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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江边
一所小学
江岸一盏航标灯

航标灯
守着红领巾
红领巾护着航标灯
不论雾天雨天

夜来了
今夜有雪
航标灯亮了

石钟山

穿风衣的旅人
把劳顿揣进衣袋来到这里
他未曾来过
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来
他步履匆匆

他梦中曾到过此处
风雨之夜
钟声犹如鼙鼓
与浩荡的江风和鸣

此时他真的来了
凭吊石钟山记
归去时，他将车票
夹在古文观止里

太平湖

随着风
来到这浓绿群山环抱的湖上
像只蜻蜓
碧翠的寂静
平静的湖水令我不舍

只希望它留下
我的倒影

航标灯与红领巾（外二首）
□丛奉璋

收到丛奉璋先生的诗集《薰衣草
和蓝雪》，读着读着，崇敬之情油然而
生。感谢奉璋先生在耄耋之年，为我们
奉上了一道精神美餐。当我走马观花
读完诗稿，合上诗集，不免有颊齿留香
之感。这里笔者刍荛浅见，不敢作评，
惟体会一二。

打开诗集，我们不难发现，奉璋先生
的诗作大多短小精悍，有的诗十行以内，多
则十多行，可谓惜墨如金。但它们像一块块
精心打磨的璞玉，闪烁着晶莹的光泽。

奉璋先生的短诗往往写得意蕴丰
厚，精纯含蓄。这些诗以表现瞬间感触
见长，轻快活泼，空灵洒脱，于凝练之
中抒写出诗人对生活的发现和自己独
特的感受。因而有着勃发旺盛的生命
力。奉璋先生常常通过托物寄情，于简
短的诗行中融进深刻而丰富的人生体
验，故而诗味隽永，耐人寻味。例如
《蝉 声》：

只有几天光景 / 也要歌唱 // 知
了知了 // 一声声从枝叶间落下 / 夏
日的经典

这首五行小诗，它言于此，而意归
彼。前四行平铺直叙般的描写，波澜不
惊，摹写了一种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
诗的重点我以为是在结尾，将一声声
从枝叶间落下的知了叫声转化为“夏
日的经典”。何谓“夏日的经典”？我
相信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这句诗
看似很抽象，但在这里又是那样的贴
切，恰到好处。整首诗总共只有五行，
写到这里，戛然而止，余味悠长。这不
仅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也
熔铸着诗人的理性思索与凝重的情
感，咫尺小幅之中，蕴藏着震撼心扉的
力量。

同时，诗人的思维带有很大的跳
跃性，这就给读者留下充分想像的空
间。如《早春池边》：

垂柳拂着水面 / 水波荡着惬意 /
柳叶般大的小鱼在水里快乐 // 池边
人 / 忘了 / 严肃和深刻的词语

乍听，“严肃和深刻的词语”有些
突兀，但细细咀嚼，我们便领略到诗人
的意图。诗人没有给出答案，有意留出
空白，让读者去填充。这就是诗，令人
咀嚼，回味绵长。正如我们古人所说的
那样，其言已尽而意无穷是也。

诗人要把自己的情感通过语言的
中介，准确地、无误地传达给读者，必
须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现能力和表达
水平。诗的抒情语言主要表现在语言
感情色彩的最细微，甚至可以说最奥
妙的发现。诗歌的天地是那么有限，它
唤起读者的想像却是无限的，于是它
只能在有限的言辞中去寄寓无尽的思
想，这就从诗的母胎中带来了语言多
义的遗传基因。艾青说：“诗的语言必
须饱含思想与情感，语言里面也必须
富有暗示性和启示性。”柔软性、暗示
性、启示性也就是多义性。语言上的多
义性使得诗意更为丰富。

通读奉璋先生的诗作，我们感觉
他的诗因循了诗歌语言的基本要义，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也没有深
奥的使人读不懂的诗句，诗的语言质
朴自然。例如《一朵花开在这里》：

