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春的夜依然灯火阑珊，行人去而往返，桂林路

继续着热闹非凡，却赶不走我孤单……长春的夜依然

灯火阑珊，有多少爱在重庆路口相依为伴，总希望爱情

可以就此简单，期待的幸福会有多美满。”

近两年，这首由原创音乐人小锤作词作曲并演唱

的歌曲《长春的夜依然灯火阑珊》红遍了大江南北，让

全国各地的听众再次认识了大美长春，渴望着能去歌

中唱到的桂林路、南湖、红旗街、重庆路等地欣赏一下

灯火阑珊的夜究竟有多么美，多么迷人。

听着这首歌，就能勾起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许多回

忆，那一条条街，每天都在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故事，

在我们的脑海里烙下印记，仿佛就在昨天。

屈指算来，穿上那身橄榄绿，离开老家古都洛阳，

我已在第二故乡吉林长春奋斗了 25个年头。当年那

个十七八岁的花样少年，现如今已是四十不惑又几个

春秋的成年大叔了。而今，这座“北国春城”“电影城”

“汽车城”，正在振兴和崛起，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逐年

提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加爱着这个城市，甚至已

将其融入了自己的生命里。

每当华灯初上，我喜欢走在夜色斑斓的人民大街

上，一个个“中国结”在霓虹灯的照耀下更加璀璨耀

眼，时刻在激荡着我的心灵，使我备感身为中国人、生

在红旗下、活在幸福城的骄傲与自豪。每当朝阳升

起，我喜欢乘坐地铁或公交，体会着地铁的风驰电掣，

穿行在车水马龙的人民大街上，切身感受着这座城市

的文明风尚，也感受着每一天工作和生活的快节奏，

更加体会到“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等话语的深刻内涵，激励自己在从军、从教的两种

人生道路上砥砺前行，向着美好的梦想扬帆远航。

我太喜欢这条大街了，它就像一位“睡美人”安

静优雅，让这座城市更有无穷的魅力；它又像一条

“巨龙”挥舞施展着手脚，带着这座城市向美好的明

天腾飞，见证着这里的人们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

而曾经的我，还是一名肩扛列兵警衔的武警战士。接过

先烈们手中的钢枪，沿着英雄们的足迹，日夜守卫着这

片黑土地。

这条街，南至绕城高速公路，北至站前广场，全

程近十四公里，从正南至正北，这条大街贯通了市

区中心。每次走在这条大街上，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起

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又一幕，虽然很多是后来听闻的，或

是书本上、影像上看到的，但有着厚重历史背景的它，

总令我深深感怀。

记得有一首《真心英雄》，歌中唱到：“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握生命里每一

次感动……”一个人如此，一个城市如此，一个国家和

社会也是如此！

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呈现之美》：“我成长的这个

地方，是第二故乡。喜欢这里诗情画意的冬天，一场场

纷飞大雪将黑土地点亮，银装素裹的世界格外缤纷耀

眼；那座雄伟浩瀚的长白山，将天地柔情相连，如同慈

爱的父母精心哺育着儿女；扎根在飞速发展的城市，深

深被幸福生活所感染，虽然，每一天都在追梦路上挥汗

如雨。你和你们，都是人间最美，让我深爱得不能自

拔，直到地老天荒。”

我想，等我的儿孙长大了，我一定带着他们完整地

走一走这条老街，把昨日发生的故事一一讲给他们

听。我也坚信，他们会和我一样，深爱着这条老街，更

深爱着这条老街所在的城市，一定会扎根黑土地，开创

新明天！

走过

这条

大街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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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哒哒哒”，几声轻微的敲击声从门口

传来，我以为听错了。“哒哒哒”声音又响

起，我确认是我家的门被敲响了。

自从2005年入住这个小区，已经两年

了，来人会按门铃，不曾听过这样的敲门

声。我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前，还没等把眼

睛对准猫眼，就听见门外传来一位女士清

脆爽朗的声音：“弟妹，我是对门邻居。”

噢！是邻居大嫂，我急忙把门打开。

“弟妹，我家姑娘昨天结婚，你们都没

在家。这是糖、瓜子和香烟，给你们沾沾喜

气！”

