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去红叶谷前，我始终觉
得红叶谷最值得观赏的美景是
秋天的万亩红叶。但近日去游
览红叶谷参观了兴教寺后我发
觉，红叶谷不仅秋天层林尽染
的红叶美轮美奂、耀人眼目，其
始建于西汉的兴教寺亦具有浓
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兴教寺俗称“朱老庵”，始
建于西汉，隋唐兴盛，原有寺院
数十间，僧众近百名。传说西汉
末年，长安的一位高僧到此建
寺并授佛教，兴教寺便成为山
东境内最早引进西方佛教的
寺院。后来，在京城做官的朱
阁老为官清廉、刚直不阿，因
遭奸臣暗算背井离乡，来到南
部山区的红叶谷过起了隐居
生活。为避免官兵的追杀，当
地百姓便把朱阁老隐居的地
方改为“朱老庵”，其实大家都
知道，因为“庵”是尼姑修行的
地方，这一庵字便搭救了朱阁
老，从那时起，兴教寺就被当地
的老百姓称为“朱老庵”。据说，
现在红叶谷景区周围满山的红
叶便是朱阁老为报答百姓的救
命之恩而栽种的，历经近千年
的沧桑，如今长成了生机勃勃
的万亩红叶林。

在观看了兴教
寺的旧址后，导游
员说，现在大家看
到的建筑是在原有
遗 址 上 恢 复 起 来
的，右边的长廊里
是明、清、民国期间
的碑文记载，其中
大明万历二十九年

（1601年）的碑文记
载了兴教寺的地理
位置及规模：“殿之
楹，后枕龙山，前圣
水，左建伽蓝，右配
僧室，不知创建何
年。”可见兴教寺历
史之久远。

参观过程中，
我还了解到，西侧
殿供奉的是盛唐时
期高僧益净长老，他是继唐僧
之后国内又一位去西天取经的
僧人，也是国内第一位由水路
取经的僧人，对中国的佛教文
化、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
的贡献，因为他是山东济南人，
所以把他的塑像摆在这里。过
去历史上僧众道侣修身养性，
大都选择在深山幽静之处，有
山有水，远离尘世，而饮水便成

了他们生存的第一个条件，于
是他们选择在常年泉涌的圣水
泉旁居住。

这时我才注意到，寺内西
南侧正是济南七十二名泉之
一的圣水泉。圣水泉泉眼来自
山崖一自然洞穴内，长年涌流
不息，久旱不涸，丰水年最大
涌流量达每日近千立方。由于
这里的地理结构属寒武纪砂

砾岩，也就是常说的麦饭石和
木鱼石，因此水质清凉甘美，
含有多种矿物质及人体必需
的微量元素，常饮此水对健康
大有益处。

站在圣水泉边，在盈耳的
泉声中，我仿佛感受到经声佛
号幽远的意味，仿佛从久远的
过去慢慢传来。

金黄色的麦子山

我们的根在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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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回老家，在车上看
到路边的麦子变成了金黄色，
有些早熟的麦子已经有收割机
在作业。伴着联合收割机的轰
鸣声，几亩地的麦子一个多小
时就都收割完了。当时我感慨
万千，机械化作业大大减轻了
劳动强度，使麦收变得更加容
易，却没有了以前那种风风火
火抢麦收的感觉了。

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
代，印象最深的就是过秋过麦，
那时候母亲和姐姐起早贪黑战
三夏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在
章丘老家有句俗话叫做“抢秋
夺麦”，麦收就像一场战役，必
须和时间赛跑，和天气斗争，要
在雨天到来前把麦子收割、脱
粒、晒干、入囤，在这期间大家
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麦收关系到全家人的吃饭
和口粮问题，都是一家老少齐
上阵。那时农村都放麦收假，因
为学校老师也要回家收麦子。
大人干重活，小孩子干力所能
及的轻活，广阔的田野里全是
人，看起来非常壮观。