走了很远的路 / 一朵花开在这
里，举着 / 艳丽的娇容 / 阳光的歌声
落在这朵花上 // 附近有一条河 / 蝴
蝶在飞

这些诗句，意象纷呈，看似信手拈
来，其实不然，是诗人精心锤炼的结果。
我们说，语言是构成诗的基本要素，从
某种意义上说，语言的成功运用其实决
定着一首诗的成功。奉璋先生深得此要
义，故而在语言上下功夫，用气力。如他
的《冰雪的声音已经走远》：

花骨朵矜持在枝头 / 冰雪的声
音，已经走远 // 春风这般温暖 / 这棵
枯树的心活了，活了 // 一朵无名的小
花 / 在山谷，坦然地呼吸着风景

冰雪走远了，枯树的心活了，坦然地
呼吸着风景，这何不是奉璋先生心境的
写照。透过奉璋先生的这些诗歌，我们看
到了作者的热情、激情与深情。诗人努力
追求节奏、韵律，讲究文字的锤炼、画面
的整洁优美和结构的严谨，更追求大众
化的抒发表达，摈弃艰涩的诗句，让读者
读得懂，进得去，能读、好读、爱读。惟其
如此，诗歌才能真正地感染人、打动人乃
至震撼人，才能真正发挥诗歌的力量。

生活是凝练时代主题、精炼核心故
事、提炼精彩细节的唯一源泉。奉璋先生
年逾古稀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真
是难得。我以为这是他积极的生活态度
使然。只有春满襟怀的人，才能发现美、
歌唱美。奉璋先生的诗作内容鲜活灵动，
作品的感情真挚充沛，所表达的思想符
合时代精神，深邃、精深、独到。

诗歌是诗人对生活诗意的表达，诗
人的职责就是要表达生活诗意化的状
态。奉璋先生生活得恬淡而宽远，从容不
迫，宁静而安然。他创作诗歌的态度又是
那样的严肃认真虔诚，他怀揣着诗人的
责任与使命，蓄盈着对生活和生命无限
的热爱，坚持与时代同行，努力去找寻和
发现生活中一切令人心灵颤动、灵魂震
撼的东西，并化为一行行飘逸的诗行。他
的《郊 野》一诗是这样写的：

当晨星隐去 / 当露珠醒来 / 溪水便
开始流动 / 曙色隆隆作响 // 而正午时
光 / 草也生长花也开放 / 稻禾孕育着
歌谣 / 熏风芬芳 // 站在郊野 / 不论早
上不论晌午 / 我都听见 / 美丽的歌唱

这就是奉璋先生的襟怀———开阔、
豁达、自然、阳光，惟其如此，才能“不论
早上不论晌午，我都听见，美丽的歌
唱”。这样的诗行，就像一幅意境幽远而
又满纸风云的山水画。诗人娴熟地运用
潜意识、意识流、智性、交感等成分，强化
了隐喻、象征、荒诞、戏剧性乃至后现代
的拼贴、跨界等技巧，将诗人的情怀，以
及对人生的感悟和发现，巧妙地表现出
来。这不仅加深了与读者的联系与交融，
同时，也展示了作者深邃的精神世界。

我们说，评价一首诗的好坏，思想比
形式更重要，因为诗表现着诗人的心灵
向往和良心。怎样的意识倾向，就会孕育
出怎样的诗来。但不论怎样，都应该遵循
并把握诗的原则与本质，那就是关注人
的心灵、生命存在的状态和感受。诗评家
张同吾认为，平庸的诗人是浅显地、表象
地、概念化地解释时代、讴歌时代，优秀
的诗人则是一种渗透、交融、超越，从不
同侧面表现时代情绪，体现一个时代的
快乐和痛苦。奉璋先生的诗，浪漫主义和
现实主义交相辉映。同时，诗人拓宽审美
思维，不断探寻诗歌哲理的途径，因为有
深刻哲理内涵的诗，才是厚重的。用新奇
的目光看待外在世界，对外在五彩缤纷
的世界进行审美创作，这样的诗，才是有
生命力的。如《影子》：

