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雨知时润万物，和风扑面花径
绿。最是一年春深处，姹紫嫣红入画
图。”阳春四月，是铜陵凤凰山下牡丹
怒放之时，也是人们踏青观赏牡丹的最
佳时节。4 月 11 日，一个春暖花开、春
风荡漾的双休日，铜陵县文联组织作
协、影协部分会员乘车来到凤凰山下牡
丹园采风，去找寻凤丹花的踪迹，捕捉
牡丹花的气息，一览铜陵“国色天香”
的芳姿神韵。

自古以来，牡丹以 “国色天香”、
“花中之王”之称，艳冠群芳。唐代刘禹
锡《赏牡丹》诗云：“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京城。”而每到“谷雨三朝
赏牡丹”之时，花如海，人如潮。凤凰山
下牡丹园坐落在新桥镇境内，距铜陵市
区 20 公里，这里有象征青年爱情的
“皖江绝景相思树”；有“飞流直下三
千尺” 的滴水崖；有金牛洞古采矿遗
址；有凤凰落脚石等旅游景点。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四月的凤凰山下，实可谓
是一幅“时代生花笔，写活春光美”的
铜陵田野风光之画卷。那盛开的牡丹，
色彩鲜艳，清香溢人。牡丹芳容初露、娇
艳欲滴，闻香而来的赏花客络绎不绝。
正如白居易的诗里所写的，“花开花落
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我国是牡丹的故乡。据史料记载，
铜陵人尤好牡丹，以产药用牡丹为主。
栽培历史大约始于明永乐年间。《铜陵
县志》有“仙牡丹”记载：“长山石窦中
有白牡丹一株，高尺余，花开二三枝，素
艳绝丽。”如今铜陵牡丹得到恢复和发

展。1988 年铜陵市人民将牡丹定为市
花，并连续举办牡丹花会，其盛况不言
而喻。而在铜陵县的凤凰山脚下的牡
丹，民间一直流传着有关“凤吐金丹”
和“凤采牡丹”颇为动人的传说。“凤
吐金丹”是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金
色的凤凰飞落凤凰山，飞离时吐下口中
含着的一粒牡丹种子，从此这里便有了
牡丹。而“凤采牡丹”说的是某年谷雨
三朝，牡丹盛开，艳丽非凡，引来一只金
色的凤凰在采撷牡丹。正是这些缘由，
凤凰山由此而得名，而铜陵人种植的凤
丹质量最佳称著于世，是因为铜陵地处
长江南岸，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
沃，尤其是凤凰山下的土地属“金沙”、
“银沙”土质，更适宜凤丹皮植株的生
长，使铜陵成为“中国南方牡丹商品基
地”是当之无愧的。

铜陵凤丹，主要集中在顺安镇的陶
凤、牡丹、凤凰三个村和钟鸣的金凤、水
龙村。那朵朵跃然枝头、凝妆昂首、次第
怒放的牡丹花，与那星星点点迟开的油
菜花对映着，把中国古铜都的凤凰山麓
装扮得更加壮丽俊秀，置身于凤凰山下
牡丹园中，顿使我想起唐代诗人李正封
的“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佳句来。
当我们来到陶凤时，跃入我眼帘的是，
山冈上、田野里到处都是盛开的粉白嫣
红的凤丹花。放眼望去，层层梯田里，雍
容华贵的凤丹花，把山野装扮得分外妖
娆，这里早已成为“国色天香”的海洋，
美不胜收。“春来谁做韶华主，总领群
芳是牡丹。”那一朵朵盛开的凤丹似出

