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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大巴行驶在厦门的海边，穿
梭在厦门的主干道上，一片片倒伏在
地的灌木、一株株被连根拔起的大树、
东倒西歪的电线杆、被扯烂的广告牌等
等在车旁缓缓而过。眼前一切都在告诉
我，这里刚刚经受了一场强台风的肆
虐。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去年厦门9月
份的这一场强台风，在短短的 3个小时
内造成全市经济损失达102亿元。

然而在这惨景下却有一种树郁郁
葱葱，一片茂盛，它们或立海边、或立
市区、或立墙旁，或在庭院，强有力的
树根深深的扎在泥土中，“任凭风吹
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在强大的风力
摧残下屹然矗立，不禁让我肃然起敬。

导游骄傲的告诉我，这是榕树！是
我们福建省省树，我们称之为英雄树！
它与其他树不同之处就是，一棵树可
以成为一片树林。

啊，榕树，多么神奇的树。
在导游的指引下，我开始注意起

榕树。据资料显示，榕树是热带植物系
中最大的木本植物之一，高达 15 至
25米，胸径可达 50厘米以上。榕树多
生长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潮湿，雨水充
足的热带雨林地区。在我国主要生长

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江西赣州，湖
南永州及郴州部分县镇、台湾、浙江南
部、云南、贵州。有一本书上说是榕不过
吉，吉安以北，就不见了，这是地理上的
限制。

榕树在中国南方是极普通的树，是一
种大树，然而它却又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它看去就是一座绿色的大山，叶茂如
盖，四季常青。它的枝干越剪越能长，没被
剪的枝桠就直直地往上长，而被剪掉的枝
桠，会在另一个枝桠中长再出一枝，一片
浓绿。它枝干壮实，不畏强暴，傲然挺立。

它有一种铺天席地的气象！田间、路
旁大小榕树都成了一座座天然的凉亭，是
农民和过路人休息 、乘凉和躲避风雨的
好场所。傍着树，还可以支架棚房，树下几
张竹椅，几张小茶几，几个茶碗和茶壶，为
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提供歇息的场所。

它还能供人们食用和入药。有多种
榕树富含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帮
助人体消化的纤维素和苦味素。傣族人
民普遍认为：常吃榕树的嫩叶可使人健
康长寿，也可为少女保持体态轻盈。榕树
也是重要的民族药用植物。其中有 9种
植物被常用于治疗多种疾病，药用的部
位包括根、树皮、叶和树浆等。

榕树的很多种类具有老茎生花、空
中花园等现象，景观奇特雄伟。然而，它
的最美却在根上！盘根错节，起伏不定，
根与树没有根本的区别。它那许许多多
悬垂的气根悬空飘曳，从潮湿的空气
中吸收水分，供榕树生根发芽，茁壮成
长。粗者落地生根，形似支柱，加强了
榕树从土壤中吸取养分的作用。而每
一枝支柱粗根入土后又形成了一根根
树干，它们紧紧的靠拢在一起，坚强的
支撑着庞大的树冠，这就是 “独木成
林”的奥秘。

它不仅在水边或平地上霸踞一方，也
能在悬崖峭壁或石灰岩上挺立招展，在酸
雾弥漫的环境中仍然正常生长。而还有些
种类的榕树被当地人们视为神树、龙树和
佛树，形成了独特的榕树文化。在厦门的
大嶝岛我们就看见，一棵有着800多年历
史的榕树被当地人奉为“神树”，每天都
有人给它披红、跪拜。在福建永定土楼群，
也看到了一棵有600多年的榕树，在它的
树干上挂满了红布条，周边摆放着腊台和
香炉，袅袅香烟缥缈直上。

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赞美过它，歌颂
过它，而我却不以为然。我在想，杨柳婀
娜多姿，桃李绚丽多彩，但它们只是给人