过往的事物 / 都是时间的影子 / 我
常被这影子淹没 // 如果你站在别人的
影子里 / 会看不到自己。

是的，我们怎能“站在别人的影子
里”，重复别人的故事？那样，你就会迷
失自己。

当前，诗歌的边缘化、商业化、恶俗
化甚嚣尘上，而奉璋先生偏安一隅，静静
地潜下心来，为我们呈现一片怡人的绿
阴，提供一份有质量的精神食粮，甚是难
能可贵。奉璋先生用纤细而富于弹性的
笔调，描写生活和自然的美好，寄托与美
好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的向往。他
在诗的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造和语言
的把握上，都表现了极大的自由，在其沉
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中，呈现了一种崇高
之美，使读者能谛听到诗人心灵深处空
谷足音般的回响。

无论清晨还是黄昏，在扬子江畔，在
凤凰台下，一位老人在漫步，在思索，在
沉吟……我们衷心祝愿奉璋先生在今后
的岁月里，创作出更多更美的诗章来。

春满襟怀花自开
———读丛奉璋诗集《薰衣草和蓝雪》

□周宗雄

行走沙漠，沙海中偶尔露出一丛
倔强的红柳，令人赏心悦目。那是属于
沙漠的一丛红花，点缀着金色的沙海，
让人觉得，其实，纵然是在人迹罕至的
沙漠中，也同样充满生机。

作为道地新疆人，我的足迹踏遍
天山南北。所到之处，沙海无边。而于
无边沙海中，那美丽出现的绿洲，红柳
绝对是作为主角闪亮登场的。红柳，这
个诗意的名字，更多的，体现出来的却
是顽强。想想看，要在炎热而干旱的沙
漠中生存，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

红柳亦称柽柳，落叶小灌木。叶绿
花红，为沙漠盐碱地造林树种。

红柳遍地生根、开花、结果。沙丘
下的红柳，根扎得更深，把触须伸得
很长，最深、最长的可达三十多米，以
汲取水分。红柳把被流沙掩埋的枝干

变成根须，再从沙层的表面冒出来，伸
出一丛丛细枝，顽强地开出淡红色的小
花。春天红柳火红色的老枝上，发出鹅
黄的嫩芽，接着会长出一片片绿叶。纤
长的红柳枝条，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可以用来编制箩筐、漏斗、筛子、耮耱等
物，还可以用来编制盖房子用的房席、
炕席。此外，红柳叶还是很好的畜牧饲
料，含有粗纤维和蛋白质。牲畜食用后
耐饥、蓄膘。而春季的红柳嫩枝、嫩叶、
嫩花可以治疗风湿病，具有较高的药用
价值。因此，又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观音
柳”和“菩提树”。

红柳的好处还不止这些。当你行走
于沙漠之中时，干渴的你，如果碰见一丛
红柳，可以深挖下去，会得到宝贵的水的
滋养。水不多，但却可以救人一命。另外，
如果你于旅行途中夜宿沙海，寒冷的夜
晚，你可以点燃红柳用以御寒。总之，在
新疆人眼中，红柳全身都是宝。行走沙
漠，红柳带给人的，是希望，生存下去的
希望。

遥想多年前，一个青春少年，给我寄
来一封信，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封
情书。打开信封，一丛精心挑选的红柳出
现在我的眼前。那信，短得只有一句话：

“你愿意做我生命中的红柳吗？美丽而
骄傲，自立而坚强。”

也许，因为当年的我实在太年轻了，
不懂得珍惜，也不理解含蓄的表达，其实
也是一种美。

最终，与寄信人失之交臂。
没想到的是，多年后的某一天，整理

书桌时，又看到了那封信。轻轻地打开，
红柳依然美得令人炫目。而如今的我，早
已物是人非，不复有往昔的诗意情怀。但
我依然感谢寄信的那个人，在我最美的
青春时光，给了我一份浪漫的向往。

