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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线椒赋
◎容琳

宝鸡辣椒，俗称线椒，亦称秦椒。
美哉！宝鸡线椒，鲜红修长。壮

哉！宝鸡秦椒，声名远扬。伟哉！宝
鸡辣椒，历史辉煌。夫宝鸡线椒兮，
身条细长，皱纹均匀 ；肉质丰厚，色
泽红亮。畅销神州大地，远涉广袤大
洋。深受日本、新加坡青睐 ；亦受韩
国、港澳台赞赏。于国内外市场，享
誉“椒中之王”。

大美宝鸡兮，良田沃土广阔，光
热水源优良 ；灌溉条件良好，乃线
椒生产之佳壤。辣椒唯喜温作物兮，
宝鸡适种范围宽广。东到武功、扶
风 ；横穿岐山、凤翔 ；西至陇县、千
阳。土肥水美，雨露阳光。宝鸡辣椒，
古今尤昌。三月育苗，五月栽秧。夏
季管理，鲜食辣香。十月红熟，销路
通畅。内销外贸，盈余干藏。暮秋之
时，宝鸡全境红如画舫 ；绿色生态，
陈仓大地艳若骄阳。

新中国成立，引种改良。西秦沃

土，灿烂阳光。辣椒产业，遂步康庄。
沃野百里乃广植，农家万户之银行。
20 世纪 60 年代，辣椒种植大面积推
广。陈仓、岐山、凤翔、扶风，线椒红
艳，规模宏旷 ；眉县、陇县、千阳、金
渭，辣椒成堆，彩虹飘扬。四十余乡
镇，冠名辣椒生产基地、出口贸易基
地，椒映天幕，器宇轩昂。太白凤县，
普及甚广。线椒遍布西府，霞光映照
陈仓。

嗟呼！宝鸡线椒，品质优良。辛
辣味美，举世无双。历史悠久，源远
流长。原产于南美洲，丝绸商贾贩
运，明末传入宝鸡，以供乡民观赏。
叶碧果红，相得益彰。初植田园，长
势兴旺。始乃药用，驱寒良方。健脾
开胃，通络食旺。防癌健身，降脂降
糖。预防结石，减肥消胖。消炎镇痛，
美容良将。辣而不辣，当菜无妨。帮
助消化，改善心脏。适量吃辣，健胃
祛瘴。“红色药材”，名播四方。“保健
良药”，享誉三江。不知何人兮，偶做
菜肴，其味辣香。始为蔬菜，调味无
双。多彩椒菜，七窍通畅。餐中皇后，
唯辣见长。西府口味，酸辣至上。十

家九辣，无辣不香。 
线椒幼苗，生命力强。易栽好

管，长势爽朗。细枝嫩叶，枝花同长。
果实先绿，秋季红瓤。麦茬椒早熟，
线线椒细长。两用椒间套，覆地膜向
阳。早熟椒高产，朝天椒向上。形态
虽异，鲜红透亮。数十品类，难介其
详。各有特色，皆称椒王。五味之中，
唯辣为上。蔬菜之中，少椒难香。怕
吃辣者，逢椒脸黄。爱吃辣者，越辣
越香。宝鸡餐桌，无辣不尝。秦人吃
辣，可比蜀湘。饭店夜市，以辣见长。
油泼辣子，纷至登场。臊子面，酸辣
香。擀面皮，辣油汪。豆花泡，泛红
光。烤羊肉，麻辣香。泡青椒，辣子
酱。夹馍吃，陪饭堂……

湘人不怕辣，蜀人辣不怕，秦人
怕不辣，不辣无人尝。远行必备，不食
恓惶。君曾见否，秦人食辣之状？围
桌聚餐，举箸飞觞。或生或熟，或炒或
凉。各样菜肴，辣椒至上。无辣不成
菜，有辣眉上扬。青椒炒肉片，红椒
烩肥肠。鸡蛋炒青椒，胃口猛增强。青
椒葱头，血管健康。辣椒肚片，一扫而
光。青椒金针，有绿有黄。饱食辣味，

