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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从文峰塔下来，已是中午 12 点
了。好在旅行社把就餐地点就安排在
姥山岛上，饥肠辘辘的步履不一会儿
就歇息在“渔家乐”宽敞的大厅里。

“渔家乐”面朝巢湖，视野开阔。
刚刚产生的疲惫，被徐徐而来湖风吹
得一干二净。菜肴还在锅里滋啦啦地
作响，闲逛也是等，我出了饭店走向湖
边。

一个老妇人坐在小板凳上补渔
网，白色的渔网在她的身边簇拥着，远
远望去宛如一朵硕大的莲花。我正打
量这些雪白的花瓣，“来玩的吧？” 老
人竟然与我主动打起了招呼：“这会
儿上岛，你算是赶上了。前几天国庆节
的时候，岛上人多得都没有站脚的地
方。”老人很慈祥，说话的声音也很响
亮，半白的银发、脸上渔网似的皱纹，
让人猜不着她的实际年龄。交谈后才
知道，老人今年六十多岁。也许是常年
出没风波里的缘故，老人特别的显老。
我这时才看清老人补的不是渔网，而
是一条条长长的虾笼。老人的动作十
分娴熟，小小的梭子捏在手中，上下翻
飞，不小会一个虾笼就补好了。

老人姓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从
巢湖对岸的枞阳嫁过到岛上的，在这
里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老人有两个
孩子，现在都在岛外工作，岛上只剩下

他和老伴。
“现在巢湖里鱼虾还多吗？”我像在

明知故问。
“一年比一年少了。”老人的语气里

透着些无奈：“可再少，保我们老两口过
活也够了。”老人话锋一转：“我刚嫁过
来的时候，这里的鱼好像打不完。那时打
鱼算工分，哪像现在，打多少都是自己
的。”看得出老人很是知足。“现在是休
渔期，过两天就开捕了。我得把虾笼准备
好。”

“巢湖每年都有很长时间的休渔
期，对你们的收入有影响吗？”

“这不打紧。我家里还有四亩多茶
山，休渔的时候就上山摘点茶叶。茶叶也
好卖着呢。”

“这既下湖又上山的，你们还干得
动吗？”

“鱼是打不动了。可不干，闲着难
受。我们就弄点虾笼下下，这活不累。头
天把虾笼下下去，隔上一两天去起，一次
最少也有三十四斤的鱼虾呢。”

“你们老两口在岛上住着，不想孙
子吗?”

“怎么不想啊。现在上下岛坐船不
用花钱，想了，就去看看。就是不能在
城里住。在这里呆惯了，闻不到湖的味
道，还睡不着觉呢。”老人的话兴很浓：
“我们这个岛可是一块风水宝地，空气

特别好，井水特别甜，村里有许多长寿
老人，都舍不得离开。来这里玩的人越
来越多……”

正和老人聊得起劲，同行的人喊我
吃饭，只好与老人告别。

正在大快朵颐的同事几乎把我忘记
了。进了大厅，众生的吃相可以用狼吞虎
咽来形容。他们一边地吃着，一边与其他
地方的旅游餐做着比较：这个说北京大
锅烀菜肴的难以下咽，那个说香港的咸
菜当家简直能呴死人，仿佛都在给自己
的吃相找点支撑的依据。搛了口银鱼炒
鸡蛋，我的味蕾立马如放鞭炮似的炸裂
开来，不是我紧呡了双唇，口水都能溅出
去三米。那个香啊！我的筷头如机关枪般
在炒白米虾、清蒸白鱼还有扁豆、韭菜、
藕片上一通扫射，连同三碗米饭一同将
我的肠胃塞得满满当当，期间竟然有了
想喝酒的冲动。旅游餐吃得这么饱这样
好，平生我是第一次。

吃的好，自然要向老板娘讨教。“食
材好，食才好啊。我这里的鱼虾都是在附
近的渔民那里收购的，蔬菜是自家种的，
新鲜、环保，想买都买不到呢。”忙中偷
闲的老板娘回答得很到位。听服务员说，
这家饭店开了三十多年了。先是后面几
间闲置的房子，生意做大了，就把前面的
院子也改造成餐厅。老板娘在湖对岸的
中庙还开了一家饭店，生意都不错，每年