而我，于生活的风雨中，历尽沧桑，
终于长成了一株红柳。坚韧，诗意，美好。

喜欢红柳。
像红柳那样生活。在最艰苦的时候，

依然心怀梦想，期待来年春天，绽放出一
季绚丽的红花。

红柳情怀
□夏爱华

烟云飘洒，岁月无声，秋日的晨
风凉飕飕的，悄悄地轮回了四季的
变更，也吹醒了清晨的睡梦。听邻居
老汪说：“螺丝山真的很美，非常值
得你们一去！”因为这位当兵出生的
六旬老人，几乎每天清晨都要去登
螺丝山。于是，我和妻子商量决定将
一天晨练的地点改到螺丝山。这天
清早 6 点多钟，我们沿着官塘路向
东疾走。秋天的早晨是寂静的，一辆
洒水车慢慢前行，把沿街的花草也
冲洗了一遍，露出了它本来的娇羞
和美丽，不到十分钟，我们就来到螺
丝山脚下。

螺丝山景区位于本市东端、长
江东路北侧，主要由螺丝山、青石
山、文山、武山等几个山峰构成，总
面积 1500 余亩，最高峰青石山海
拔高度 156 米，主景点螺丝山海拔
高度 111 米。当我们准备沿着那白
锈钢护栏的台阶开始登山时，首先
向那位清洁工打听，螺丝山好像有
一个造型在什么地方？她直指前山
顶上那个硕大的雕塑说：“那不是
嘛！”举目望去，好大的一个螺丝山
造型非常壮观！当我们来到那块高
大的门楼前时，只见正中的牌匾上
赫然写着“青年公园”四个大字，
旁边一块长招牌上写着“安徽省铜
都森林公园螺丝山景点”，一位老
人正在晨练。移步第一块开阔地
时，只见十来位广场大妈正在跳
舞，不远处的另一个场地也有大妈
们在跳舞。委婉的舞曲在清晨的山
涧尤为嘹亮，回荡得很远。告别她
们，我们开始沿着上山的道路拾阶
而上。山道像一首诗，比枫叶还要
美丽。只见两边树木参天葳葳蕤
蕤，烟霭浮腾郁郁葱葱，主要有马
尾松、杉木、枫杨、刺槐、泡桐、青
檀、粗叶榆等树木几十种。偶尔还
能看到峰峦秀挺的假山镶嵌在山
坡上，让人眼睛一亮。走到半山腰
只见东西两个方向各有一条路走
下山去，而沿途不时能够看到宣传
牌和埋地音乐，也有三三两两的山
上和下山的晨练人。我们缓步前
行，走走停停，不到十分钟终于登
上山顶，一幅美丽的画卷呈现在我
们面前，薄薄雾霭中，东面的铜官
山脉蜿蜒起伏青山连绵，铜冠房地
产的高楼巍峨壮观，人民医院门诊
新楼清晰可见，南面在一片高楼林
立的背后，发电厂的冷却塔朦朦胧
胧，西面是主城区鳞次栉比密密麻
麻的高楼大厦，北面则是钟灵毓秀
的高山和鳞次栉比的村庄。那一条
条公路像一束束玉带，挥舞在万绿
丛中，那滚滚东去的长江依然气势
磅礴；倏忽，东方晨曦一道霞光，这
里真的是风景如画人间仙境。移步
这里主建筑的琼楼，只见飞檐翘角
粉妆玉砌，让人耳目一新。我们漫
步与琼楼连成一体的叠阁、枫亭和
观日台，一种赏心悦目豁然开朗之
情油然而生。这里晨练的人有的是
太极拳，有的是练操，还有的吹口
琴。我们伫立“观日台”，极目远
眺，平添一份豪迈与感慨，人生每
每都在寻找着美丽，孰知美丽就在
身边……