小时候经常一觉醒来，天

刚亮，母亲和姐姐早去了地里
割麦子。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
一家五口人的责任田全靠她
们，劳作的艰辛可想而知。七八
岁时，我就跟着下地干活了，捆
麦子、碾麦场、晒麦子都干过。
在我的印象中，麦收有好几道
工序，首先在麦收前要碾麦场。
把地头上的麦子连根拔起，清
理出一块大约五十平方米的地
方，用碌碡来回碾轧。家里有牲
口的就用牲口拉着碌碡碾轧，
我家没有牲口，只能用人拉着。
这个活当仁不让地成了我的分
内事，需要大半天才能把麦场
轧得又硬又光滑。

接下来就是收割了。母亲
拿出早已磨得非常锋利的镰
刀，用独轮车推着两大捆草绳
来到麦田边，戴上草帽，将草绳
系在腰上，开始割麦子。她先在
地上放一根草绳，然后弓腰挥
镰，将割好的麦子放到草绳上，
我负责跟在后面把麦子用草绳
捆起来。伴随着母亲渐行渐远
的身影，一片片麦子相继倒下
去。“刷刷”的割麦声，偶尔掺杂
着一两声昆虫的鸣叫，成为麦

收时节最动听的音乐。
那时候家境都不富裕，平时

母鸡下了蛋谁也不让吃，都放到
缸里腌成了咸鸡蛋，只有过麦的
时候才拿出来，一个咸鸡蛋切成
六瓣，一家人分着吃。一张单饼，
卷上咸鸡蛋、大葱、甜酱，咸咸的，
香香的，那是后来到了城里工作
后再没有吃到过的美味。

麦子割下来后，要运到打麦
场上，田野里一堆堆的麦子垛得
像小山一样。等麦秸晾晒干了，
就要用脱粒机把麦粒脱下来。这
是一项需要集体合作的事情，一
般都是和大爷、小叔家一起干，
这种互助形式有效弥补了各自
家庭的劳动力不足。每个人都有
不同的分工，有往脱粒机前搬麦
捆的，有解草绳的，有把麦子往
脱粒机推送的，还有接麦粒和清
理麦秸的。脱粒前，大人、小孩都
会找来旧衣服穿上，戴上帽子和
口罩。母亲一般负责用长柄叉子
把一捆捆的麦子挑到脱粒机前，
然后解开麦捆递给大爷，由大爷
往脱粒机里送，脱干净麦粒的秸
秆从侧面吐出来。一家脱粒大约
需要三个小时，三家就要近十个

小时，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很难从
头撑到尾，一般都是大家轮着
干，下来的人喝喝水，休息一下。

脱干净的麦粒要在麦场上晒
上两天。早晨，吃过早饭，我就来
到麦场，将成堆麦粒摊成薄薄的
一层，在太阳下暴晒。我就在一边
搭个窝棚，趴在里面写作业，每隔
两个小时，光着脚丫在麦粒上趟
着走上几圈，趟出一道道小沟沟，
用这种方法翻动麦粒。晚上用木
锨将麦粒堆起来，用帆布盖上，由
大人负责守夜看护。

晒干的麦粒还要经过扬麦
场的工序，把麦粒和麦糠分开。
挑一个有风的傍晚，姐姐用木
锨将麦粒铲到母亲的簸箕里，
母亲顺着风向将麦粒扬向空
中。麦粒重，在空中会形成弧线
落下来，麦糠轻，会随风刮到一
旁。母亲和姐姐配合默契，动作
一气呵成，金灿灿的小麦被抛
向空中，精灵般洒落下来，地上
慢慢形成了一道金黄色的麦子
山，这情景像一幅美丽的图画，
又像一曲动听的歌谣。