们一种外在柔弱美的印象。榕树却不同，
它虽没有婆娑的姿态、屈曲盘旋的虬枝，
不如杨柳和桃李那么好看，算不上树中
的“美女子”，但它却朴实、正直、严肃，
给人以启发，给人以深思，给人以勇气。
也没有松树那样伟岸挺拔，然而松树那
自强、拼搏、进取、团结和奉献的精神，可
以说它都具备了，而且也不缺乏温和，更
不用提它的坚强和不屈。这不正象征着
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用身躯和灵魂
书写新中国历史的精神和意志；它那深
深扎进泥土中的根系，不正象征着中国
共产党人紧紧依靠广大民众坚忍不拔和
百折不挠一路前行的灵魂；它那干枝和
根系紧密相连抱团成行，“千磨万击还
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不更象征着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拓进取、奋发向上
的全国各族人民！

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像那榕树
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用吃苦耐劳、实
干苦干的伟大精神，抵御一切外来干预，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发。

因此，榕树在我的眼里是不平凡的
树！

我赞美榕树！

美哉，榕树
□陆光华

牵牛花挑开的日子里，篱笆围成了
乡下的院落。一家一户的篱笆墙上，牵牛
花一步一步爬上去，红、白、紫相杂的小
花朵，给篱笆墙披上了一件花格子衣裳，
乡下人简朴的时光中，也便有了意趣和
诗意。

篱笆又叫栅栏、护栏，由棍子、竹
子、芦苇或灌木构成，是用来保护院子
和菜畦的一种设施。我家的院落与菜
畦，那个时候用玉米秸或竹子围起来。
南宋杨万里有诗曰：“篱落疏疏一径
深, 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
蝶, 飞入菜花无处寻。”从小绕篱而
居，这首篱笆名篇小时候我在课本里读
过，诗里逐碟踏花之趣同样也是我的童
年，只是儿时一味寻欢，悟不得这般深
意，现在想来，简朴的童年不知不觉便
掉进美里了。

滑过一片片樱花的海，回头走进岁
月里，篱笆墙的影子像一朵时光的云，又
从我的记忆里走出来。那年秋天，庄稼成
熟了，一株株玉米在秋色中收获了，一车
车玉米秸拉至家中，父亲就用玉米秸围
了一个篱笆墙。父亲将一捆捆玉米秸并
排立起来，每隔一段栽一根木棍，中间再
用横木棍固定住，一个严严实实的篱笆
墙就建成了。父亲的活计很精细，围起的
篱笆墙可漂亮啦，玉米秸手牵手站在那
里，我家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院落。日
子一步步往前走，白鸡在篱笆墙边啄
食，瓦楞草在头顶上随风摇摆，母亲在
篱笆院里晒包谷、舂米、拉家常。年少的
我拿来小板凳，坐在门前树阴下背唐
诗，还围着篱笆墙做各种好玩的事儿。
小村子一家一户的篱笆墙织成一道道
网，篱笆墙的影子晃动在晨曦中，又沐
在夕阳里。

那年我家的篱笆墙坏了，父亲拿了
砍刀，在水边砍了一根根绿竹，密密地织
成一道栅栏，栅栏拐了几道弯，我家又有
了渔网一样的竹篱笆墙。父亲站在院子
中间，用手指了指，郎朗地说：“我家的
篱笆墙又变了模样。”正在长大的我突
然感到，篱笆墙围起的地方，最踏实，也
最快乐！夏天从四季里跳出来，头顶上枝
条交错，小鸟啁啾，燕子欢舞，蝉声如沸，
我家的竹篱笆也嘻嘻相欢。牵牛花是乡
下最快乐的花，枝枝蔓蔓绕篱攀爬，忘情
地爬，甩开膀子爬，竹篱笆墙成了花海。
牵牛花枝蔓伸展到哪里，花儿就开到哪
里。那一串串张开小嘴的小喇叭花，薄薄
的，嫩嫩的，白的透洁，红的热烈，紫的沉
静，泼泼洒洒，开满了篱笆，篱笆墙的一
角天空下，一片清新自然和开怀。一只只
蝴蝶飞过来，我一抬脚，摘了几朵牵牛
花，就四处逐碟去了。

