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10月 10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范德玉

广 告 部 ：5861508 13093338989 （ 联 系 人 ：缪 振 清 ）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铜 广 证 第 3407006 号 订 阅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 所 ） 订 价 ：全 年 价 80 . 0 0 元 印 刷 : 铜 陵 日 报 印 刷 厂

本 报 地 址 ： 铜 陵 市 义 安 大 道 北 段 327 号 邮 政 编 码 ：244000 电 话 ： 总 编 室 ：5861226 编 辑 部 ：5860131 （ 传 真 ） 办 公 室 ：5861227

文 学 副 刊

撷取一段香

一缕清香萦于鼻息。
原来是桂花开了。
好多花树开花，香气未至而艳色先

入，枝头嫣嫣地笑，人趋前，则一时花香艳
色入怀。

桂花树花型小、色淡，不经意闻着了，
要寻。

桂花树较一般花树高，香随风走，香
萦处未必有树。到桂花树下，香气反而淡
了些。

米粒似的黄花，又不艳，不好摘下佩
戴。折一段枝拿手里，家去插于瓷瓶中。只
是闻一段香，摄影或画画，都算不上美。

香气庭中若隐若现漂浮，有客来，以为
是一种香水。你指一下瓶，说：“是桂花。”
客人才惊异地走近，叹一声：“真香。”

不久，黄粒色暗，是枯萎了。瓶中一枯
枝，只好弃了。林黛玉荷花锄来，也难为筑
花冢，太细碎了，不能盈握。只好丢弃于门
外，任一缕芳魂自行化去。

然而，出门，走过，仍有暗香来。

中秋赏月记

听秋虫鸣，坐月色下。

当初购此宅，爱其有庭院，可植些花
草。庭院已花草纷披，绿意映窗，花香入室。
又置一桌四凳于庭，俨然有几分雅意。有行
人望见，时有羡慕声。

俗事无有尽时，兼以冬日天寒，夏秋蚊
虫，虽有上好的庭院，不常待于此。平时妻
常在此晒衣物。曾经设想好的，时设小宴于
庭，日沐清风，夜赏明月，竟少有此佳况。

眼下天未寒，而花草尚茂，正赏月佳时。
欲附庸风雅，一时口拙无词。想起苏轼邀

友赏月，写过这样的妙句：“庭下如积水空明，
水中藻、葕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
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极是叹服。

月更明了，唤屋里收拾的妻来赏，竟不
应。

湖边的微澜

微澜溶漾，浮光跃金。
心似浮于水面，说不出的轻快。目不转

瞬地看，目眩，有要倒下的感觉。于是收拢
眼光，向湖上望去。

湖上枯荷曲折倒映于水，在水面画出
几何图案。

一只渔舟来，桨声划破碧水。渔夫开始
拉网，鱼儿银光跳跃。水花一刹溅满天，映
有浅浅的虹色。

水之态是至柔的，你给它什么，它还你
什么。给断崖，还你瀑布；给曲折，还你蜿
蜒；给阻遏，还你惊涛。水若奔涌了，溃堤崩
岸，毁人摧物，一片狼藉难收。风生水起，此
乃物理，怨不得水。

水之性是澄静的，静到只见微澜，浮萍
飘黛色；澄到清澈见底，鱼影布石上。水是
活色生香的，有无穷生机蕴于内，像这秋天
的湖上。只要不惊扰她，一切这般地静好，
如风景画一般。

低首于水，风轻云淡，山如碧螺。

无韵的秋思
□翠湖闲人

自 9 月 16 日开始，中央电视台
第一频道在黄金时段，连续播出根据
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我
国麻风病防治事业的创始人马海德及
其夫人苏菲的传奇革命经历和革命爱
情故事制作的 30集电视连续剧 《历
史永远铭记》，使我情不自禁地回忆
起去年我去北京看望剧中的主人公之
一的马海德夫人———老红军苏菲时令
人难忘的情景。

1990 年，我刚到铜陵县工作期
间，知道了在偏僻封闭的原金榔乡的
山村边有一所很少为人知晓的医
院———柏山医院。后来我了解到，这是
一所收治麻风病患者的医院。当时，医
院条件非常简陋，病员生活极其窘困，
这些在我的心灵里引起很大地震动。
自此，我坚持 20 多年，在我从事的县
和市里的工作岗位上，和有关部门同
志一起，以关心特困群体的应有之心、
做了应做之事、尽了应尽之情，长期坚
持给麻风病人和医院做了一些抚慰心
灵、解决困难的事，使医院的条件和病
员生活状况有了根本性地变化。