有十多万的收入。前来吃饭的客人络绎
不绝，老板娘的手机响个不停，顾不上与
我们攀谈。我们只好在老板娘“吃得好，
下次再来”的邀约中步出“渔家乐”。

返回渡轮码头的路上，我回头向湖
边看了一眼，老人也许回家吃饭去了，只
有莲花般的虾笼旁若无人地盛开着，宛
如浮在湖水之上。身后笔架山上，文峰
塔黑黢黢的尖顶，在林间躲躲闪闪，像
是羞于见人。村口立着一块牌子，上面
写着：“渔村寻梦”。我暗自激赏：这个
名字起得好！如果说姥山是巢湖的梦，
那么这个渔村就是姥山的梦。然而，这
个梦却是如此姗姗来迟！就拿姥山岛上
的文峰塔来说吧，无论是明末庐州知府
严尔珪，还是清末重臣李鸿章，文峰塔
不都是寄予他们了“姥山宝塔尖一尖，
庐州府里出状元”的梦想吗？可三四百
年来，这一梦想并没有给这里带来繁荣
与昌盛。他们留在文峰塔上诸如“擎天
一柱”、“举头日近”、“灵钟太乙”之类
的墨迹，今天看来，恍若呓语。倒是这最
近三四十年，这里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在看什么？要开船了。”同事催促
着并用不解的眼神看着我。我笑了笑，没
有回答。我想说我看到了文峰塔上那些
风流韵士希望看到却无法看到的梦，他
们信吗？

寻 梦 渔 村
□沈成武

清晨，天空还隐约可见几颗星星
在眨眼，路灯还睁着昏黄的眼睛。裹
着一身秋意，我们便开始了巢湖一日
之游。

车上，导游向我们客套几句后便
进入正题，简单介绍行程安排。原本
想详细讲解几个景点，见我们一个个
东倒西歪的，便省去了。不经意间，3
个小时过去了，地导上车和我们打招
呼，我们才知道巢湖市到了。

在地导介绍巢湖的风土掌故人
文历史的时候，车子停了下来，李克
农将军故居到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李克农将军纪念馆大门两边墙面上
的题词，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手迹。纪
念馆中央岿然屹立着李克农将军的
半身铜像，铜像基座是黑色大理石砌
成的，上面刻着将军的生平简介。纪
念馆的左侧是将军生平事迹陈列室，
右侧是故居。讲解员引着我们步入陈
列室，详细向我们讲解将军的生平事
迹。李克农将军的事迹或多或少知道
一点，如此细致全面地介绍，还是让
我们颇受震撼。将军生活的地方，是
这样普通平常，青砖黑瓦木窗，正堂
摆放着一张方桌，两把木椅，两间厢
房各放木床等物件，侧房仅有一座灶
台，可见将军过去家境很是清贫。但
是，将军却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辉煌的
传奇。

上车后，大家对刚才的参观感慨
万分：有的为共和国这唯一的一位未
染硝烟的将军赞赏不已；有的为“龙
潭三杰”的故事津津乐道……而我却
为将军在重病期间，仍念念不忘为过
去一起出生入死从事在秘密战线上
的同志进行身份核实、为他们仍活着
的政审证明、为牺牲的同志还一个清
白之身———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所
倾倒。

大家话兴正浓，车子已到巢湖岸

边。放眼望去，碧波万顷的巢湖，令我心
生喟叹。对我没见过海的人来说，仿佛
看见了大海。乘上机械船，不一会我们
就登上了姥山岛。迎面扑来的是一阵阵
丹桂飘香，让我沉醉在姥山岛的传说之
中：古时候，巢洲一带干旱严重，颗粒无
收，天上的小白龙不忍巢洲百姓受难，
偷偷降雨。不料被玉皇大帝知晓，恼怒
处罚小白龙私自降雨，要将小白龙打入
巢洲地下，并地陷巢洲。小白龙赶紧托
梦给巢洲一对母女，这对母女侠义心
肠，不顾个人安危，一边告诉地陷实情，
一边帮助别人搬迁。最终这对母女被陷
入地下，就在巢湖中变成了姥山岛和姑
山岛。

姥山岛不大，山也不高，但到处都
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和竹海，可谓是天然
养吧。山顶仅一座七层文峰塔，登上塔
顶层，巢湖全貌尽收眼底。面对着湖天
一色、百舸争流的美景，我不得不敬佩
造物主的神奇与不可思议。

