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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云的凄美

孤傲的绽放
让人震颤
应着天地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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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岛
桃花岛
看桃花
清明时节
下着桃花雨

男男女女撑伞而来
桃花 笑出泪滴

有的桃花已谢
归隐了

早春花事
□丛奉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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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2004 年，新华社曾报道“中国最
美的乡村”———江西省婺源县。文中
说“境内青山滴翠，溪水如练，森林覆
盖率达 82%。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古村
落，底蕴深厚，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
来……”受新华社报道的吸引，我曾
两次到婺源寻景。2007 年，我随铜陵
市老年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的旅游团
首次到婺源，因团队人多、时间短，没
有“一饱眼福”之感，心中留下许多遗
憾，决心再来婺源。日前，我随友人老
梁夫妇驱车专乘到婺源赏景。因天下
小雨，10 时 30 分，越野车刚进入婺
源，一切的清新秀色仿佛在瞬间闯入
我的眼帘，心情也豁然开朗起来，我不
由自主地喊道：“美丽婺源，我又来亲
近您了！”

“四古”特色浓郁。“明清古建
筑、灵岩古洞群、古文化、古树名木”
一并称为婺源的 “四古”。行走在婺

源，就像走在历史的风尘里、自然的深邃
中。“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
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南宋诗人、理学大师朱熹的这首赞
美家乡的诗句和朱熹古色古香的老宅以
及他亲手栽下的杉树的呈现出旺盛的生
命力。“牛耕绿野千仓满，虎啸青山万木
春”，这是婺源汪口村俞氏家族门上贴
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表达了婺源人与
自然相辅相成的理想境界，也是婺源返
璞归真、崇尚歌颂自然的主题。婺源就像
一本画册，给我们提供了保存淳朴的一
面，也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怀念和思索。在
这座偌大的乡村公园里，我们不仅可以
看到历史所刻画下的精妙绝伦，更叹服
于人和大自然的和谐与交融。

探秘大鄣山是我和朋友这次旅游的
主题之一。婺源县的大鄣山位于江西、安
徽之间，既是皖赣两省之间最后一道屏
障，也是江西省最高的一座山，海拔

1625 米。来时听朋友说，到大鄣山可观
日出看云海。因我们没有赶上日出的时
间，我们却看到了变幻万端的云海。在山
脚下望山，云雾在山头缭绕；往山上爬，
云雾逐渐围绕着我们。我们在大鄣山找
到一位年近半百的老农，他把我们带到
一个极佳的观云点，那是悬崖边的一个
阶梯平台。阶梯很窄，仅能容纳一人，又
陡又直，如果从山脚下步行爬上来，最少
要花 6 个多小时。老农说悬崖很深，我
随手扔块石头下去也听不到落地的声
音。我站在阶梯平台上，望见对面那座山
布满葱葱密林，山体斜斜向外倾躺，而我
们这边的山是悬崖峭壁，寸草不生，光溜
溜地适合攀岩，团团云雾就在这两山夹
峙的谷里翻滚。在这样的氤氲环境里，我
们仿如在梦中，踏云而来，追云而去。

大鄣山的云雾变幻万端，当风从谷
底吹过时，雾便乘风势向着密林山体蔓
延，这时你会看到一幅写意的图画———

密林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白色的云、墨绿
色的树林纠缠在一起，使人如梦如幻，如
在仙境中。

在婺源乡村，串起各家的小路是青
石板。我不自主地脱下鞋，赤脚轻吻那石
板小道的平滑、坦荡，与水同行，走向耕
作的农田。夕阳西下，青石板映着金色的
夕阳，隐约中好像是伸向了那遥远的天
际……

我们住的李坑古村，就是一个风景
秀美的村落。村里人家不多，古朴的小
楼，清澈的溪水，悠闲的鹅鸭，云雾缭绕
的青山，真是应了北宋诗人徐照的“小
船停桨逐潮还，四五人家住一湾。贪看晓
光侵月色，不知云气失前山”的诗句。优
美的山水，宁静的村落，让我们感到一种
世外桃源的享受。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
我们哼着小调从青石板小路向预订的客
栈“傍溪居”走去。陪伴我们左右的是闪
着绿光的萤火虫。深夜里，我爬上客栈的
天台，微风带着青草的香气，迎面袭来，
感到有些凉意，但心里却是清爽的。雨过
天晴的李坑的夜晚，深蓝而纯净的天空
中满天的星斗像是触手可及，让人感觉
这生命也像此时的天空清亮明净，心旷
神怡！