我们拿出相机和手机，尽情将眼
前的美景拍个够，可以想象今天在朋
友圈里的随拍一定很潇洒。半小时
后，我们决定下山；其实下山风景也
很美，朝阳日出，大地被披上了一道
霞光，给人温馨与暖意；两位老人落
座在路边长椅上闲聊，一位晨练下山
人，一边走一边高举双手左右摆动，
走到螺丝山广场时，只见在那座高大
铜鼎雕塑的四周，一波波人数众多的
广场舞方阵很是壮观，一处处吹拉弹
唱的场面很是感人，还有那川流不息
的上街买菜大军；今天是个好日子，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依依不舍
地告别风景旖旎的螺丝山景区，我走
了，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再
见，美丽的琼楼，欢乐的小鸟，葱荣的
树草……

初秋登顶螺丝山
□杨信友

铜官山 故乡秋色 苗青 摄

于我，小城的秋天，是从熬制辣酱
开始的。

桂花还未飘香的时候，朝天椒艳
艳的，就已盛开在菜市上，接着，柿子
黄了、红了，一场冷雨中，梧桐树叶也
忽悠悠落下了。

最热闹的是小磨坊，门里门外曲
里拐弯的都排满了人，几台电动机器
同时作业着。忙的是她，磨坊的老板，
累并快乐着；忙的是我，菜市上满场子
跑。

每年都说不做了，可是有人惦记
着，又逢人夸我两句，便一头钻进菜市
场。

问那摊主：辣椒辣得很吗？铜陵人
大多爱吃辣，又大多吃不了太辣，摊主
一时摸不准，含混不清的，怕一言不合
就丢了笔小生意，于是告诉我折中的方
法：怕辣？买一些大肉椒掺在一起呗。

在磨坊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伸长
脖子往前看，黑压压的一溜子烟火尘
民，便和前后招呼着，留了空位，踮到
东面买蒜子和老姜，自己动手，连同辣
椒一起洗净，又踮到西面，称好二斤牛
肉，顺便带了些白糖。

等着，需要些耐心；磨了，大袋小
袋的拎回家；一进厨房，马不停蹄的就

进入状态。想，年轻时被自己宠着，不
喜下厨，隔着点烟火气，放眼看周围的
中年风光，只觉尘气莽莽。可是岁月不
待人，眨眼中年，当曾经令人骄傲的资
本，一件件交付予时间时，蓦然发现，
原来厨房是我最后的阵地。

准备两只锅吧，一只用来煮牛肉，
水一开，锅里就“嘟嘟”的唱着生活的
小曲；一只用来熬酱，菜籽油烧热了，
兑入辣椒碎末和胡玉美酱，怎奈菜籽
油热情过分，初遇辣酱，一下子就扑到
锅外去了。我小心擦拭，不敢再掉以轻
心，一门心思守在锅边，不断翻动锅
铲，于文火中，见辣椒和酱慢慢融通，
彼此接纳，就像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从
偶遇，到渐渐打开心扉，直至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此时，牛肉已半熟，捞
出，切成细丁，倒进酱锅里，连同佐料。
熬吧，慢慢熬，一锅浓香扑鼻的酱里，
开出细小的花，东一朵，西一朵，“咕
噜咕噜”的。

熬酱时，冷不防会想起一个女人，
细长细长的个子，脸如勺子一般大，并
苍白着。不喜欢她一双狡黠的小眼睛，
更不喜欢她一张说三道四的薄薄的
嘴。她女儿是我儿子前舞伴，这样我们
牵扯着总在一起，后来，两个小孩“另

立门户”，我们便形同陌路。不想，隔了
两年，街上遇见，我诧异于她的过分热
情，也诧异于她赠予的牛肉酱———那味
儿真是好呀，一下子就冰释前嫌了，当
晚，我一个电话打过去，讨要做酱的方
子，她毫无保留，将主辅材料、操作规程
和注意事项，事无巨细，都交代的清楚。
那一刻，心似有火苗跳跃着。

承蒙她的赠予，牛肉酱小试成功，得
到一众人的夸奖，信心倍增，什么腌制腐
乳，做泡椒凤爪，蒸包子……激情来了，一
发不可收拾。我的厨房，白色橱柜，开放式
结构，洁净、浪漫、香喷喷的，我是真爱上
了，由此开启了我厨房的后青春时代。