2012 年我退休后，中国马海德基
金会授予我“马海德基金奖”；马海德
夫人苏菲从北京给我寄来奖状、贺信
和她写的书《我的丈夫马海德》，使我
激动万分。

《我的丈夫马海德》一书由原中
顾委常委、外交部部长黄华为此书作
序，我用两天时间仔细地拜读了该书，
全面、深入、具体地了解了马海德的献
身中国革命的事迹和马海德、苏菲的
爱情史。马海德是医学博士，是第一个
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后第一个获得
中国国籍的美国人，是第一个参加过
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
国卫生事业的美国人，为中国人民的
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
55 年，他是我们时代的楷模。在新中
国建国六十周年时，马海德被评为
“100 位感动中国人物”。

苏菲大姐是浙江宁波人，青年时代
奔赴延安，投入革命怀抱。在参加鲁艺
工作期间，马海德与苏菲产生了感情，
并在延安结为夫妻，共同生活了48年。

解放后，马海德与苏菲共同创建

奠基了中国麻风病防治事业，以极大
的热情，全身心投入服务麻风病特困
群体和消灭麻风病的工作。

2014 年 12 月，我借参加北京会
议之机，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和几年
来的期盼，专程看望了苏菲老人。12
月 12 日，我和其他三位同志一道来
到位于北海边的苏菲的家。这是一座
四合院住宅，苏老在客厅满面笑容地
迎接我们。客厅里摆满了马海德和苏
菲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宋
庆龄老一辈革命家与合影的照片，以
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家中看望马海德
夫妇时的照片；还有与斯诺、艾黎、白
求恩等国际友人在一起的照片。我们
都是第一次见到苏菲，她虽已是 96
岁高龄的老人，但精神抖擞、身体硬
朗、讲话流畅、思维清晰。我向苏老献
上鲜花，表达了对马海德和苏菲老对
中国革命，特别是麻风病事业所作贡
献的敬意，以及我获奖的深深谢意。苏
老非常谦虚而真诚地说：“不用谢，我
和海德同志，作了应该做的事，为群众
服务、为老百姓做事，是我们的职

责。”她还详细和具体地介绍了马海德
基金会的宗旨、评奖过程和正在为帮扶
麻风病人，实施的促进麻风病防治工作
计划，老人特别提到在云南、海南等地为
麻风病村的子女捐建学校，让他们免遭
歧视，得到与社会所有孩子一样的学习
机会，使我深受激动。

苏老紧握着我的手，对我多年来关
心、帮助麻风病所做的事表示赞赏，并希
望能继续作出奉献。在不知不觉中，我们
交谈了近两个小时，苏老还与我们合影留
念。我送上带来的铜陵生姜、铜镜并祝愿
苏老健康长寿，苏老开心地笑着说：“我和
海德相信科学，如果一个人多做好事，一
定会心情愉快。心情愉快就一定有利于身
体健康”，并微笑着祝愿我们也健康快乐。

为了老人的健康，我们不敢久留。在
我们告别苏老时，苏老紧紧握着我的手
不肯松开，并坚持将我们送到门外。当我
们回望这位饱经风霜、鬓发苍白、笑容满
面的老人，感到她是多么慈祥、坚韧、真
挚，不禁再次从心里涌起对她的崇敬和
祝福。在返回宾馆的车上，我们的心情久
久难以平静。我回想起苏老刚才的话语
和马海德、苏老献身革命、服务人民的传
奇一生和热爱生活，乐观、执着的心态，
我们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了洗礼。我们将
永远铭记他们的历史贡献；像他们那样
永远追求服务群众、润泽社会并贡献出
自己的一生。

我看望老红军苏菲
□唐世定

秋韵 谢成龙 摄

乡村十月，天空湛蓝，山花遍野，
田野金浪。秋阳照耀在铜陵美丽的村
庄上，如歌般灿烂。我站在东西联圩大
坝上，举目远眺，那一望无际的田埂牵
引着垄垄田畴，秋风无论是从来哪个
方向吹来，总能让人感受到有一种田
野的芳香扑面而来。