水芙蓉，青翠欲滴，妩媚娇艳，引得众多
游人徜徉花海纷纷驻足观看、合影留
念。游客们扶老携幼，沐浴着春风，畅游
花海，如痴如醉。更有那远道而来的赏
花者，看着那成片的凤丹花海，喜悦心
情溢于言表。我们站在公路上，一边观
赏着盛开的凤丹花，一边感叹着今天的
凤凰山是人如潮、车似流。这片山地牡
丹园离公路不远，坐东朝西，大约有两
亩多地，地的中间多处隆起形态各异的
小石山，映衬在凤丹花丛中，别有一番
情调。这天的天气真不错，蔚蓝的天空
飘动着淡淡的白云，映衬着红茎绿叶、
粉白嫣红的凤丹花，使我从内心深处不
由得发出“清寒入花骨，萧萧初自枝。
午景发浓艳，一笑当及时。依然暮还敛，
亦自情幽姿”的赞叹来。

上午九时许，我们随着人潮来到闻
名遐迩的凤凰村。与陶凤相比，这里可
欣赏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滴水崖下

牡丹园。滴水崖，又称泼珠崖。崖长约
300 米，崖高约 25 米，一泓清泉从崖顶
30米高处直泻而下，落入崖底。滴水崖
泉水形态的壮观，随着季节更替，再加
之牡丹的装点，真可谓“鲜花与泉水共
辉”。我们走进凤凰村，那满园牡丹花五
彩纷飞，热情阳光轻触着来自赏花闻香
的游客。我们一边摄影，一边从镜头中
欣赏着牡丹的美丽容颜。此时，小蜜蜂、
山蝴蝶那轻捷、活泼的倩影，从这朵飞
到那朵不肯离去。我们正在赏心悦目之
际，恰巧从“滴水崖”的上空，传来一阵
布谷鸟动听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着，
是那么清脆，又是那么悦耳。铜陵凤丹
除了以其硕大的花朵、华贵的风姿、艳
丽的色彩、高洁的风范，供人观赏、一饱
眼福外，还有着较高的食用和药用价
值。凤丹花瓣和花粉，可制作保健食品
和饮料，也是调配高级化妆品的重要原
料。铜陵凤丹，还是我国广泛使用的重
要药材，用凤丹根加工制成的“丹皮”
是名贵中草药。

可以说，四月的凤凰山，是在古诗里
荡漾着。美出了智慧，美出了哲理，足以
让游人参透“滴水崖”的厚重底蕴，领略
“相思树”的千般情态。在我的感觉中，
凤凰山的姿影，凤凰山的风韵，凤凰山的
美丽，一旦飘摇在相思树下，便益发淋漓
尽致，悦目赏心，舒张有致，大美宜人。

风和日丽、桃红柳绿的日子，总是诱
惑着人们走出去，忘掉所有的工作与烦
忧，在自然的山水中放纵一把。在这样诱
惑与放纵的四月里，到铜陵东部去郊游，
在风景秀丽的凤凰山下的牡丹园，观赏
牡丹、亲近自然，不仅能使你饱赏春光之
美，牡丹之艳，而且能让你体味到舒展心
灵后的愉悦与幸福，领略美的山，美的
水，美的花，美的心情。“凤凰山下花满
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蜂蝶处处舞，
耳旁又闻布谷啼。”这就是四月的凤凰
山，给我留下最美好、最难忘的印象。

四月的凤凰山
□詹敬鹏

每次回老家，都会迷恋于一路的花
花草草，赞叹它们清新和艳丽，而从没
大注意到老家院子里绿树和旺草们的
秘密。可是这次当我走进自家老院，走
近久日不曾眷顾的那扇柴门的时候，却
突然被一束爬进窗洞的紫藤给震惊了。

这扇柴门是我很小时候都记得的
一道门。它是一扇用碎木板随意定制的
门，简单粗糙，且又异常重要。因为当年
家里的各样农具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及
柴禾都要放在这间有柴门的小屋。当
年，只要天变有雨雪，母亲就会赶紧将
院里的农具和柴禾抱进这个有柴门的
小屋，以备天雨雪时断了烟火，误了农
耕。