中午的旅游餐就在姥山岛上，我们
饱餐了巢湖特产银鱼和白米虾子后，又
马不停蹄地赶到冯玉祥将军故居参观。
我们怀着对这位“布衣将军”的敬仰
之情，从冯玉祥将军全身花岗岩塑像
旁，缓缓走进将军生平事迹展厅。听讲
解员娓娓道来。接着我们分别参观了
将军书法艺术展厅、书房、卧室等处。
斯人已去，风范犹存。“布衣将军”的
节操给了我一次心灵上的洗礼。我们
当珍惜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应
积极投身到今后的工作中，为矿山发
展尽一份力。

由于一天的行程很紧，我们走马观
花浏览了一下紫微洞便往回赶了。唯一
遗憾的是，由于道路限高，旅游车无法
通行，张自忠将军故居未能瞻仰。

薄暮冥冥，我们回到了家乡。久久
那边平静的情愫仍在心底萦绕，巢湖一
日，不虚此行！

巢湖一日
□陶信宁

遍地的岩石依次退却 逐日散开
有的席地而坐 有的依然耸立

需多少年的石破天惊才有这般的空旷
与高远
又需多少年的泥沙俱下才能愈合内心
的伤痛

曾经的憧憬 喧嚣与疲惫
曾经的寂静 暗淡和失落

仿佛置身天外来客的天坑
仿佛置身宇宙神秘莫测的黑洞

我想触摸你的体温 冰凉还是温热
是否一切烟消雾散 尘埃落定

惟有滚烫的砂浆注入你的心田
所有的寂寞所有的空虚都一一抚平

矿灯

为了能够和你在一起
我愿意献岀心底那一片光
我们彻夜不眠
采空黑夜

井塔

一把巨大的钥匙
笔直地插入山腰
开启一扇天窗
打开大地封闭已久的秘密

采摘石头里的花蕊
留下开拓者的光荣与梦想

巷道

奋力
将你拉长拉弯
拉成一张弓
箭头射入
躲藏在岩石里的猎物

矿石

做人 要像你一样
做一个有品位的人

铜精砂

剔除多余的部分
保持内心那份纯粹和圆润

采矿场（外五首）
□张红卫

湖，巢湖；巢湖上有岛，名姥山；姥
山上有塔，名文峰。

如果不是 2011 年撤销地级巢湖
市，将原属巢湖市的无为县划到芜湖
市，我就是正宗的巢湖人。

作为曾经的巢湖人，我很骄傲，因
为教科书上说，巢湖是我国第五大淡
水湖；同时也很惭愧，因为在这之前我
也只是仅仅知道巢湖是我国第五大淡
水湖而已。我不知巢湖湖光山色交相
辉映，不知巢湖湖面烟波浩渺帆樯如
画，不知巢湖物产丰饶，银鱼、螃蟹、白
米虾紧抓吃货的心，不知巢湖人杰地
灵、英才辈出，不知……

而现在一个巢湖女孩的一番话，
让我这个曾经的巢湖人心头有了另一
样的滋味。巢湖女孩说，现在的教科书
不说五大淡水湖了，说四大淡水湖。排
名前四的四个湖，不带排名第五的巢
湖玩了。这是为什么？巢湖发展很好的
蓝藻在说，谁让编教科书的人长了一
双势利眼，谁让巢湖区域的经济发展
没有人家的好？

该好的不好，不该好的反而好，
这不是巢湖的错，这是巢湖人的
错。

作为湖泊的巢湖，是怎么形成的。
巢湖惊涛骇浪般的咆哮或微风拂面般
的喃喃细语，日日夜夜在诉说她诞生
和成长的故事，可惜没有谁真正听得
懂湖言，巢湖之言。那就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吧。

地质学家说，巢湖是由于地层局
部陷落潴水而形成的，为一典型的构
造断陷湖。

普通老百姓说，巢湖又称焦湖。古
巢湖本为州城，有一年大旱，小白龙私
自降雨除旱，触犯天条，被打下凡尘，
遇焦姥相救。为报焦姥救命之恩，小白
龙告知天帝将陷巢州的天机，焦姥及
时告与巢州百姓，众人因此而得救，而
焦姥母女为救众人耽误了逃生的机
会，被滔滔洪水吞没。人们敬仰焦姥舍
己救人的高尚品德，遂将所陷之湖命
名为“焦湖”,将湖中一山称之为“姥
山”。唐代诗人罗隐感叹：借问邑人沉
水事，已经秦汉几千年。