乡村十月，对于农民兄弟来说，这
是一个有梦的季节，更是一个从守望
到收获的季节，大小型收割机已成为
乡村十月一道永恒的风景。我看到，男
人们站在收割机上，扬起手中的谷穗
以及黝黑脸上洋溢的笑容，再也看不
到女人们俯下身去挥舞镰刀割稻的英
姿，这让十月的乡村，瞬间又多了些现
代生活的灵动。

我束起绚丽多彩的花枝，行走在
十月的乡村，散淡的村庄已不再散淡
了，而忙碌的农民兄弟愈加忙碌了，丰
收的喜庆洋溢在他们的脸上。对于农

民兄弟来说，乡村十月已被赋予了与
春天不同的含义。春天，农民兄弟的忙
碌只是为了付出，而在十月，农民兄弟
的忙碌，则是耕耘付出之后的收获。在
乡村不远的田园里，一阵阵江风拂过，
那一棵棵稻谷，低头不语的成熟身影，
加上泛黄的叶子，仿佛是一个个衣着
光鲜的靓女子，充满着活力又怀着羞
涩，更像一群待嫁的“新娘”，只是在
等待着农民兄弟的一声召唤，便会争
先恐后地踏上一条条金色的大道，用
最饱满、最自信的微笑，去填满农民兄
弟那期盼的眼神。

此时，我想起了上个世纪六十年
代初那个稻穗飘香的乡村十月，只有

十多岁的我辍学在家，正赶上农村推
行“三自一包”的第一年，我和母亲
怀着期盼的心情，一起走进自家承包
的稻田里，一边弯腰探身，对着成熟
的田间来一个深呼吸，一边拿起手中
的镰刀，挥舞成十月最美的姿势。就
这样，一株株稻穗的使命，就在我和
母亲手中银镰的起起落落中瞬间完
成了，还惹得青蛙、蚂蚱和一些小爬
虫，纷纷从它们蛰居的领地里赶快转
移，曾被稻草人戏弄的麻雀，这时候
也大大方方地落到裸露的稻田里，和
我们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在稻桩
之间欢快地觅食着掉落的稻穗。而那
镰刀与稻桩碰撞的“沙沙”声，以及

稻穗与禾桶撞击发出 “咚咚” 的打谷
声，无疑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家最美妙
的乐曲。

是的，乡村十月，支起了一个美丽
幸福的村庄。河塘里倒映着农民兄弟劳
作的身影，那临田而蜿蜒的村村通水泥
路，走过村庄七彩的背景。一群群鸟儿
的叫声掠过树梢，掠过村庄，成熟的稻
穗正低着头，接受着大地的检阅。我背
着相机，站在稻田的田埂上，弯着腰，探
下身，对着成熟的稻穗深吸着稻的芳
香，久久不肯离去。我透过相机的镜头
看到，金灿灿的稻穗，用金色托起天空
下摆出了各种姿态。

乡村十月，喜看稻菽千重浪。此时
此刻的我在想，乡村十月的美丽，不在
于她的华丽，而在于是否有母性的温
馨、端庄与厚重；乡村十月的幸福与梦
想，更是用令人欣喜的金色，托起我们
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

乡村十月
□詹敬鹏

美好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我们有
一双发现美得眼睛。铜陵县老洲，古为
曹韩、白沙两洲，初现于宋朝，成洲于
明代，明朝中后期始有住户。因长江挟
带的泥沙沉积，两洲江水退落，洲头上
便出现漫无边际的沙滩。老洲太阳岛
占地约 4000 亩，由芳草坪、杨柳林、
金砂滩三大自然景观组成，是一处远
近闻名的郊游胜地，春天垂柳依依，莺
啼鹂鸣，和风荡漾，令人心驰神往；夏
天绿荫如茵，鸣蝉其间，天上凉意尽
泻，人间炎暑尽消。洲内的意杨林给人
以苏醒振奋之感。在草坪上、柳林间
踱步，轻轻地呼吸着沁人心脾的清新
甜润的空气，领略着碧草翠柳染绿的
遥远天际云彩变幻，竟忘闹市嚣尘。穿
过芳草坪、意杨林，便是岸堤与江水之
间的一片偌大的沙滩。江水缓缓流淌，
流砂蠕蠕而动，变幻着各种彩纹。江
水、沙滩、蓝天融为一体，近观江面，百