走进婺源
□殷修武

一池春水 汤 青 摄

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人，
缠着一双小脚，不识字。在我的记忆
里，她和蔼可亲，诚实憨厚，而又特别
坚强刻苦，有一种不可战胜的毅力。她
不知书能达理，心胸宽阔，为人忠厚，
勤劳善良。

在母亲进入这个家庭时，我的祖
父，叔父都在安庆帮工，也就是给老板
打工，挣点钱养家糊口。家里的房前屋
后种点粮食和蔬菜，母亲和祖母共同
操持家务，日子还算可过。

可是好景不长，正当母亲怀孕不
久，父亲去世。给全家带来了撕心裂肺
的伤痛，给了母亲和祖父母沉重的打
击，尤其对母亲打击更大。我出生以
后，虽然不像富家人的掌上明珠，可也
算是穷人家的一个宝贝，给母亲和这
个家庭带来了几分欢乐。随着时间的
推移，我的爷爷奶奶终因年老多病，相
继离世，家庭失去经济来源陷入困境。

这时母亲清楚地知道，要想生存，
要想活命，也就只有靠自己了，靠自己
去劳动，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去拼
命。母亲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擦干了眼

泪，把多年缠着的小脚放开了，后来就成
了一双半大脚，母亲就凭着这双半大的
脚和一双不大的手，用无私的母爱，顽强
的拼搏，把这个破碎的家支撑起来，把自
己养活，把儿子养大。此时儿子是母亲唯
一的希望，母亲则是儿子唯一的依靠，母
子相依为命。

我还清楚的记得，母亲的手很灵巧，
除了能做粗活之外，还有一手绝活，能绣
花会裁剪。家里的绣花样子，鞋样子都是
左邻右舍常来索取的样品。母亲开始试
着用裁剪做衣服的活给男劳力换工种
地，后来因为母亲衣做得好，左邻右舍、
上下村庄、七里八乡的人都来找她做衣。
一方面是有人家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
自己生活所迫，就以此挣点钱来养家糊
口。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不知道
母亲起了多少个早，摸了多少个晚，走过
了多少条田埂小路，经过了多少个村庄，
给了多少户人家做过新衣裳，温暖着别
人，帮衬了自己。当时有过不少人称赞过
华妈妈人好，衣服也做得好，一时间也算
小有名气。

母亲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灵，以无私

的母爱战胜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艰
辛，牺牲了自己，用泪水和汗水养育了
我，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全国解放了，我也先后读了几年书，
终于参加了工作，在1955年我调到桐城
县青草区工作时，将母亲接到了身边，随
后又到安庆地区工作，我们母子再次相依
为命。当时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大伙儿共
用一个自来水龙头，购买粮油凭票，买块
豆腐和一点食品都要起早摸黑的用砖头、
篮子排队，这些都是母亲亲身经历过的。
那时工资低，但物价平稳，生活还是可过。

母亲在这个宿舍大院里，人缘好，处
人处事都十分融洽。有事打个招呼，看个
门、放把钥匙，借用点什么东西，天气不
好给不在家的人收收晒的衣服，还经常
打扫打扫公共卫生，这些都是母亲常去
做的，很受人尊敬。从一件件不起眼的小
事折射出母亲的为人和品德。

就在这前后，我分得了住房，结了
婚，有了孩子，母亲抱上了孙子、孙女儿。
此时家里家外充满着幸福和欢乐，可谓
其乐融融。这可算是母亲有生以来最愉
快、最幸福的时候了。

天地悠悠，世事茫茫，谁能料到就在
短暂的幸福之后又一次遇到了人生中的
逆境和险阻，母亲得了重病，虽经多次在
本地和外地求医救治，终因病情恶化，在
当时条件下，束手无策，无力回天。一位
意志坚强、历经沧桑，通达世理的慈祥母
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也永远离开了她心
爱的家和亲人。母亲离开时才 65岁，我
们全家万分悲痛。真是人生难测，世事难
料，一下子使我们陷入了六神无主，不知
所措的境地。

此刻是您的好儿媳淑惠来撑起了这
个家，她学着母亲的坚强，以惊人的毅
力，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地摸索着，苦熬
着，饱受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终于走出
了逆境。