五六十年代时，我家的柴屋被父亲
开了一个朝阳的小窗户。窗户开始是用
烟黄的粗纸糊上挡风的，后来到了七八

十年代，就被透明塑料纸给替换了。但
是，时间长了，这塑料纸就变成了烟黄
色不透明了。有一天妈妈到柴屋里抱柴
禾，说看不清楚，因而我就干脆用小拳
头将塑料窗户纸捅出了一个大洞洞。这
样一来，一束阳光就齐刷刷地射进柴
屋。我就为妈妈做了那么一点点好事，
而妈妈后来在邻里串门时就经常跟人
说起这件事，夸我是孝顺的孩子。妈妈
给别人这样说我的时候，面容总是红红
的。我当年不会想到妈妈心里一定是很
温暖的，可是我却知道每当妈妈夸我
时，我的心里就很是温暖。后来，我家的
鸡也瞄准了这个洞，在没处下蛋的时候
也通过这个窗户洞洞到柴屋里去下蛋。
这样一来，妈妈和我就会经常通过窗洞
去瞄鸡下蛋的情境。要是从窗户洞外瞄
到有哪个母鸡在包蛋，我们就会不赶轻

易打开柴门去惊扰它们。所以，这个窗
户洞后来也就变成了我们和妈妈的瞭
望口。

我长大成人到城里工作后，也就把
这个窗户洞洞给遗忘了。尽管每年总有
几次回老家院落里看看，然而也再没有
注意到自己当年用小拳头为妈妈捅开
的那个窗户洞洞。

没料想，这次回老家院落，却突然
发现有一束紫藤爬进了那个洞洞，并像
大漠上的一点绿焰一样点燃了我的眼
睛。

我细心打量后方知。这束紫藤可能
先是从柴门窗户地上慢慢的爬上来的，
也许它们刚爬上来时窗户洞洞里的太
阳光束直接照进了柴屋某个地方，迷惑
了它们追阳的路线，把它们一股脑儿地
引诱到了窗户洞洞的里面去。可是，当

它们明白自己是上当的时候，就又转个
弯儿再把头儿从窗户洞洞里“拱”出来
追逐阳光。紫藤是追逐阳光的高手，他
不仅会攀附，而且还会曲线追逐。

其实，这束拱进窗户洞的紫藤也是
植物追阳的一个自然习性，可是对于我
来说，就不尽然了。因为它的行为点燃
了我的童年，使我再次缅怀攸关那个柴
屋以及柴屋窗户上的那个洞洞里的母
爱亲情。

往事已成过去，无论我怎么在窗户
洞洞跟前想妈妈烧火做饭，和别人夸我
的样子，都只能是一把泪水陪伴无法挽
回的思念了。我多么想再次像童年时期
那样，一下学回家，就跑去透过窗洞洞看
妈妈取东西抱柴禾，捡拾鸡蛋的样子。可
是，一切都成了无尽的怀念……

也许紫藤走进窗洞，也是为了怀
念，也是为曾经的亲情点燃一汪春色
吧！物与人有时候真的能心心相通，就
像这束追阳的紫藤一样，从此我的心
灵窗户上也就爬上了一束永远青绿的
紫藤，它们永远怀着一份对生命的敬
畏和执著，永远在追逐亲情阳光下的
大爱和温暖。

□宋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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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画家郑板桥喜作墨竹图，亦
善诗，多题咏于其画作之上。诸如“咬
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乱岩中；千磨
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四
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
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这些
表达人生与艺术感悟的诗作，都是题
写于其画作上的。

郑板桥不仅喜在画作上题诗，也
爱题句。他在一幅墨竹图上题的一段
佳言，颇能表达他的人生观念，题句
云：“茅屋一间，天井一方，修竹数竿，
小石一块，便尔成局。亦复可以烹茶，
可以留客也。月中有清影，夜中有风
声，只要闲心消受耳。”品读这样的文
字，觉得老先生真是清雅之人，让人不
觉生出无限向往之意，恨不生于同时，
清风明月之下，与先生作竟夕之谈。

