可固定销售 1000 斤羊肉；修缮村道，整治
村貌，安装路灯和健身器材，制定村规民约，
新建文化活动
室、党员学习
室等，推进了
新农村建设，
实现了全村集
体脱贫。”

油田来的扶贫书记真攒劲！
李云 王得刚 李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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