舸争流；遥望远处铜陵长江大桥，蔚然
壮观。游人在洲头戏水逐浪，胸襟尘
涤，心旷神怡，怡情养性，湿地风光，江
天浩渺。

一个秋雨飘飞的日子，我来到老
洲光辉村旁风景秀丽的太阳岛，漫步
在这片水牛、绿草、青青的蔬菜，一股
股绿色充实我的双眼，呼吸岛内清新
自然的空气。路上我遇到该村主任，他
上前激动地握住我的手，“你看，我们
洲上是个纯天然氧吧，我们这里的绿
色生态环境肯定让你们城里人流连忘
返。”村长自豪地说道。当我们走进光
辉村，这里屋舍俨然，土地平旷，家家
别墅小楼，洲上大棚菜蔬成行，清一色

的太阳能路灯，绿化硬化的中心广场，
新颖别致的公共厕所，房前屋后的稻
田花卉，种植着垂柳、紫薇广玉兰、樟
树等在秋天迎风摇曳着，池塘、田园、
行走鸡鸭构成了一幅秋日日乡村图
画。洲内，一座座钢管蔬菜大棚点缀其
间，村民种植蔬菜已有近 50 年历史，
全村有 611 户从事蔬菜种植，种植面
积达 2500 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
82%，是我市较大的蔬菜生产专业示
范村之一，年人均蔬菜收入 1 万多
元，蔬菜大棚有原先毛竹大棚发展成
如今钢管大棚。2009 年，该村蔬菜合
作社申报的 100 公顷蔬菜获得了省
级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黄瓜、丝

瓜、番茄、辣椒、毛豆等 5 个蔬菜品种获
得了国家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并注册了‘老洲蔬
菜’商标。获得市级生态示范村、“一村
一品”示范村、省级蔬菜专业示范村，省
级信息化建设示范村等称号。目前，铜
陵市万花超市在该村承包 200 亩土地
作为蔬菜基地，实行产供销一条龙模
式，从而带动当地蔬菜产业发展，让“一
村一品”蔬菜成为光辉村美好乡村建设
中一道靓丽风景线。

洲内村庄安静、闲适，一个诗意地
栖居之地。美好不仅是物资上富有，而
且还要体现在精神上，心灵富有，秋雨
下光辉，洲头如诗如幻，青青蔬菜，别梦
依依。卞之琳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
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面向太阳吧，不
问春暖花开，只求快乐面对，因为，透过
洲上秋雨秋色，面对眼前美好的景色，
美丽充满你的双眼。

美丽的铜都沙洲
□陈之昌

我母亲扁担大的“一”字也不认识，想
要给我们打电话，往往要求助于我父亲或
者我侄女，但是她却常常给我写信，表示：
我惦记你了；我想你了；你们还不回来吗？

娘家离我工作的学校不远，只有七八
里路。母亲的信很特别，只有我懂。她的信纸
是竹篮或者食品袋，她用的文字是她亲手种的
小青菜、白萝卜、紫茄子、红辣椒……给她充当
信使的，是村里上学的学生或者来菜市场卖菜
的邻居。我接到妈妈的“信”就知道她想我
了，我周末该回家了。

我成家之初收到她带来的菜时，有时
候还嫌弃地想：小菜又不贵，何苦托了人
带来？人情都高过小菜价了。总是麻烦别
人带菜，我都不好意思了。多次劝说她不
要带了，她依然隔三差五，照带不误。有个
周三，学校开运动会，我没有事突然骑车
回家了，看见母亲在走廊上弯着腰，把摊
在地上的一大堆各种蔬菜，尽好地挑选着
往食品袋中装，我知道她又要托人给我带
菜了。我悄悄地走过去，想给她一个惊喜，
却听到她小声的嘀咕着：到今天都不回来

啊，接到菜可晓得回家？我鼻子陡然一酸，原
来我的老妈是用这些菜向我发信息啊。我装
着没心没肺的样子叫了一声妈，她果然欣喜
异常，喋喋不休地说道：本来要叫娃们给你
带菜呢，这下好了，你回来了……我妈是用
带菜的方式给我写信呢。