想今人生活之繁复，之享受，岂板
桥先生可以想象？衣食住行自不必说，
就是声色犬马等帝王般享受，也进入
百姓家了。这些都需要金钱，而挣钱是
需要付出精力与时间的。为了超出生
活所需的风光，物质的东西多了，内心
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不是太少了？沉迷
于霓虹而不见月光，浸泡于琼池而无
沐清风，是真的享受吗？

没有闲心是品味不出人生的真
滋味的。而闲心何来？心闲来自于心

静，心静来自于心清，心清源于心空。
板桥即如是，茅屋一间，天井一方，而
风月无边。阅读古代高士的诗文，品
味其山水画作，进入他们无垠高妙的
精神世界，有时我想，我们真的比他
们幸福吗？

闲 心
□吕达余

文 学 副 刊

母亲不知为我们儿女操碎了多少
心，昏黄的灯下缝补衣物，天露鱼肚白
就下地干活。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抵
抗力十分差，隔三差五经常生病，甚至
把中草药当饭吃。母亲没有烦恼和焦
躁，总是无微不至细心照料我，不管是
黑夜如漆的深夜，还是风雨交加的天
气，只要我生病，母亲总是义无返顾背
着我去求医乞药，是深厚、博大的母爱
挽住了我羸弱的生命……

记得七岁那年夏天，不知什么缘
故连续发烧了好几天，折腾得我昏昏
沉沉，意识模糊不清了。父亲远在百里
外的单位上班，根本无暇照顾到家里。
是母亲独自背起我赶往乡卫生院。当
时，乡村里正在传播一种传染性极强
的“脑膜炎”，并已有好几个邻村的孩
子得了这个可怕的疾病，早早踏上了
黄泉路，大家谈“病”色变。院方检查
后，在诊断书上草草写了几笔，二话没
说就匆匆离开了诊室。不识字的母亲
只好慌张追上去询问，可医生就像躲
避什么危险似的，离母亲足有一米远
的距离，才从戴着大口罩的嘴里挤出
了三个冰冷的字———“脑膜炎”。这冰
冷的话语无异于给我下发了死亡通知
书。在门诊室里我已经烧得听不到医
生的话，却清晰地看到母亲脸上惊慌
而无助的表情，她无力地靠在走廊的
墙上，眼里挂满了泪花，随后又跌跌撞

撞地跑了过来，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
乡镇医院医疗设备过于简陋，我的生命
仿佛是系于一线的风筝，在风中孤零飘
游。好心的邻居看着命悬一线的我，看
着日渐消瘦的母亲，不住地劝说：“家
里已有三个男孩子，不缺他一个啊！”
母亲不作声，但却自有主张。在母亲的
心里，只要是自己生的，就都是自己身
上掉下来的肉啊！绝不会轻言放弃，也
绝不会放任不管。她几经周折终于打听
到五十里外的一个老中医治好了不少
“怪病”，于是，她毅然背起我踏上了漫
漫的寻医路。山区的小路凹凸不平，而
且还要翻过一道山梁，为了不让我掉下
来，母亲用一根长长的带子把我绑在她
的背上，走一段路就靠在路边的树上歇
一歇，而在翻越山梁时由于坡陡她只能
手撑在地上跪着向上爬，我真切地听见
了母亲沉沉的喘息声，感受到颈后淋漓
的汗水。那一刻，母亲窄窄的肩膀就是
我宽宽的摇篮啊！在母亲精心的照料和
调理下，我终于逃离了鬼门关，顽强活
了下来。

“努力去做，不要给自己任何留下
任何遗憾”。这是母亲做人做事的准
则。母亲在困难面前永不低头坚强意志
深深感染着我，每当我在人生的道路上
遭遇坎坷和磨难时，我总想起母亲那句
朴实无华的话语，激励着我战胜了人生
道路上无数困难，勇往直前！

母爱寸草心
□江初昕

我家住在山区，小时候家庭条件
不好，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无奈，母亲
把我送到姑姑家上中学。姑姑家境也
不好，但她还是全力供养我，直到高中
毕业。我家和姑姑家隔山隔水，母亲是
不常来看我的，我也不指望她来这里。
因为我知道，母亲来一次是多么不容
易，但她总是有办法疼爱我。