“啊！恭喜恭喜！谢谢！谢谢！”我急

忙满脸笑容地接过喜糖包。

随着两声关门声，走廊又恢复了平

静。可我的心却久久平静不下来。敲门，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一个举动

了，如今怎么越来越少，少到几乎听不到了

呢？思来想去，不得而知，但我真的觉得这

轻轻的敲门声非常亲切、动听，对它竟然有

了一种莫名的期盼。

不久后的一天，对门大嫂真的又敲响

了我家房门。她对我说，他们老两口要去

丹东老家生活，以后新婚的女儿住在这

里，请我们多关照。我很认真地答应了她

的重托。回头之后我就想，怎么关照呀？

年轻人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硬

性的介入一定是不妥的，不关照又有负重

托。但从此我真的开始默默关注着那扇

门，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一次，我回来

得很晚，习惯地把目光投向了对面的那扇

门，呀！一串钥匙在门上插着，这可不是

小事，如果被坏人利用了，后果不堪设

想。我急忙敲门，提醒那位女儿把钥匙收

了回去。

打这以后，我们两家的门敲得频繁

了：对门女婿看到我爱人换花土，就开车

给我们拉回来一袋子，敲敲门，放在了门

口；我家买回来冬储菜，土豆、大葱，往走

廊一放，敲敲门，告诉他们这是两家吃的；

下班后两位年轻人有应酬了，敲敲门，把

孩子送到我家，照顾一下；谁家做点好吃

的，敲敲门，互相送给对方品尝；我家电脑

出现问题了，敲敲门，对门女婿过来左瞧

瞧，右弄弄，一会儿就把困扰我好多天的

问题解决了。

去年刚入冬，我家暖气漏水了，可我

却浑然不知，待楼下邻居找上门来，才知

道问题很严重。正当我手足无措的时候，

对门女婿没等我敲门，听到声音后就出来

了，他看了看漏水的位置和情况，告诉我

要换水暖件才能解决。他沉稳熟练地把

入户阀门关上，又细心地把我家各个暖气

的排气口打开，一盆一盆地帮我把暖气管

道里的水放净，忙前忙后干了两个多小

时。看到他被汗水和暖气漏出的水弄湿

了衣服和袜子，我很过意不去，说：“换下

来我给你洗洗，你回去休息吧。”他说：“张

姨不行啊！天这么冷，没有暖气怎么行？

马上给物业打电话，找人把坏的管子及时

换好。”

傍晚，当听到暖气片里传来哗哗哗的

流水声，置身于渐渐升温的屋子，我真的不

知怎样感谢对门女婿才好。他看出我的心

思，真诚地对我说：“张姨，您儿子在外地，

我为你们做点事是应该的。其实有些事对

你们来说挺难的，可对我们来说都是小事，

举手之劳。再说，我们的父母不在身边，你

们也时时关心和照顾我们，让我们也感觉

如同在父母身边一样踏实。咱们两家就是

一家人，不分彼此。”

听到这充满爱心而又真诚的话语，我

真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只觉得

心里暖暖的。

在我的盛情邀请下，我们两家人共进

晚餐，席间对门女儿举杯敬酒：“谢谢张姨

和侯叔的热情款待，让我们不但品尝到美

酒佳肴，还感受到父母般的温暖。今后咱

们就是一家人，你们就是我们的老爸老妈，

有什么需要的，请随时敲门找我们。”

我也动情地举起酒杯回敬：“女儿、女

婿，要感谢的应该是你们。因为和你们在

一起，使我找到了完整家庭的感觉，这样温

馨甜蜜、其乐融融的日子，是我们这些空巢

老人想要而不可求的事情。难得在十几亿

人口的国家，我们能同城同楼又对门，真高

兴我们彼此信任，真高兴你们有敬老爱老

之心。感谢上天赐予我们如此优秀的女儿

女婿和漂亮活泼的外孙女……”

当我把和邻居之间的这些事情告诉远

在深圳的儿子后，他十分感动。今年3月，

儿子通过快递发来两大盒口罩，并嘱咐我，

其中有姐姐家一盒。

十多年来，我时常回味着我们两家

温馨感人的一幕幕。真的应了那句话：

远亲不如近邻。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共享天伦之乐，共享这不是亲人胜似亲

人的特殊亲情。生活中，邻里关系事虽

小，却触碰到社会的脉搏，关系到社会的

和谐与稳定。

如今，空巢老人和年轻三口之家越来

越多，如果大家都能彼此关心，相互帮助，

让这久违的敲门声经常在邻里之间响起，

该有多好啊！

久违了
敲门声

□张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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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又到了收获的季节。
梨树县泉岭乡，有一个泉盛农牧业专业

合作社。每到金秋时节，合作社种植的
3600亩红辣椒，就会进入全面采摘期。

这一大片辣椒田，在大地上铺展开来，远远
望去，像绿色的海洋。而如果你走近，就会看到
这绿浪翻涌中，艳丽夺目的红辣椒挂满枝头。

看到这一片丰收景象，前来采摘的村民
们都乐了。他们从心里往外高兴。辛苦了大
半年，春天撒种育秧，夏天除草施肥，秋天了，
火红的辣椒给所有的辛苦以巨大的回报。

辣椒真美！然而，采摘起来，这却又是

最累的一项农活了。
它不像玉米，一大棒一大棒，收起来爽

快利落；它也不像水稻，尽可以大片大片收
割。辣椒田里的辣椒，低低矮矮，密密麻
麻。人只能采采复采采，摘摘不停停。

但是农人们还是高兴。他们蹲下身子，
直采得脚麻了，手疼了，脸上，却还是笑成了
一朵朵山菊花。

时值初秋，一路之上被路两旁的植被夹道

欢迎。秋阳炽热，眼底尽是茂密林木的亮相。

都说一叶知秋，可长白山脚下的大蒲柴河村，夏

的沸腾尚未退去，秋寒尚未光临。

大蒲柴河村地处长白山腹地，隶属于吉林

省敦化市大蒲柴河镇，下辖珍珠门自然屯，距敦

化市区西南68公里。小村背靠寒葱岭，南邻富

尔河，全村辖区总面积20余平方公里。

2016年11月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的大蒲柴河村，围绕特色食材文化节、传统村