诗人将文字做成诗，画家把颜料拼
成画，堪称文学艺术，而女人在厨房，灵
光乍现，凭借灵巧的手指，有色有味的佳
肴，便欢腾在锅里、在盘中，你能说不是
艺术吗？

一点也不比艺术逊色！
我总是想推陈出新，总是不断探索，

讨好味蕾，取悦于他人，我觉得自己是在
厨房里搞创作。

一颗心，算是找到了坐标，以爱为轴
心，以淡定平和为经度，以热情为纬。在
人生之秋，在素朴的日子里，在烟火最深
处。

厨房里的后青春时代
□臧玉华

夜晚的敲门声总有那么几份诡
异，尤其是在树木阴森，人烟稀少的小
巷里。

这一条巷子已经被拆得七零八
落，像一只被野兽撕咬过的动物尸体。
单位已经在新开发区安家落户，留下
了一些物件没来得及搬走，需要照看。
单位里女人多，大家都不愿意值夜班，
说这条巷子夜晚不安宁，瘆人。星子胆
子大，就对秃顶大肚的经理说，我去
吧。经理叮嘱：晚上要注意安全，千万
不要开门。星子说，嗯，知道了。

星子是个慢性子人，身材略显丰
腴，同事平时就喊她“胖丫头”。星子
等天黑透了，才挎着个小包，打着手
电，一路听着耳机、哼着小曲地来到值
班室。

星子进了值班室，把桌椅收拾整
齐了，把地打扫干净了，然后给自己烧
了一壶水。她捧着一杯白开水，在网页
上找了篇爱情小说，津津有味地看起
来。星子咧着嘴笑，她看到了小说中的
男主在对女主表白，星子替女主感到

幸福。
笃笃，星子正笑着，门外似乎有

什么声音。有人敲门？星子把头发捋
到了耳后，侧耳听动静。风偶尔路过，
在和窗外的松针说一阵柔柔的话。秋
后的虫子不甘寂寞，叽叽，叽叽，声音
隔了厚厚的夜色，便显得有点茫远。
星子没有再捕捉到敲门声，便继续看
小说。

笃笃、笃笃，声音很小心，怕惊着
了什么人，绝没有要引起谁注意的企
图。星子磨过脸，问是谁。门外没有应
答声。是他吗？单位新来的那个大学
生？前几天他约星子去看电影，星子妈
妈那天磨了腰，因而星子没有去。

星子等着他继续敲门，然后让他
进来坐一会，敞开门和他说话。一定要
敞开门，星子想。

没有听到他喊话，也没有再听到
敲门声。星子喝了一口水，继续拖动网
页看小说。

笃、笃，敲门声突然又起了。哦，知
道了，是斜对面收废品那家的小哑巴。

小哑巴跟着爷爷奶奶，八九岁了依然没
有学上，人却鬼精灵。他喜欢星子，常来
找星子玩。上个月他给星子送来过一块
缺了边的酒心巧克力，大前天还给星子
送来过一束野菊花。

笃笃笃笃，敲门声轻轻的，但有点乱
了，一定是小哑巴等急了。哦，我来了。星
子放下杯子，站起身子，撤了椅子准备去
开门。想了想，她又把手电筒抓了背在身
后，万一是个坏人呢。星子悄悄地把门拉
开一条缝，一只小松鼠双手抱了一个硕
大的松果面对着门坐着，星子吓着它了，
它流星一样刺溜到门口的松树上，那只
松果哒、哒、哒滚到了台阶下面。小家伙
窜了一丈多高，又倒悬了身子定住了，翘
着小脑袋盯着星子看，星子一只手背挡
了嘴，咯咯地笑了。星子把那只滚落的松
果捡起来，放到松树底下的水泥墩上，又
回屋子里从自己的包包里掏出花生、五
香瓜子和开心果，捧了放到松树下的水
泥墩上，冲着树上早就没了踪影的小松
鼠喊：吃吧。

夜，很静谧，也很祥和。

夜晚敲门声
□何荣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