一盆淡汤……食而不忘，百态呈祥。
直至循环加快，中枢神经奋昂。辣出
一身汗，泪水悠然淌。舌尖跳跃，辣而
无伤。嘴唇唏嘘，笑容酣畅。优哉乐
哉，欣喜若狂！

嗟夫！西府辣椒，美名昭彰。辣
香俱佳，令人向往。脱贫致富，当属
首创。简单易学，学而不忘。每逢暮
秋，采摘繁忙。人拉车载，辣农欢畅。
辣椒成堆，映红村庄。采购人员，你
来他往。红串高挂，门庭两旁。屋檐
映红，笑声爽朗。内销外贸，发往四
方。川塬农家，辣干冬藏。腌制泡椒，
大坛小缸。罐装辣椒，远销争抢。磨
制辣面，成为行当。乡镇遍布，客迎
四方。络绎不绝，生意兴旺。  

改革开放，盼富求强。党政重视，
产销两旺。家有梧桐树，自会招凤凰。
引来湖南、四川诸省，大批“淘金”客
商。央视报道 ：仅湖南长沙一地，每
年竟有一千余家，辣椒加工企业，于
宝鸡收购加工，制作成品销往八荒。

小辣椒，大希望。集约化，铸辉
煌。科学种植，辣业兴旺，高歌猛进，
同奔小康！

秋天的黄元帅
◎于萍

从来没有一棵果树比它更威
风，更懂得守护秋天、守望家园。因
为这棵威武的果树，有一个英雄的
名字。

—— 题记

数十年前，爷爷把箭括岭脚下
烟雾畔那块无人问津的石头坡地承
包了下来，打算栽些苹果树。

那个年月，村里种植果树的人
本来就少，那片村民们瞧不上眼的
坡地离村子最远，平时种小麦打一
料粮食都困难，栽果树就更没人看
好了。但爷爷还是固执地买回一捆
苹果树苗，小树苗细小的枝干上零
星吊着几片叶子。

爷爷说可别小看这些不起眼的
树苗，比起冠绝三秦的秦冠苹果，它
们的名字可更威武——黄元帅！更
不可小觑那块地，据说很久以前是
周朝君王的专属之地，叫君地。

千山箭括岭孕育的古老周礼文
明，曾带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无限憧憬。经爷爷这么一说，我更加
笃定这块地一定能结出好果子来。

春去秋来时光总是飞快。爷爷
拉着破旧的架子车，上面架着一个
用废旧汽油桶改造而成的水桶，桶
身用旧车胎围裹一圈，上面开个正
方形口，下端装了个简易的水阀，一
趟趟不知疲倦地奔波于家和君地，
映射了一个农人对土地最虔诚的朝
拜。去时永远是慢坡实车，架子车似
乎要被压得散架了，“咯吱咯吱”地

叫唤。回时只剩䦆头铁锨躺在卸重
的空车里，在凹凸不平的田间土路
上“咣当咣当”一遍遍孤独地回响。

经过不间断的施肥、浇水，果树
苗渐渐变得粗壮，田间的土路也被
架子车轧得更加瓷实。果树开始抢
在春风里抽条，爷爷整个春天都在
君地忙着拉枝修剪。爷爷说不能任
黄元帅随意生长，君地的阵营里必
须列队整齐划一。

爷爷小心翼翼地剪掉多余的枝
条，任残枝败叶匍匐在黄元帅脚下，
等稀释掉枝干里的养分后，再归置整
理用作过冬的硬柴。保留在树上的枝
条是黄元帅的精锐力量，还需再做精
细的管理，拉枝算是一道必备工序。
根据枝条的柔韧度和生长方向，挑选
适宜重量的石块挂在枝条上。爷爷说
只有给柔嫩的枝条早早压上担子，黄
元帅的生命才能负重成长。

春夏之季的果树开花了，饱满
的粉色花蕾挂满枝头，一朵又一朵
热烈地绽放开来，白如雪瓣, 点染淡
淡的红晕，蜂戏蝶舞压枝低，果园里
一片绚烂。

爷爷又接着忙活起来了。大热
的天，他头戴草帽，绕着果树挨个疏
花。花密果疏，这是爷爷总结的农
经。为了避免黄元帅过早无谓消耗
营养，每根枝条上只能保留相当数
量的花儿。那些过早香消玉殒的苹
果花，唯有哀叹红颜多薄命了。

疏花过后还得留意疏果。万物
始终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娇美的花儿经受阳光的挚爱和雨露
的滋养，变成一个个可爱的青涩果
子。一根枝条上果子挤得太密，果枝
难免不堪重负，如果稀稀拉拉、三三
两两的果子分散在枝头，能够保持
友好的距离相互守望，才符合爷爷
疏果的预期。