“湖”言之后，接着“峰”语：
“姥山尖一尖，庐州出状元”。
明崇祯四年，庐州知府严尔珪为

印证此民谣，在姥山之巅建塔，名文
峰，即文风也，寄望此塔润泽本地文
脉，庇佑多出进士、举人，甚至状元。

中国各地的文峰塔，几乎就是当
地崇文兴学的文化象征。

姥山文峰塔，铁铃响丁当，仿佛在
说，我亦如此。

这样的“峰”语，别人有没有听见，
我不知道，但我想，晚清重臣、“再造玄
黄”的李鸿章一定听到了。

姥山文峰塔在明崇祯年间，刚建好
四层，就因农民起义而停工，这一停就是
247年。清光绪四年，李鸿章倡捐，委托
江苏候补道吴毓芬续建三层完工。姥山
文峰塔共 7 层，高 51 米，条石青砖结
构，八角形，层出飞檐，每檐悬铁铃。

历史证明，“姥山宝塔尖复尖，庐州
府里出状元”之谚未应验，昔日庐州虽
多举人、秀才，但就是没有出过状元。

历史证明，状元不一定是人才，人才
不一定是状元。

历史证明，巢湖钟灵毓秀、人杰地
灵。

不说众所周知的冯玉祥、张治中、李
克农三将军，不说有“民族之英，黄埔之
雄”之誉的抗日英雄戴安澜，不说诺贝
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不说实现奥
运金牌零的突破者许海峰，不说……就
说在文峰塔上面三层题匾，当然也是巢
湖水哺育的三位人物，不说他们书法艺
术，就说他们的历史地位，如果你不知
道，说明你的中国历史成绩跟我一样不
好。

“文光射斗”、“擎天一柱”，李鸿章
题。“屡败屡战”戎马一生的李中堂，容
易被后人误解为草莽英雄，事实上，李鸿
章出身翰林，满腹经纶，拜文华殿大学
士。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
务运动的领袖。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李
鸿章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
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中流一柱”，刘铭传题。这位台湾
第一任巡抚，有台湾洋务运动之父和台
湾近代化之父之誉。1884 年，刘铭传以
弱胜强、以少胜多，于淡水等地率军击败
进犯的法国舰队。

“中立不倚”，吴长庆题。大名鼎鼎
的淮军“庆字营”首领，好读书，爱人才，
时称儒将。与袁世凯的父亲袁宝庆是结
拜兄弟，袁世凯的发迹，正与早期投靠他
有关。吴长庆曾于 1882 年率军进入朝
鲜，成功平定史称“壬午兵变”的朝鲜禁
卫军叛乱。吴长庆驻朝 2 年，组织朝鲜
人民，修桥筑路，救灾恤丧。回国时，朝鲜
人民作歌相送。

游姥山，可读半部晚清民国史。而姥
山，是巢湖这个大银盘里的一粒珍珠。

巢湖，一言难尽。
但是我在 2015 年的金秋，一亲她

芳泽后仍然激动的“湖言峰语”。

“湖”言“峰”语
□钟小华

十月金秋，单位组织去巢湖旅
游。上了旅游大巴，导游开始介绍此
次旅游的行程安排。当听说第一站就
是参观李克农故居的时候，我的思绪
同车轮一道飞转起来……

我的故乡就在巢湖之滨，村子东
头有家理发店。剃头的老师傅为人随
和，还喜欢讲故事，我和小伙伴都爱
听。什么巢湖三上将啦，“龙潭三杰”
啦，我记忆最深的还是那段《一颗手
榴弹》的故事。它讲的是在那全民抗
战时期，在咱们巢湖上李村，成立了
一支抗日游击队，游击队队员全是上
李村的村民。那时武器装备奇缺，每
个村才只配发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由
各户轮流保管。在乡亲们的心目中，
这颗手榴弹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金贵。
有一天，小鬼子突然摸进了村庄，搜
捕游击队。关键时刻，一位机智勇敢
的少年护卫了那颗手榴弹。我和我的
小伙伴们光听故事不过瘾，还模仿
“保卫手榴弹”的故事情节，玩起了
游戏。