那一天，娘家村里有个学生在操场上对
我说：奶奶昨天叫我给你带菜，今早我去拿，
她又说不带了。我感觉到了其中的蹊跷，放
学后骑车赶回家，看见母亲腮瘪容枯，原来
她生病了。生病的母亲想孩儿了，就像我们
生病时想妈妈一样，但又怕我替她担心，所
以她的“信”欲写还休了。

那一刻，烈日炎炎，放暑假的我在院外
和人聊了会，回家时听见电话响，接了，我爸
爸已经气急败坏：“你干什么去了？打了那么
多电话你都不接，你妈妈赤着脚跑向你家
了。”我不敢想象，父亲在打了多个电话我没
有接时，母亲是怎样地突然恐慌起来，顾不
得穿上鞋，就脸色煞白地跑起来……问他打
电话干什么，爸说：“你妈叫你回家讨菜。”

我的老妈啊！

母亲的来信
□何荣芳

秋天，是一个多彩的季节，有青、有
蓝、有绿、有紫、更有金灿灿的黄，和火一
般的红，在这样绚丽的季节，处处都是风
景，到处都是美丽。

身在矿山，用不着刻意去寻找美景，只
要稍微留意，你就会感受到秋的美无处不
在，它是那么的曼妙，又是那么的摄人心魄。

不妨起一个早，也用不着特别的早，
寻一处较高的视野开阔的楼房，你就会看
到日出升起的美丽———朝向东方延绵着
龙山余脉的那座大山叫作马鞍山，此时它
刚刚苏醒一片朦朦黛色，不用着急，用不
了多会，散发着柔柔光圈的太阳就会从马
鞍上的凹处升起，她很像是某一个矿工家
的女儿，带着几分娇羞还带着几分倔强，在
你尚在思想着如何去欣赏她的时候，她已
经越过山腰又跳到了山顶，将一缕暖融融
的光亮舒舒缓缓地洒在了山脊上和山脚下
的农田里，于是，山和农田都变成了疏疏朗
朗的青绿，山冈上还升起了袅袅的炊烟，一
阵风儿吹来时，便能嗅到淡淡的稻草燃烧
后的焦香味。不久，你便看到了穿着蓝色工
作服的矿工神采奕奕地背着工具包走在了
那条清新如水洗一般的香樟大道上。

道路两旁的香樟树和矿工公园里成片
的香樟林是矿山的一道风景。一阵浅浅的
秋风略过，那些红艳艳的香樟叶便欢快地
从树上打着旋飘舞下来，有时候它们会调
皮地轻落在行走的矿工头上、肩上或脸上，
这么美丽的树叶有谁会拒绝它呢，有那青
年矿工便将它小心翼翼的揣进兜里———这
不正是一份既环保又原生态的独特的表白
爱情的最好礼物么？！中年矿工虽然迈着大
步，但是，他们却增加了一份小心，尽可能
地不去用自己脚下的劳保鞋去踩踏落满路
径的红叶，在他们看来，那红叶有着鲜活的
生命，更是它们一生的辉煌呀。

不知是何处飘来了桂花的芳香，嗬！

真香呀！一直飘到了副井口，刚刚从井下升
罐回到地表的矿工嗅到了，一脸的疲惫顿
时消散了；正待下井接班的矿工闻到了，张
开了双臂，要让自己浸染在桂花香中，并把
桂香带到井下。

有两个背着电工包的女工走过来了，
秋风将她们拢在安全帽里的秀发吹散，显
得英姿飒爽。她们一路说笑着往前面那个
浮选厂房走去，那里正有一台电机等待她
们维修。虽然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遮去
女性特有的柔媚，反而倒更衬托出别样的
风韵。当她们完成了维修任务，电机重新发
出了“隆隆”的有节奏的声响，在她们的脸
上已然绽出了花一般的笑容。走在返回的
路上，道路边的野菊花在正午的阳光下冲
着她们轻盈的舞蹈致意。两个人不约而同
地走到野菊花前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摘
采下一束带回班组，插在玻璃杯里，让野菊
花伴随着自己愉悦工作。