这 45 年来，我们国家强大了，经济
发展了，人民也富裕了，家里现代化设备
差不多也都有了。小家也有了发展，现在
是四世同堂。淑惠在 2013 年 11 月走
了，就住在您的下边。我今年也 83 岁
了，现在虽然有些孤单，但身体还好，子
女都很孝顺，经常在一起团聚，一起外出
游玩，如今生活条件好了，过得都非常开
心，想您也定能宽慰。

母亲离开我们虽然已经 45 年了，
我们都非常想您，怀念您，我常常去翻阅
从前的那些老照片，看到您抱着孙子、孙
女儿的那种神情，仿佛就在昨天，仿佛就
在身边。

清明祭
———纪念母亲逝世 45 周年

□华汉雄

舅舅离开我的这两个多月来，我
时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老人家在世时
对我的谆谆教诲，每次都泪盈眼眶。

我的舅舅叶本余，一生勤劳刻苦、
正直坦荡。听妈妈说，舅舅小时候学习
特别刻苦，当时农村条件差，他经常一
边放牛，一边带着书本学习。因为担心
牛走失，他经常把牛的绳子系在自己
的腿上，牛在吃草，他就认真看书，村
里的人看到了，都夸他将来肯定有出
息。他在学校期间学习一直名列前茅，
是校长和老师同学都喜欢的好学生。
走上工作岗位后，舅舅勤勉踏实，一步
一个脚印地依靠自己的拼搏努力和组

织的培养，成长为一名地市级领导干部，
2001 年，从铜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
位上退休。

舅舅一向坚强勇敢，乐观豁达，对待
困难不屈不挠。他在 2005 年 3 月就被
检查发现癌症晚期，且病情已经扩散。安
徽省立医院的专家预判他这种病情最多
能活五年，可是他却顽强地活了整整十
年！虽然这十年里，舅舅一直在和病魔作
斗争，但他依然每天坚持读报看书，在参
加人大会议时，还为我市的经济和文明
建设建言献策，仿佛他根本没有生病。每
次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他总是说，做人
要乐观，要与疾病友好相处。去年十月

份，舅舅因病情加重转入安徽省立医院
治疗。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我去合肥看望
舅舅，准备第二天一早去医院。晚上接到
表哥的电话，因舅舅病情突然加重，医生
正在进行紧急抢救。当我妈和我们赶往
医院时，我看到医生用长长的管子从舅
舅的鼻孔插入胸腔进行吸痰处理，我看
到舅舅的身体虽然由于强烈的痛疼而不
停地颤抖着，但在医生操作的半个小时
时间里，舅舅哼都没哼一声，多么坚强的
老人啊！看到他难受的样子，我心如刀
绞，眼泪模糊了双眼。那一刻，我恨自己
不能减轻舅舅的病痛，我希望世上真的
有长生不老药，那么我一定会千山万水

地找过来给他老人家服下。舅舅在病床
上听到我的喊声，他费力的睁开眼睛，看
到了我，他关切地问道：“你手上的湿疹
好了么，拿来给我看看。”我把手伸给他
看，并告诉他好多了。亲爱的舅舅，这个
世上有您的关爱真好，即使您在医院急
救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关心我只是小恙
的双手；想起您在世时经常教育我要好
好学习，认真工作，要勤俭持家，不能浪
费，要好好培养孩子……您的所有教诲，
还犹在我的耳边，可是现在您却永远离
开了我们，怎么不叫人痛断肝肠！

亲爱的舅舅，您虽然永远的离开了
我们，但您留下了家人的眷恋，还有我们
对您无尽的怀念。您留下了您清清白白
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准则和与人为善、
勤俭持家的美好品德，留下了再大的困
难也压不跨的精神意志！

怀念舅舅叶本余
□丁红琴

苏东坡一生“不合时宜”，以致仕
途困顿，连遭主政者贬谪，携妻负子，
处偏远之地，居荒芜之所。但他生性风
雅旷达，逆境中也能苦中作乐，朴中见
雅。读其贬谪期间与友人书，观其日常
所思与人际交往，飘逸如方外之人，似
不复知人间宠辱矣。