我在姑姑家安下心来，学习成绩
一直都很好，班主任常在班里表扬我。
那里的同学很朴实，上进心也都很强，
我们一同上课，下课后一块玩耍，我和
他们也都处得来。有一天下午自由活
动时间，我和班里的同学在操场上打
篮球，玩得正欢时，班主任在一边高声
叫我。我快步跑过去，班主任抚摸着我
的头高兴地说：“家里来信啦”。我心
里一阵喜悦，拿着信就往教室跑。这是
母亲给我来的第一封信，在教室里，我
慢慢将信拆开，里面竟是几块糖，一个
字也没有。我知道，母亲不识字，写不
了信，这几块糖，山区的孩子也是吃不
上的。山里人没钱，没人舍得买闲嘴
吃，母亲从牙缝里把钱省下来给我买
了糖，装在信封里给我寄过来，母亲真
是有办法。我顿时感到疼爱和温暖，觉
得在姑姑家和在家里一样开心和快
乐，学习也更加刻苦了。后来我常常收
到母亲寄来的信，里面不是一把瓜子，
就是一把花生，再就是母亲用省下来
的钱给我买的山楂片。虽然里面一个
字也没有，却让我无比幸福和欢喜。

那年，母亲借钱供我到山外面的
城市上大学，在学校里，我从不舍得多
花一分钱。有一次我想掏钱买一双鞋
垫，试了几次都没舍得买。一个星期天

的下午，我路过学校传达室门口，一个
比我大两岁的同学把我叫过去帮他搬
东西。转身要离开时，我看了一眼桌子
上摆放的几封信，无意中发现，桌子的
左上角，有一封母亲寄给我的信，我急
忙装进衣兜里。宿舍里，我拆开信一看，
是母亲寄来的一双鞋垫，我高兴极了，
心想，这鞋垫寄来的真是时候。母亲把
心思织在了那密密麻麻的走针里，用信
封传递着母爱和牵挂，我心里暖融融
的。穿着母亲亲手做的鞋垫，走起路来
特轻快，又特有劲，学习上也有了方向
和动力。母亲隔三差五用信封给我寄东
西，虽然都是些不起眼的零食和小用
品，但整个大学期间，我心里都充满了
爱意和甜蜜。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个城市安了
家，有了老婆和孩子，生活还说得过去。
除了工作，我还帮助邻居干点零活，有
时他们也帮助我。山区的母亲还像小时
候一样疼爱和牵挂我，用信封寄东西的
习惯仍然没有停下来。母亲今天寄来黄
瓜和西红柿的种子，明天又寄来萝卜和
冬瓜的种子。我懂得母亲的心思，现在
生活条件还不算好，她想让我通过劳动
补贴一下生活。我家的院子不大，我种
上了一些蔬菜的种子，还在不远处的空
地上开垦了一个小菜园。到了夏天，黄
瓜、西红柿、朝天椒、茄子，红红绿绿的
煞是喜人。秋天，一个个大冬瓜又长成
了。我会摘一些送给邻居，他们除夸我
勤劳，还说我山区有个好母亲。

我从小不在母亲身边，家境也不
好，但母亲总是有办法疼爱我。不识字
的母亲给我寄了很多信，里面虽然没有
一个字，但信封里却装满了无限的爱。

装满信封的爱
□董国宾

春光下的植物园犹如一幅风光旖
旎的油彩画，满山遍野枫叶流丹，五彩
缤纷，道路两旁的桂花树“叶密千层绿,
花开万点黄”，跌落式水系源头的假山
下流水潺潺，水草青青，古色古香的亭
榭和九曲桥下碧波荡漾，金鱼欢畅。一
早，我和妻子来到这里晨练，一位清秀
的老太迎面走来，我定神注视脱口而
出：“刘姐，您好！”她愣了一下：“啊！是
你啊！”他想起了当年的我。“刘姐，您
还像当年那样风韵犹存！”她连连摆手。
得知我们的近况后，她兴奋地说：“我们
原来运输部住的长江东村已经拆迁了，
现在我住在孙女家。好久没见了，抽空
一定来玩！”她言诚意切，我连声答应。