落展示馆、珍珠门风景区、富尔河美丽花海等核

心，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旅游产业。

阳光沐浴万物。放眼古朴、内敛的小山村，

我们被一幅画卷定格：一位老者，白发弓背，端

着一杆旱烟袋，与身边的一口老井对视。这样

的对视，将我们的目光与脚步吸入画卷。静谧

的小村晨光，披在老者肩头，贴在轱辘把上。褐

色绳索，在眼前一抖，思绪一点点下滑，直至井

底，不，应该说心底。

眼前的老井，与儿时故乡的老井没有多大

差异，斑驳的木质纹路，透着岁月年轮的轱辘

把。古井瞪着清澈的眼眸打量我，我轻扶轱辘

把，暖意，输入全身。质感与岁月流转，一层层、

一圈圈，未等井水浸润，眼眸已渗进老井的润

泽。

记得曾把一张故乡

老井照片给女儿看，已

参加工作的女儿指着轱

辘把问：“这东西能提上

来水？这么笨拙，你们

当年是怎么用的？现在

还有这样的老井吗？就

是有，能有什么用啊？”

听着女儿的话，我半晌

无语。

历史变迁，已经沧

桑到把一些老物件颓废

到时光深处，然而，那些

具有浓厚色彩的物质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

统文化中的传承中，于

这个时代，于而今的社

会与人们，又意味着什

么？

老者弓着腰身，稀

眉细眼，皱纹镶在脸上，

黑褐色肤质让我判断老

人应该有80岁左右的

年龄。老人见我们对古

井感兴趣，他一边吧嗒

着手中的旱烟袋，一边

告诉我们，他家也有一

口这样的古井，全村只

保留下这两口古井。我

看见老者镶着皱纹的嘴

角微微上翘，那杆旱烟

袋，在他嘴角发出“滋

滋”的响声，一缕淡白色

烟雾，在他眼前慢慢升

腾。这就是传说中的一个李老汉半部村落史的

村民李玉才老人。他家不但保留着一口古井，

还有典型的木屋口袋房，正面朝南，木屋是两扇

开门，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模样。他家木屋西

侧是典型的满族树筒烟筒，木屋四周是黄泥垒

砌，屋顶是“羊草”，典型的关东村落标志。

对于老井，我的情怀一直未曾走远。小时

候，曾跟在爸妈身后，看大人把水筲系在井绳的

铁环上，把水筲往井里一放，轱辘把在爸爸的大

手里咕噜噜哼着歌谣，直到井绳越放越少，随着

“咣当”一声，轱辘把不动了。爸爸一手扶着轱

辘把，一手拽着井绳摇晃两下，然后双手摇着轱

辘把往外缠绕，直溜溜的井绳一寸寸在轱辘把

上回归，“咕噜噜”的水花声特别好听。当水筲

从井底露出头儿，爸爸一手把水筲拎上井台，解

下铁环，又系上另一只水桶。我不知道水筲放

到井里是怎样装满水的，于是问：“爸爸，那水是

咋进筲里的呀？”在一阵哄笑中，总会有人告诉

我：“井里有个大水怪，圆脑瓜，尖尖嘴，看见水

筲就舀水。”我一头雾水，隐约知道大人们在哄

我。

记忆，如此清晰。

眼前的老者，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轱辘把，

就像抚摸自己的婴孩儿。轱辘把在老者手中哼

起了儿时的歌谣。我慢慢蹲在老井旁，眯起眼，

侧耳倾听。

轱辘把摇着岁月，一轮轮放下，一轮轮提

起。

大
蒲
柴
河

远
去
的
岁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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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

秋天了，天空真蓝，蓝得又高又远。
摘累了，农人们就站起身来。望一望这

样的天，再低头看一眼自己篮中的红辣椒，
想着大自然果然是最神奇的魔法师，能给秋
天以如此绚烂的颜色。

而当大伙儿把每个人篮中的红辣椒都

倾倒在一处的时候，这一片小山一样的红，
瞬间使每个人都振奋了。

感谢大自然最美丽的馈赠，也感谢自
己，这一年来最不吝惜的付出吧！

这是一年中最辛苦的收获季，然而，也
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收获期。

等到冬天，大雪封山。这一片鲜红与艳
丽，会进入每一个农人的美梦里。

摄影/郭淑娟
文字/王小微

辣椒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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