儿时的时光里，离竹篱笆墙不远处，
有一个我家的小菜园，父亲用棍子建了
一个木篱笆，

把小菜园围起来。小菜园四周插满
一根根木棍，中间也用横木棍固定，木棍
与木棍间隔空隙匀称，细心的父亲把小
菜园的木篱笆做的整整齐齐，用来阻
挡家畜家禽进去弄坏菜畦。父亲在小
菜园里种上黄瓜、西红柿和豆角，每到
季节，黄瓜藤、豆角秧使劲往木篱笆上
爬，牵牛花和其它小花朵也爬上去凑
热闹。小菜园里缀满果实，木篱笆上藤
蔓相拥，各色怒放的花朵点缀其中，好
一派热闹景象。

篱笆，篱笆，在故土扎根，在记忆里
疯长。在眼前的樱花的海里，一想到篱
笆，我就看到童年甩不掉的影子，还似乎
听到父亲劈柴的声音。

篱笆，篱笆
□董国宾

大通乃佛国大九华头天门———大
士阁的宝地，地处铜陵西南端，西临长
江，东靠长龙山。从羊山矶头（大通下
街头）顺街而上到上街头（河南嘴），
有一条与街平行的夹江（大通和和悦
洲之间），绿如丝绦，由南向北（长江
铜陵段是由南向北流向），终年流淌，
滋润着城乡阡陌，染绿着万顷良田，养
育了一代又一代心灵、手巧、质朴、勤
劳的大通人。她就是大通人的母亲
河———鹊江。

鹊江其实是江中江，它与青通河
水脉相通，每到冬春，气候干燥，雨雪
稀少，常常造成旱季，鹊江便可引青通
河水倒流，适时灌溉，抗旱保墒；每逢
夏秋，霪雨霏霏，洪水肆虐，往往造成
涝灾，但有长龙山这座天然屏障的呵
护，加之民间巧筑堤坝，都能除涝减
渍。从古至今，大通因有了鹊江，就有
了白云清气，就有了诗情画意，就有了

人文地理，就有了商贾之邦，就有了灯
红酒绿，就有了皖江明珠，就有了“小
上海”美誉……

鹊江是美丽的，她美就美在与古
镇交融，与青通河交融，与人文交融，
与九华交融。她虽无长江主干道之大
气，也没有泉水溪流之娇柔，但她不失
仪态万方，更有四时灵动。她纯清雅
淡，韵味无穷。君不见那江中之水就是
吟唱的歌，那江岸之柳就是天然的画，
那岸畔老街老屋的马头墙和青石板路
就是凝固的诗，那江面时而窜跃翻腾
的江豚就是古老的史……整条江段就
是上天赐给大通的一幅美景。改革开
放以来，在党的民生工程指导下，她更
俱一派生气勃勃：江边建起了古香古
色的观江亭，江中建起了国家级天然
白鳍豚养殖场。江水洁如明镜无暇，江
流静如轻音缭绕。春见阳光明媚，夏觉
凉风习习，秋闻瓜果飘香，冬观玉洁冰

清。晨起早练可伴波光粼粼，傍晚西眺
可见彩云变幻，月下絮语可观灯火繁
星。节假日、闲暇时，兴致使然，可拥妻
携子或江边漫步，或驾舟荡游，或折柳
圈帽；亦可邀请诗友茶朋酒客，或品茶
吟诗，或对酒当歌，或寻古觅踪，或看
江鸥起舞，或看江豚潜水，或听十里蛙
鸣……发思古之幽情。那真会使你灵
魂出壳，若昏若明，若浮若沉，若人若
仙，其乐神仙也。

踏上鹊江岸，即闻潺脆水声，犹如
宝玉相撞；走在鹊江堤，立觉微风扑
面，如沐香露；坐立鹊江边，可钓佳趣，
怡悦心情；走进和悦洲，可享故国神
游，可见千古文化律韵，似听大风之
歌；登上天主堂，置身钟楼下，可博古
揽今，重阅大江奔流；游览大士阁，佛
国梦幻，诱人传说，香火钟声，给人们
带来多少想像。真可谓澜溪（大通）文
化鹊江水，多彩景色艳阳天。