时光飞逝,白驹过隙。
据《铜陵港史》记载，早在五十年

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港务局曾归属铜陵
有色公司管辖，直属运输部领导。由于
这层关系，自己便有了与有色朋友共事
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感到亲如家

人，弥足珍贵。自己清楚地记得，在那
“火红的年代”，运输部为了适应当时
的形势，需要组织一支文艺宣传队，于
是便从管辖的港务局、公路管理站、二
十九车队等下属单位抽调人员，我和同
事何竟都被抽调到那里，呆了好几个
月。正是这几个月的时间，让自己原来
在一中读书时学会的二胡和笛子水平
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那时自己不到二
十，懵懵懂懂，全队十几个人，他们都是
机关和下属单位的文艺骨干。我记得，
那时排练节目的地点就是现在运输部
办公楼的大会议室，而这位刘姐当时在
机关工作，三十出头，风姿绰约。由于当
时她既是演出队员，又是编排指导，很
是忙碌。每当我们的动作不够规范时，
她总是手把手地耐心指教，一遍不行再
来一遍，从来不发脾气。看着她娴熟的
编排技巧，过硬的自身功底，自己很是
佩服。后来，我还听说了她的一段佳话，
这位刘姐的丈夫曾经是一名志愿军，当

他还在烽烟滚滚的朝鲜战场与敌人殊
死作战时，刘姐曾经应邀参加过一次祖
国赴朝慰问团，还十分荣幸地登台演
出，难怪她有这般的文艺天赋。

郭姐当时是一名护士，二十来岁，
高挑身材，笑靥如花。虽是靓丽女孩却
不娇气。后来当一台节目彩排结束，正
式深入一线的机务段、工务段和码头、
客运站，尤其是远在外地的铜山矿汇报
演出时，她和大家一样，拿道具，带乐
器，不亦乐乎，每次演出更是一丝不苟。
而面对年少稚嫩的我常以大姐的样子，
关心和帮助。

吴姐当时是一名团委干事，身材苗
条，风风火火。每次接到领导下达的排
练和演出任务，她总是分秒必争立马照
办。有时为了确保节目质量，常常组织
大家晚上加班排练，自己更是马前鞍后
忙个不停。当时正是由于这三位大姐的
身传言教，加上大家的共同努力，使我
们那支文艺宣传队圆满完成了任务，受

到领导表扬，同时大家也结下了真挚的
友谊。

早几年，自己家住市郊，来市区的
机会不是太多，而每次见到她们，她们
都以大姐的姿态，询问我们的工作，询
问我们的家庭，鼓励我们进步。记得多
年以后，那位当年护士的郭姐已经被提
拔为卫生所所长，自己有次遇到一个难
题，心急火燎地找到了她，她二话没说，
放下手中的活找人解决。还亲切地对我
说：“时常在报纸上看到你与何竞的大
作，很为你们高兴”，我连声致谢。

记得有位哲人这样写道，记忆似水
流年地带走尘封岁月的诸多往事，可是
却带不走记忆深处的真挚友情，如烟雾
袅绕，绵绵不绝；时光的洪荒带我们走
过记忆的流年，打开记忆的盖便会倏地
发现，这些才是你旧年时光里最珍贵的
美好；让你有一种在青山绿水之间采撷
到珍珠般地喜悦。

或许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因素，正
是自己在青葱岁月参加的那次文艺宣
传队，让我们有幸结识了这三位有色大
姐，正是这三位美丽大姐的亲切关怀，
鞭策我们在随后的日子里，严格要求努
力前行。

青葱岁月的往事
□杨信友

莲池 方 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