儿时的麦收，辛苦而有趣，
永远刻在记忆的深处。

邻居老木是个认真且中规中
矩的人，做事非常有规律，必须做
好计划，才开始下手。

就拿生活中的吃喝来说吧。老
木家里订着报，报上有了吃喝小常
识，老木会把这些小文章剪下来，诸
如什么食物相克相生、什么食品最
营养、什么食品补什么，他都会贴到
厨房的墙上，好随时验证自己的一
举一动。报上说，如今的青菜都打农
药，老木去菜市场就一家一家地看，
发现菜叶上有青虫子了，这才蹲下
来买。把菜买回家还不放心，他要看
着那几条可怜的虫子是否还活着，
这才开始择菜、洗菜。

吃饭时，老木更加注重吃的质
量，他会计算出每顿饭的摄入量，
如果有荤菜的时候，他还会用家里
的电子秤，把米饭、菜都称量好，才
会细嚼慢咽地吃。除此之外，老木
还要控制副食品的摄入，比如，老
木自小喜欢吃花生米，而报上说，
一个成人每天不要超过八粒，老木
吃花生米时，就一粒一粒数出来，
八粒，然后，就像欣赏一件件精美
的工艺品，慢慢塞进口中。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老木对
每天吃多少种食物都会列出名单。
老木常说，他每顿饭最少要吃20种
食物，品种多，数量也有严格的规
定，包括油盐酱醋。在家没事的时
候，老木会用一些干净的小袋子，
把盐称好，用一些小瓶子，把酱油、
醋称好，这些就是一天的摄入量
了，绝对不能超标。

其实，老木还有更绝的，那就是
不断提高自己的养生知识和水平，
培养自己的养生手段。哪个电视台
几点有养生节目，他都会不厌其烦
地观看，并且每天都做笔记。他特别
注意新闻，电视台若报道什么食品
出现状况的新闻，老木总是第一个
知道，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来传播。

老木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当
然有许多人都不赞成，包括我在
内。可人家老木从来不生病。我自
小是个病秧子，一旦生病了，老婆
就拿我跟老木比，“瞧人家老木，一
肚子的学问，光说人家对待生活的
态度就让人羡慕，什么该吃，什么
不该吃，从我认识老木那天起，人
家就从来没生过病，简直是奇迹。”

生活有时也真是无奈。有一个
星期天，天下大雨，起床的时候就很
晚了，一望窗外，突然看到老木在雨
中淋着呢，我怕老木淋坏了，急忙朝
老木喊道，“老木，你怎么了？站在雨
中淋，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快进屋
吧？不然，会感冒发烧的。”老木听到
了我的话，对我喊道，“我就是想感
冒，我就是想发烧。”

起初，我还以为老木在跟我开玩
笑，可过了几分钟，我朝窗外看，老木
仍然在雨中淋着。这时候，大家都看
到了雨中的老木，有人举着伞去给老
木挡雨，老木竟然从伞下又溜进了瓢
泼的雨中，他对我们说：“大家的好意
我谢了，可我今天真想发一次烧，今
天看了一个专家的文章，说一个人如
果5年之内没有感冒过，没有发过一
次烧，得癌症的概率非常大。”听罢，
我笑了，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老木发烧到近40℃，吃
了一天的药，没退烧，又去医院打吊
瓶，过了几天，老木还在发烧。医生
也无奈，便对老木的老婆说，病人如
果再这样持续发烧不退的话，就要
考虑手术了。老木老婆问医生，什么
手术？医生说，割扁桃体。

医生的这个方案，先是老木的
老婆不同意，又过了几天，老木仍高
烧不退，老木的老婆就劝老木割掉
扁桃体，老木先是不同意，“体之发
肤，受之父母，虽说这扁桃体在人体
中没有多大作用，可怎么能说割就
割掉呢？”可总是高烧不退，老木终
于失去了耐性，还是通过手术，把自
己“体之发肤，受之父母”的扁桃体
割去了。

再碰到老木，我问候他，他便
朝我笑笑，“虽然扁桃体割掉了，可
把患癌症的隐患也消除了，很值。”