一座矿山最具标志性意义的莫过于井
架吧，主井架和副井架就像一对孪生的兄
弟，彼此相望，遥相呼应。在不同的季节，两
座井架给人的感觉也不相同。春天里，井架
就像两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大男孩。夏日里，
井架更像是两只燃烧的火炬。冬天里，井架
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的桀骜不逊和孤高自
远。而此时，正是秋天，又是夕阳西下的时
刻，两座井架便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它们
含情脉脉，又清新脱俗。火红的流云在它们
身后灿然飞渡；四周的青山在向它们致意
问候；远处尾矿库那池碧水，此刻也在默默
深情地注视着它们；在它们的脚下，成群穿
着天蓝色工作服的矿工们都在为它们加油
喝彩；甚至地层深处的矿石也按捺不住激
动，在此起彼伏地呼唤和祝愿着它们……
此时的秋意已被渲染得浓烈醉人，就像是
醇香的美酒，无论你是浅尝还是豪饮，都会
美妙甘洌。

秋染矿山
□杨勤华

在黄山西北麓的晚秋山野奔跑，
到处是一片焦黄了的灌丛叶子，它没
有红叶鲜艳，也没有金叶醒目，可是燃
烧起来火一般的感觉铺天盖地，让观
望的目光惊讶无比。同行友人莫名惊
诧地说，这些树叶不像枫叶，也不像银
杏，到底是什么树叶呀？我笑着回答，
它叫山胡椒，叶子在晚秋时变成了暗
黄色，挂在枝头很难凋零，牢牢地嵌在
了秋雨缠绵和秋风萧瑟的山梁树枝
上。

山胡椒的黄叶并不娇艳迷人，可
是朴素寻常的风貌在于久久不肯离开
枝头的独特品性，这是与众不同的晚
秋丽叶，质朴中显露粗犷坦荡，淡泊里
有一种山野情趣的悠然风光。透过山
胡椒，可以看见更远处山梁上的那片
山毛榉林，有黄叶，也红叶，让山野呈
现出五彩缤纷的迷津世界，渲染起风
光无限的醉人色彩。

有一年在红螺寺赏红叶，那是黄
栌树的晚秋景致，美是它天然的风光
禀赋，丽是它升腾的扑朔迷离，而美丽
则是它相得益彰的气象万千。我深感
激动，无以言喻的感觉像大海涛声起
伏荡漾，扣人心弦的是红色光焰的风
起云涌。我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号，从北
京香山到红螺寺，所见所闻的就是这
黄栌树的晚秋红叶了，它是让全世界
都叹为观止的名胜风光，也是晚秋丽
叶最惊艳夺目的迷人风采。

红枫世人皆知，可是许多人并不
知道，真正的枫树也叫枫香，它晚秋时

的叶子并不十分红艳，却有点儿像山胡
椒的暗黄色浅，有一种山野寻常的风光
色调，无言中极其单调，暗淡中没有喧
哗。相反，晚秋时的五角枫，或者七角枫，
它们属于槭树科，并不是枫香科的枫树
品种———它们才是晚秋红叶浸透自然的
无限风光，红如霞的是如醉如痴，红于花
的是山色空濛，红若火的激情澎湃。

胡杨也有晚秋的丽叶，它不是红色
芳华，却是金色灿烂中的耀眼光华，绚
烂风韵中尽显诗意沉醉，犹如金色年华
的风起云涌，恰似云蒸霞蔚的雨后彩
虹，仿佛蛮荒空谷的千里浮金，那色彩
充满浪漫，那色彩弥散风华，那色彩是
目光眺望中的戈壁风景，也是晚秋燃烧
的风光无限，更是生命超越的梦幻成
真。我曾经在高大胡杨林的泉水风韵中
流连忘返，一束透过林间的曙光让人眩
晕，迷人异常，生动情趣，犹如生命回归
了似水流年的人间仙境。

老家有座村庄的村口矗立着一棵古
银杏树，几枝连体，如同夫妻相依而拥，
也似儿孙绕膝显得那么情趣盎然。每年
晚秋，那银杏树的叶子便满树金钱铺天
盖地，迷人风光让我飘荡的魂魄情系天
地之间，也让我沉醉的目不暇接。当我站
在远处的山梁上极目眺望，那银杏树犹
如一只欲飞腾空的金色大鸟，又若一团
金色火炬在村口燃烧。当我走到古银杏
树的近旁抬头仰望，那金黄的透亮色从
树的缝隙间洒落下来，有一缕柔情万丈
的生命渴望，让我的心境豁然开朗，也让
我如梦般的幻觉涛声激荡。

晚秋丽叶多风光
□鲍安顺

老李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