三载过后，秋高气爽，天高云淡，
别人家园子里的秦冠苹果娇小玲珑，
仿佛羞红的脸，抛洒着千娇百媚。爷
爷的黄元帅硕大饱满，口感酥脆香
甜，充足的日照让它绿中泛黄，高挂
在枝头，神气威风，傲视着秋光。

那一年，全村人都吃到了爷爷
送去的黄元帅，在村民的啧啧称赞
中，翘着山羊胡子的爷爷挺着腰板，
看起来更加威武。秋天的黄元帅静
静地列队在箭括岭脚下，色泽宛如
翡翠般晶莹剔透，照亮了整片坡地，
在果园里追逐嬉闹的孩子，都喜欢
缠着爷爷讲周太王的故事，遥远的
传说让君地再一次变成了传奇。

历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爷爷用
朴素的自然农经教会我为人处事之
道。岁月荒芜的田地，只要勤除草施
肥、修剪拉枝、疏花减负，花开不骄、
花落无悔，终会收获硕果累累。

从此黄元帅也永远栽种在我心
底，如同某个大雪纷飞的寒冬，小小
的我从柜子里拿出那个失了水分、
皱巴巴的黄元帅，一遍遍闻着醉人
的果香，却舍不得吃。童年的味道始
终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让人反复
回味。

稻花飘香的日子
◎孟民

百科灯谜

1. 清白一生                  （字）

2. 一起造句                  （字）

3. 画外垂钩                  （字）

4. 儿童腰鼓声声欢      （四字常言）

5. 夫妻对唱朝北斗        （称谓二）

                    李德安 作
6. 夺金落泪                  （字）

7. 唢呐高手                （口语）

8. 少奇日誌            （党史人物）

9. 北跨秦岭狼烟起      （党史事件）

10. 准点开始演奏会     （四字常言）

                    党向东 作
11. 错失点球             （少笔字）

12. 借书者排成长龙         （成语) 

13. 秋后生日逢七十     （航天新词）

14. 看似有错误，实为鱼肉菜    （字）

15. 南望战前去北岳

                （七一勋章获得者）

                    田鸿牛 作
上期谜底 ：

1. 赤道    2. 干干干   3. 自作曲

4. 净进口  5. 回味悠久 6. 三伏

7. 达      8. 芒种     9. 锐评

10. 投屏  11. 格尔木  12. 秦

13. 龙眼  14. 杂多    15. 共同致富

宝鸡灯谜联系电话 ：13891771088

（微信同号）

 （段序培整理）

同题作联
贺十四运召开

情怀体坛，盛世陈仓迎健将 ；

志在赛场，金秋西府谱华章。

（张  涛）
举国同心，健儿竞技，共享激情十四运 ；

汉风唐韵，渭水秦川，还瞻活力新宝鸡。

（燕小燕）
红叶题诗，燃情十四运，三秦大地传火炬；

玉壶斟酒，醉客五千年，全国健儿赛陈仓。

（张  茜）
秦山叠彩，迎八方健儿，厚土筑台同竞技；

渭水流金，送万里捷报，雄心展志更强国。

（蒲朝阳）
承神州盛事，驭奥运雄风，千百健儿多

壮志 ；

醉禹甸佳辰，逢长安上客，一重高岭绽

新颜。

（任广民）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贺中秋

悬联求对

 出句 ：
金蝉失语秋风爽             （李求真）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 ：
高天始肃凉风至             （舒小琴）

 应对 ：
暑气终消露水凝             （毛祎辉）
丹桂正香秋月明             （任一凡）
玉露晶莹秋意浓             （李骥龙）
大地凝寒白露生             （乔文祥）
大地盈丰金谷香             （冯娟娟）
秋雨频催大雁归             （赵小平）
旷野频香硕果丰             （于    萍）
秋水凝澄新月斜             （田斌杰）
大地初闲晚稼收             （牛宗明）
野草初寒碧露生             （王玉林）
宝扇终别暑气收             （刘其会）
秋雨渐多暑气消             （刘春学）
大地闻香稻谷丰             （张永智）
金桂又邀明月来             （柏晓勤）
野陌将迎朵菊开             （史    晏）
金桂盛开爽气扬             （何具征）
厚土方寒重露出             （李显峰）
白露初生寒气来             （张蛟龙）
佳木渐凋黄叶飞             （杨亚平）
远岸方惊旅雁归             （仵晓静）