望着老木远去的背影，我感叹
道，倘像老木这样保重自己的身
体，大概能活过100岁。

从济南战役纪念馆出来，
小薇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绪，不断擦着泪水，手紧紧地攥
着手机，一步一回头，许久许久
没法说话。

小薇是我的亲叔伯侄女，
是济南战役中成功策反国民党
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
师长吴化文将军起义的特等功
臣黄志平的女儿。接到小薇的
电话，知道她来济南开会了，特
别高兴。听说会期很紧，只有半
天的自由时间。虽然解放阁上
也有他父亲的照片，但我和老
伴决定，还是先陪她去济南战
役纪念馆参观，以便让她了解
济南战役的概况及意义，让她
重温她父亲的贡献和业绩，也
感受一下济南人民对她父亲的
崇敬与怀念。听了我们的提议，
她欣然接受。

一进纪念馆，庄严肃穆的
氛围、丰富翔实的展品、熟练深
情的讲解，把小薇深深吸引住

了。特别是到了二层隐蔽战线
斗争展厅，看到自己父亲的照
片和事迹，她激动万分，又有些
惊异。她掏出手机连连拍照，接
着当场就给她的姐姐和弟弟逐
个发了短信。当我们提议给她
父亲的遗像鞠躬致敬时，她再
也控制不住了，泪水顺着脸颊
哗哗流淌。是啊，每次来这里，
我们的心情都难以平静，更何
况小薇呀？

回到我家，小薇回放着手
机里拍的珍贵画面，好几次摇
着头，重复着一句话：“没想到
我爸爸这么了不起！”我们好生
奇怪，怎么会呢？她肯定地回
答：“我们姐妹们都不知道父亲
对革命作过这么大的贡献。”这
话说得我又心疼又辛酸。几十
年不堪回首的尘封往事一股脑
涌上心头。

济南解放后，我大哥黄志
平随大军南下到了上海，服从
革命需要，由部队转到公安，担

任上海铁路公安处处长。当时
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大上海刚
解放，斗争形势严峻而复杂，这
对于1938年奔赴延安，具有丰
富隐蔽斗争经验的大哥来说，
肩上挑的是一副重担。1951年，
32岁的大哥才结婚。结婚10年，
第4个孩子还不满一岁，大哥就
遭错误路线迫害，在杭州含冤
而死。大嫂背着沉重的政治包
袱，带着四个孩子，经历了风风
雨雨，遭遇了坎坎坷坷，含辛茹
苦地把孩子一个个抚养长大，
这其中的苦和难难以想象。孩
子们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里长
大，“父亲”这个称谓对孩子们
来说，是陌生、遥远、苍白的。大
哥对大嫂来说，是内心一处永
远无法填补的缺憾，是一份难
以诉说的不了情。大哥的冤案
虽然早已彻底平反，但大嫂这
么多年仍不愿提及大哥，似乎
越说越伤心，越提越心痛。她更
不愿在孩子们面前提起，尤其

不愿说大哥的革命历史功勋，
她不愿孩子们自恃为老革命的
后代，她愿让孩子们凭着自己
的能力长大成人。大哥的事儿，
大嫂不多说，孩子们自然就知
道得少了。

大嫂的心境我们理解，大
嫂的用心是良苦的，大嫂的性
格是坚强的，我们对大嫂心存
感激和尊敬。可眼前，杭州长大
的小薇来到了济南，来到了家
乡，来到了她父亲生活战斗过
的地方，来到了她父亲深入虎
穴建立奇功的地方，我们有义
务让孩子了解她父亲的光荣历
史，让孩子感受到济南人民不
忘她父亲的深厚感情。

此时此刻，小薇了解了，小
薇感受到了，小薇感动了。她临
走时，深情地说了句意味深长
的话：“姑姑，我们的根在济
南！”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不
住地点头，泪水在笑脸上不住
地往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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