鹊江颂
□何 竞

儿子蹲下来，用他小小的手指笨
拙地去掐草丛里的一朵花，一朵小小
的、紫微微的、骄傲地仰着脸的马兰
花。那时我们正走在去幼儿园的路上，
路旁的草丛里就藏着那种花。

“漂亮吗？”儿子把那朵娇娇的小
花举起了，仰头看着我。

“漂亮。”我用笑容罩住他，期待
着他稚嫩地表达：妈妈，送给你吧。可
是他没有说，而是问：“吴老师会喜欢
吗？”吴老师是他小班的班主任。

哦，要给老师送花啊。我突然来了
兴致，“为什么要给老师送花呢？”

“她发给我们小红花，发了许多，
没有发给她自己。”儿子一边说，一边
又蹲下身子在草丛中寻找。

我陪他一起寻找，我知道儿子的
心里也藏着一朵小小的花，用祝愿做
了色彩，用感恩化着芬芳。我们把找到
的蓝蝴蝶似的竹鸡草花、粉嘟嘟的打

碗花和马兰花放在一起，打理成一
束。进了幼儿园，儿子举着那束花，
撒着欢地跑了。

我没有见证吴老师或是单手或
是双手接花的动作，但我知道她一
定会惊讶而感动。美好的心意毫不
掩饰地定格在那一束花上，谁会不
为之动容呢？

我结婚的那年，正带着一个初
中毕业班。临歇婚假前，有人来敲我
宿舍门。我打开门，一个瘦巴巴的小
个子男生双手持着一束黄色的塑料
花，恭恭敬敬地站在我面前，“老
师，恭喜你。”

我看着那束黄菊花哭笑不得，
有一刹那的犹豫。他脸憋得通红，露
出大脚趾的双脚忐忑地移动了一
下。我忽然意识到这束花至少也要
十几块钱呢，对于贫寒的他是笔不
菲的开支，而且他起了大早特意到

镇上去精心挑选，虽然他不懂花语，但
他懂得祝愿……雾气浮上了我的双眼，
我赶紧伸出双手接过他手中的花，连连
说着感谢，帮助他完成献花的庄重仪
式。他如释重负，笑容突然像花一样在
脸上绽放。好像是我送了他一束可爱的
花儿一样。再端详他送的黄灿灿的菊
花，我心里涌满了感动。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关注花，开始
喜欢用花来装扮贫瘠的生活，喜欢送别
人一束花来表达心意。

印度有一则古谚：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是说付出了给予，自己也会有所得。我
所说的“送你一束花”，并不是助人得便
的意思。我是想说：借着花的美丽，把我们
心中最好的情义表达出来。送一朵红玫瑰
表达你的爱意，送一束康乃馨表达你的感
恩，送一束郁金香代表你的祝愿……让那
一束花的馨香，熏暖平凡的日子；让那一
束善的因子，结一串饱满的种子。

送你一束花
□何荣芳

昔日的乡村热闹的事不多，货郎
担一来，孩子们就像炸了锅，一个个揣
着甜蜜的心思一下子围拢过来，宁静
的村庄顿时卷起一层热浪。

货郎又叫货郎担，也叫挑货郎。那
时的乡村，卖货人挑着箱子走村串巷，
卖些针头线脑和小孩子好吃和好玩的
小东西。这行当在70年代的乡村很惹
眼，也很有趣。小孩子手里没有一分钱，
但随便找些废铜烂铁、旧塑料或牙膏
皮，就能换回几样自己想要的小甜食和
小玩具。那时的日子里，隔上三两天，就
会有货郎担走进村子，小村庄立马生动
起来，最得意的是一群疯玩的小孩童。

挑货郎肩挑一个大箱子，另一头
是一个大箩筐。大箱子上有一个玻璃
罩，里面是一些家用小百货，火柴、发
夹、小肥皂、松紧带、搓手油、顶针、小
园镜，还有逗小孩子吃和玩的小东西，
最常见的有花生糖、麦芽糖、麻子糖、
甜米团和红红绿绿很是诱人的小糖
豆，再就是一吹就哇哇响的小喇叭。红
色塑料小公鸡，也是娃娃们最有趣的
小玩具。挑货郎的大箩筐，盛满了从十
村百户回收来的生活废物料，回去后
换成钱，便可用来过日子了。