谪居黄州时，致友人吴子野书，道
其居处云：“所居江上，俯临断岸，几
席之下，风涛掀天。”书斋居江岩之
上，读书可闻惊涛拍岸，其书斋岂非天
下一书斋？读铿锵之文，诵豪放之诗，
非其地而何？其与友人道之，不惟无困
苦之色，反似有无穷乐也。

谪居惠州，友人寄茗，东坡答书致
谢，云：“亦时复有山僧逸民，可与同
赏。”处江湖之远，不似居庙堂之高，

无达官贵人往还，但与山僧逸民为侣，不
惜友人佳茗，与之共品赏，真个是与民同
乐了。苏夫子于此时，喜小民之素朴，乐
与之友，放浪闲逸，而不复忧其君了。

怀友人林天和，作书云：“数夕月色
清绝，恨不对酌。”不说怀念之情语，但
说连日月色奇好而思与友月下共饮，情
更显其真挚，语则风雅如诗。怀书法家米
芾（米元章），寄书言：“独念吾元章迈
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
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年瘴毒耶。”非
同道中人，何以相知？所谓惺惺相惜也。

苏东坡擅诗善文，所作信札更见风
致。人云文如其人，信札乃私人文字，往
往不假文饰，更见其性情矣。千载之下，
读其信札，如沐清风，一洗俗尘，岂不快
哉！

困顿中的风雅与旷达
———读苏东坡与友人书

□吕达余

买一场春雨，就买到了久旱逢甘
霖欢呼雀跃的草木生灵，她们大手拉
小手争先恐后地闯入霏霏细雨中，在
一支叫做春天的交响曲中翩跹超舞。

雨水以毫米计量，却在这片土地
上一点一滴累积，“不积跬步，无以至
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人且
知足，不会将辽阔无际的大海占为己
有，我有一场春雨就够了，而那雨水滋
养的一方土壤理所应当是我的领地，
买下这一场春雨，我就是手握重兵的
君王。

在我的春雨王国，众生皆臣服于
我。纯净甘洌的饮用水，营养均衡的
灌溉水，灵动秀美的景观水，热气腾
腾的温泉水，澄澈欢脱的小溪水，等
等，全都只供给我一人享用。既然都
是我的私有财产，别人想偷去一滴都
是痴心妄想。我每日部署警卫队，由
森林之王———狮子将军指挥调度，在
我的领地各个角落安排士兵把守来
确保万无一失。茁壮成长的庄稼更是
我眼中的明日之星，让它们在绝对完
美的温室里尽情伸展，用我买下的春

雨滋润培育。闲暇时分我对着天空说：
我在这儿买了场春雨！我骄傲之情溢于
言表。

然而一夜过后，所有雨水全都人间
蒸发了，无处寻觅。我从君主变成了落魄
的叫花子。

只一场春雨仅仅是浩瀚宇宙中微不
足道的一抹，况且连这一抹都会被土壤
吸收保存，我们的买卖最终敌不过自然
的力量。“春雨贵如油，点滴无白流”。谚
语简单直白地道出自然对春雨的疼爱与
珍视，春雨更应该是无私且忘我的为万
物繁衍生息。春雨低调如一粒沙，落在泥
土之上不分你我，却真真实实地存在，值
得拥有。

谁也买不来一场春雨，它遵循时令
的哨响，凡人说不清它的神奇、奥妙和壮
大，雨假如可以买到的话，只不过买到了
一个字，它的读音叫“雨”。

与其执著于买入本不属于自己的春
雨，倒不如牵手自然享受春雨的洗礼，去
掉浊浊环境中积累的灰尘，换上干净轻
便的行头再上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
我们拥抱春雨，拥抱自然的每份馈赠。

买一场春雨
□张洁

对于得到的或是没有得到自己心
爱的东西, 肖伯纳认为这是人生两大
悲剧,而周国平却以为,这恰是人生的
两大快乐。用不同的态度去思考、认知
和体验，往往产生不同的结果，也会演
绎不一样的人生。

以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收获温
暖与自信。罗曼罗兰说，当你用光明的
眼神看待世界，世界也会用宽容的怀
抱接纳你。即使过早残疾，但乐观使刘
伟用坚强的意志创造了残疾人生的音
乐奇迹；即使国难危急，但乐观使鲁迅
用笔墨的力量书写出文化的新时代；
即使失意被贬，乐观让苏轼挥洒出永
久流传的精彩诗篇。即使身陷困境，乐
观的态度让人们仍依旧感受来自内心
的希望与温暖，靠毅力和坚强获取勇
气与自信，与命运抗争，从而奏出自己
的强音，乃至创造时代的奇迹。