                                   （段序培整理） 

秋日
 物语

成片的稻田一望无垠，微风徐
徐，深绿色的稻叶与串串稻穗低头
絮语，似乎在诉说今年的好光景，又
弯弯腰点点头，像恭候久违的客人。
乳白色的稻花随风飘荡，阵阵清香
窜入鼻孔，毫不吝啬地充满了嗅觉
的空间，稻穗摇曳的唰唰声鼓胀了
耳膜。此间的我，被稻田包裹，被稻
花的香气浸润，我有点陶醉了。

我的家乡在八百里秦川的川道
里，虽不是风光旖旎的江南水乡，却
因清澈的石头河水的滋润，被称为
西府的鱼米之乡。渠水绕田转，稻田
连成片，绿海泛波浪，处处稻花香。
从育苗、下种、移栽、施肥、浇水直至
收获，先进的作务技术已与传统的
耕作今非昔比。农民们轻松种田的
幸福写在脸上，不仅是劳动强度的
降低，而且水稻的产量、品质也节节
攀升，更重要的是农民的腰包鼓起
来了。

望着晶莹剔透如珍珠般的大
米，闻着清香扑鼻原生态的米香，我
脑海里不由自主地闪现出一幕幕过
去的片段。也许是骨子里对故乡的
怀旧，也许是对逝去岁月的依恋，那
种理不清、道不明的思绪，总是拽着
神经的缰绳驰骋在故乡的田野上。

小 的 时 候，农 村 都 是 露 天 育
秧。选择一块靠近渠道、避风、交通

便利的平地灌满水，然后翻犁、耱
平。男劳力用铁锨把地里的泥块铲
成一条条小水沟，把泥块堆成一绺
绺秧床。秧床宽窄一致，高低一个水
平，就像泥塑大师在农田里创作的
作品。秧床做好后，选择一个晴朗的
日子，小队派出精干劳力，拉上秧粪
和浸泡好的稻种下种。下种高手脱
鞋站在水沟里，先把即将出芽的稻
种小心翼翼地撒在秧床上，然后把
过筛后细碎的秧粪，均匀地覆盖在
上面，就像给稻种盖了一床棉被。

四月的天气乍暖还寒，尤其是
即将出芽的稻种，从浸泡的温室移
到大田是千万不能遇冷受寒的。当
时唯一的也是古老的办法就是给秧
田里注满水，用厚厚的一层河水，抵
御深夜的寒冷。从这时起，母亲就担
当起生产队看护秧苗的重任。她早
饭后第一时间赶到秧田，先围着秧
田转一圈，细心查看前一晚秧田有
没有漏水、跑水，有没有老鼠或其他
动物破坏，进水口、排水口有无异
常。当地塄处有老鼠打洞，导致漏水
时，她会立马脱鞋踏进冰冷的泥水
里，用手掏、用小锄头挖，直到找到
老鼠的行踪路径，然后用石块泥块
将小洞堵严 ；当秧床有动物的足印
时，她要仔细辨认动物来去的路线，
找出治理的办法。稻种出芽直至长

出嫩叶时，既喜水又怕水。遇到天气
晴朗，晌午太阳高高升起气温回升，
母亲要将秧田的排水口挖开，将秧
田蓄水排干。下午时，母亲跑到渠道
上巡视一遍，等上游队里水溢满秧
田，再引水给我们队的秧田放水，等
几块秧田都放满水，再确认是否存
在漏水、跑水的隐患，做完这些工
作，母亲回到家时天已漆黑 ；遇到
天阴或下雨时，母亲就得保证秧田
全天不断水。尤其下大雨，或遇到寒
流，为避免细嫰的秧苗被雨水打坏
或冻坏，秧田的水必须高出秧苗的
头顶，要全天补水。在管护中，遇到
施肥、死苗等情况，母亲都会第一时
间向队长汇报。在母亲的精心管护
下，经过四五十天的生长，秧苗会长
到一大拃高。这时，秧田会滋生一些
稗子之类的野草，母亲天天弯腰去
拔，一天下来腰酸背疼。

待油菜、大麦收获后，生产队就
开始第一茬插秧。小麦地插秧要晚
一周左右。每当看到绿油油的秧苗
从秧床上铲走，看到男女老少高兴
地移栽插秧，看到成片成片的稻田
里栽上绿生生的秧苗，母亲会露出
会心的微笑。

飘香的稻花，浸润着无数劳动
者的心血和汗水，粒粒大米更是辛
勤劳动的结晶，无论何时都应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