货郎担来到了村子，拨浪鼓雨点
般响起来，先是“噔噔、噔噔”响两声，
还来不及喘上一口气，又“当啷啷噔、
当啷啷噔”地响上一大串。小孩子一
个个心里直痒痒，挑货郎还没放稳扁
担，便“轰”的一声围过去。小时候拨
浪鼓一响，我们村可真热闹，全村的小
孩子一个不少地都会跑过来。我先是
对挑货郎的拨浪鼓感兴趣，它一边一
个小耳锤，敲得人直抓心，充满了诱惑
和甜蜜。我左瞧右看，真想上去摸几
下，刚一伸手，就被挑货郎阻止了。挑

货郎的大箱子真是一个百宝箱，里面果
真有一个玩具拨浪鼓，红红的鼓面惹眼
又诱人。我扭头就往家里跑，很快找来
一大把废物料，连姑姑剪下来的一截头
发也拿过来，我终于有了特好玩的拨浪
鼓。同村的小朋友兴奋地围住挑货郎，
眼珠子滴溜溜地盯上几眼大箱子，一转
身就“咚咚咚”往家跑。这家那家的墙
角和柜子，小孩童都翻了个遍，凡是能用
来交换的东西都找了出来。有的用废铁
块换回一个小喇叭，有的用旧塑料换回
一个小皮球，还有的换回一小块麻子糖，
一个个那高兴劲儿，真像喝了蜜。有一次
我很想吃几个甜米团，玻璃罩下那一粒
粒白色的小米花，被黄盈盈的糖浆粘成
一个个小圆球，真是诱人，可家里找不到
一点东西给货郎担去交换，于是我就心
急地找母亲。母亲过日子节俭，一分钱也
不舍得往外拿，嘴馋的我急坏了。这时爷
爷走过来，二话没说就从衣兜里掏出一
毛钱，我高兴得跳起来，心里不知有多轻
快，这真是一件无法忘掉的事。

货郎担给小孩子送去甜蜜和快乐，
村里的小媳妇也会嘻嘻哈哈地走过来。
她们会换一些生活上用得着的小东西，
如小肥皂、衣服扣子和绣花线。那些妙龄
姑娘爱美爱生活，是要打扮一下自己的，
不是换把小梳子，就是换条扎头的皮筋，
再就是换个小镜子和扑粉。老奶奶也一个
个踮着小脚往这里赶，她们要换的，不是
火柴，就是顶针和线团。曾静的时光里，拨
浪鼓一摇，小村庄一片匆忙与和乐。

时代往前走了一大步，空调、冰箱一
抬脚便走进了各家各户的生活中，乡村
的日子也乐翻了天。村村庄庄的巷子里，
早就连货郎担的影子也见不到了，但那
时货郎担给寂寞乡村送去的，是一份简
洁的生动和快意。

货郎担
□董国宾

年已而立的陈超对女朋友张欣百
依百顺，在她家当牛做马两整年，终于
得到了一口尚方宝剑，可以带张欣回
老家准备结婚事宜了。

见儿子带回来的姑娘眉清目秀、
文文静静的，陈超的寡母别提有多高
兴啦！随即就给张欣端了一大碗荷包
蛋出来，足足有八个，这可是乡下待客
的最高礼仪。

陈超不高兴了：“妈，这是晚餐，
张欣吃这么多荷包蛋能消化吗？”

母亲额上的汗珠一颤一抖的：
“你也不提前打声招呼，家里没啥
呀！”

“没啥也不能这么整啊！您就是
煮点小米粥，做个大蒜炒鸡蛋，也比这
强啊！”

“好好好，我这就去煮粥！”母亲
一迭声地应着。

“妈，我去跟你帮忙！”张欣起身。

陈超把她拦住：“灶门口灰多，你不要
去！”

一会儿，见母亲端着满满两大碗稀
饭出来，开裂的满是尘垢的手指都抠进
米汤里了，陈超大喊起来：“妈，你的手
脏，我们自己来！”