以悲观的态度对待人生，只会感
受孤独与凄凉。若我们眼中满是悲哀
与憎恨，终究只能与孤寞为伴，依着
悲凉的境界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悲
观，贾谊做出“梁王坠马寻常事，却以

哀伤付一生”的极端之举，荒度了自己
的一生；因为悲观，韩信被囚失志，最终
抑郁而死；因为悲观，项羽本该重返江
东谋再起，却自刎乌江千古憾。悲观让
人心里失衡，信心和希望隐灭，只能自
怜孤影，从而碌碌无为荒废自己的一
生。

用淡然的态度对待人生，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
以致远”。淡然，不是看破红尘后的无关
无谓，更不是一无所求的游戏人生。素净
质朴，宁静深邃，是有取有舍，有收有放。
顺境不得意忘形，困处不迷惘沉沦，用宁
静淡泊的态度，去体味人生的简简单单、
平平淡淡与真真切切。

不同的处世态度往往会换来不一样
的人生结局。生活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不会刻意去偏袒或偏颇一边。正因为如
此，对待人生的态度，可以改变人生的轨
迹与方向，决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是
莎士比亚所说的“往往支配命运的只有
我们自己”的真谛所在。

追求乐观，积极向上；远离悲观，不
轻言放弃。态度不同，人生就会不同。

态度改变人生
□陈恬

三、四月，正是马兰头叶翠茎嫩最
宜食用的时候。周末，邀二三友，挽一
竹篮，着春衫，踏着阳光，走向田野，去
寻马兰头。

还记得那些歌谣吗，“一二三四
五六七，马兰开花二十一……”，一边
跳皮筋，小伙伴们一边齐声念着。童声
悠远，绊住了流云；韵律活泼，马尾辫
为它打着拍子———多么美好！我也知
道马兰花不是马兰头，就像那首童谣，
要说的也不是马兰开花。但就是那么
活泼轻快，身子就是那么轻，要在四月
的春风里风筝一般飞起来。

田间地畔，沟边草滩，它们欢欢喜
喜地生长，一丛一簇，挨挨挤挤的，风
过处，它们一溜子斜过去，又一溜子斜
过来，真好玩。它们又称路边菊，可我
从未见过它们开花，只是在阳光下，谦
卑地静谧着，散发着菊一般的素香。

蹲下、弯腰、采摘，不需要剪刀，拇
指和食指的指甲轻轻一掐，马兰头便
钻进了掌心，铺满了篮底。这一段散漫
的走神时刻，伴着采马兰的“舞蹈”，
自由，温馨。

马兰头带回家，洗净焯水，用香油
和食盐拌了装盘，这是最简易的做法。
挑一筷头送入口中，又脆又滑，口齿生

香。时近寒食，凉拌马兰头合了吃冷食的
旧俗，更在一片浪漫春光里，吃春吃青，
舌上含香，心中明澈，身体与心灵，都臻
“清明”之境。

马兰头炒鸡蛋，金黄包着翠绿；马兰
头凉拌紫甘蓝，舒心的绿与高贵的紫，在
洁白的碟子上共舞春色。

我这样做给母亲吃，母亲说味道不
地道了，她更怀恋那种朴素的味道。当年
马兰头在饥荒年代可是救过她的命，但
她又说，野菜虽好，终究不够温和，它更
多是精神上的味道。有一年寒食节，队里
来了一个工作组，正好派饭派到我家。家
里没有好东西招待客人，母亲就把新挑
的马兰头凉拌了招待客人。多放了几滴
油，马兰头便格外香，工作组里的小李姑
娘爱不释手，一个人就吃了大半碗。

是的，黄钟大吕与短笛横吹，各有各
的好。就像我们，生活在高楼大厦之间，
享受着物质的繁华和生活的便捷，在不
同的岗位上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可我们也需要偶尔走神，去野外，与自己
呆一呆，与自然处一处。两者都不可缺。

“浮利浮名挽不来，故山归去恰春
回。马兰旋摘和菘煮，枸杞新生傍菊
栽”，马兰头，吸引我的是江南的味道，
是乡野的味道，是心灵的田园。

春吃马兰头
□何荣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