在村口的打谷场上，一队“鬼子
兵”趁着月色，悄悄进村了。村庄上的
男劳力一早出发配合八路军展开行
动了，只剩下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
见“鬼子”端着枪（玉米秆）挨家挨
户搜寻，当时保管“手榴弹”（玉米棒
子）的女民兵一下子慌了。别在腰上，
鼓鼓囊囊的，一眼就能发现；藏吧，又
没有保险的地方。一位老人站了出来
说道：“咱手里有‘家伙’，大不了跟
‘鬼子’拼了。”老人的话音刚落，一
群人跟着嚷道：“对，跟‘小鬼子’拼
了！炸死一个够本，炸死几个就赚
了。”这时，一个外号叫“南瓜”的少
年说：“咱们不能硬拼。咱这一颗‘手
榴弹’，哪里能够斗得过那么多‘小
鬼子’？这‘手榴弹’一响，不就把游
击队暴露啦？‘小鬼子’问咱们要游
击队怎么办？这样，会死更多的人。”
一番话说得大家都没了主意。少年提
议道：“咱们不如把这颗‘手榴弹’藏
起来吧。”“藏在哪里呢？”“‘小鬼
子’精着呢，要是给‘小鬼子’找到
了，咱还得遭殃。”大家七嘴八舌地议
论开来。少年想了想说：“我有办法
啦。” 只见他找来一根细绳，将“手
榴弹”捆好，沉在村边的水塘里。“鬼
子兵”在村里翻箱倒柜地折腾，还问
在水塘边玩耍的小伙伴有没有看见
民兵游击队？有没有看见民兵游击队
留下的武器？小伙伴一个劲地摇头。
一无所获的“小鬼子”只能两手空空
地离去……

那位剃头老师傅故意卖关子，他
从来不提故事的主人翁是谁。后来，
我们才知道，那个机智勇敢的少年就
是李克农！将军从小就与众不同，胸
怀鸿鹄之志。以至于后来不惜不抛家
舍业，背井离乡，投身革命、保家卫
国，在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建立
了不朽功勋，不正印证了一句古话：
“自古英雄出少年”吗？！

“李克农将军纪念馆到啦！”不
知道是谁喊了一句，把我从回忆中唤
醒。我“腾”地一下跃起身来，急不可
待地下了车，去寻找给予将军无私无
畏、凛然正气的信念支撑……

旅途之上
□汪为琳

巷道

有一个迟到的发现
巷道如弯臂
揽住一片剽窃的夜
定向风缱绻夜的涟漪
一盏盏灯远远近近
闪烁星星诡谲的意念
月亮地别在男人的腰际
光洁而丰圆
黎明和黄昏却成了
永恒的遗憾

井塔

诗人说你是山的一个手指
按着天庭的音乐门铃
爆破的轰鸣是铃中蹦出的音符
陶醉了这一方山水
假若有另一枚手指
不愿僵死地抵着铃键
做了一切与奇迹无关的事
井塔仅是历史依稀中的一颗泪

从山顶浸透山底

坑口

这是一扇切割
白昼或黑夜的门
向前跨一步
涉入一汪立体的夜
一所错落有致的无梁殿
张扬的雄性被钻机狂热地写意
向后退一步
溶入花花世界
太阳真实地拥你入怀
———坑口总敞开的
进退任你

采场

这是一方不能落幕的舞台
灯光从你的额定向射出
如追光凸现浪漫
背景浑厚且深远
岩缝透出你的喘息
硝烟柔舞黄色的丝带

铜草花蓝色精灵
把你舞姿粘贴在最阳光的网页

采空区

师傅记忆中的光斑
锈蚀了老屋墙上那张奖状
浑浊的老眼时常流出当年的豪迈
随着你退休的烟斗
叼走了那座采场所有光明
而你对它回忆的色块
依然永远新艳
其实你早就知道
它早被采空早被充填
不服老的心态已无奈

矿工

陌生的目光一次就够了
脸与脸错位关系不大
任你舞步超脱名牌包裹
总能透过你英俊表层
触到隆起的肌肉和酒
以及酒瓶里迸发的
那一串粗犷的笑
别人的目光其实很平静
没挑剔地越过你
走向下一位

矿山写意（组诗）
□杨新柱

汤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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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山秀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