“我洗了手的！”母亲一面辩解，一
面用围巾使劲揩手，然后对张欣说，“你
看，这手，是皴口子，不是灰。”

陈超还是坚持让母亲自己吃她端出
来的稀饭，自己去厨房给张欣另盛了一
碗。

晚上，陈超又是嫌母亲烧水的炊壶
不卫生，又是嫌母亲铺床的麦草有气味，
又是嫌母亲养的小猫身上有跳蚤，把母
亲哼来喝去，支使得团团转。

第二天一早，张欣就独自返城了。临
别扔下一句话：“抱歉，你没有通过最后
一关！你对自己的妈妈都不好，怎么可能
真心对我好一辈子！”

最后一关（小小说）

□熊荟蓉

时间会淡去许多往事，但不能淡
忘记灵魂深处的震撼。于读书而言，
小时候读《红岩》的场景历历在目，
那时，一本《红岩》伴着我，苦寒的童
年生活有了生机，孤独的阳光盈满了
另一个世界———生命再崇高，高不过
信念，更高不过向上的力量。

行走在工作缝隙里，奔跑在生活
琐碎中。那执著的梦想，那向上的力
量，寻不回摸不着。于是，在一个夜深
人静的晚上，昏黄的灯光下，我翻出
那本《红岩》，久违的朋友，见面倍觉
亲切，心灵释下万千包袱，阴霾消散
无影无踪，灯光也不寂寞，黄中透着
暖，昏中浸着柔。

我走进了《红岩》的世界，白
日里啃夜里啃，反反复复揣摩，终
于从看似枯燥的文字里触摸到了江
姐、许云峰等革命人士坚韧的精神，
坚定的信念，他们的事迹告诉我，生
命不惜，挫折何足挂齿。就这样，我的
心和他们站在一起，我的悲喜让他们
牵扯着，纵然泪光点点，稀释不了我
对这本书的眷念。这样一用劲，就再
也离不开。上班下班，始终将它带着。
即使不看，单是想想心里就会得到一
种向上的力量，他们的精神感染着
我，让在一个喧嚣非常的世界里我应
如何使内心安静，我应如何活。

看着还不过瘾，在原著上圈点勾
画，将一本新书变成红海洋。不经意
中写出上万字的读书笔记。成岗临危
不惧，视死如归;许云峰英勇斗敌，舍

己为人；江姐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刘思
扬出身豪门却投身革命；渣滓洞难友团
结奋斗，敌人丧胆; 白公馆志士奋勇突
围，迎来黎明……所有这一切展现在我
眼前，那是多么让恩激动、崇敬、悲愤、
感叹的画面。面对这些敬佩的革命人
士，国民党只能给他们肉体上的折磨，
却动摇不了他们精神上的一分一毫。他
们对党忠诚，心怀救国救民的大志，向
上的力量大过繁星。

在他们面前，我感到深深的愧疚。
我只要遇到小小的挫折，就会想到放
弃。读了《红岩》之后，我知道了越是充
满困难的路我们越要走，越是艰巨的任
务我们更要坚定不移。只要信念在，梦
想在，没有理由自卑，没有缘由放弃。现
代社会发展快，竞争压力大，面临的挑
战多，保持足够的定力，坚定信心，是
取得胜利的途径。我自然是幸运的，那
些不痛不痒的心灵鸡汤，也只是能
“鸡汤”，只是缓解一下心灵的疲惫，真
正从灵魂上求得解释，收获安慰的就
是《红岩》了。《红岩》给我开了扇窗，
将我引入明媚的天地。于是，我在工作
上艰难跋涉，业余时间看望生病的朋
友，给帮扶户送去帮扶资金，到福利院
做义工，鼓励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不
向命运低头，保持昂扬向上的信心。

岁月可以改变山河，但不会改变我
的初心，不会改变我向上的力量。今天
的和谐社会，是无数位革命人士用鲜血
换来的，血染红岩，他们的精神激励着
我，向上，向上，永远向上！

———读《红岩》有感
□张培胜

向上的力量

滨
江
书
屋

汪
勇

摄

文 学 副 刊

铜
官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