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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睡醒来，拉开办公室的窗帘，
有些不敢相信，睡前天还阴着，此
刻，眼睛却被窗外的阳光晃了晃，已
经是深秋的午后，阳光的金属质感
仍然这样强烈。在阳光的金黄透明
里，窗外的风景增了几分华丽，也添
了几分柔和。我想自己怕是辜负了
窗外的秋光，在有意无意的疏远中，
在这明媚如金的光辉里，心竟有了
无处存放的忐忑。是啊，早上的天还
阴着，午睡前，天空也是阴郁的，谁
会想到一觉醒来后，窗外的景致竟
是这样明丽得让人炫目，这是我为
自己寻找到的难以立足的借口。

楼下一排新栽的梧桐树，才几年
的时间，虽然树形还不高大，但已经是
桐叶成荫，在秋日午后的阳光里，竟是
这样的惊艳：树冠外围的桐叶已经是

浅浅的金黄了，树冠内层的桐叶在浅浅
的黄里仍藏着淡淡的绿，在一株梧桐树
上，桐叶的色调是渐变的，丰富而又难以
调制的，在阳光下，它们金黄华贵的外表
里裹藏着的是一层绿意盈盈的心。这颗
心，是那样敏感，敏感于季节深处的寒
凉；又是那样的脆弱，脆弱到在一阵秋风
秋雨里，就会随着风雨凋零。

一树梧桐叶已黄，是会让人心生怜
惜的。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
脆。一树梧桐的秋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今天午后，楼下那排梧桐在我的眼前站
立成如此惊艳的风景，谁知道它们在明
天会不会渐次飘零呢？它们的飘零，是在
我们的漠视之中，还是在我们的目光关
切之下，好像都不重要。春天的花自飘零
如此，秋日的叶自飘落也该如斯，只是花
零叶落总会给我们一些时光流逝的警

示，给我们留下那些逝去时光里的种种
美好，如春花的鲜妍怒放，如秋叶的静美
安然。

我一直以为一树梧桐叶已黄，已经
成为过去了，是一瞬间的事情，而这恰是
我的疏忽，对一树梧桐的疏忽，对一截时
光的疏忽，它忽略了很多美好的体验。一
树梧桐叶已黄，该是被一夜寒冷的秋风
吹黄了的；或是一树桐叶在数日的秋阳
里失去了耐性，索性抖一抖身体，哗哗响
着枯黄了的；也或者，那些梧桐的叶子在
树枝之上，已经站得累了，在风雨之中，
已经飘摇得乏了，就想着，该黄了，该落
了，也该歇歇了，于是在一夜之间，商量
好了似的，黄了一树，也黄得惊心。

几年前的一个秋日，我一个人在公
园里的湖边闲闲地散步，已经是黄昏时
分，低矮处的花草树木已经藏在了黄昏

的暗影里。其时，我并没有急于要去办的
事情，特意赶在周末到湖边来走走，是为
了散散心的。懒散着，就有了看风景的心
情。

在路过湖边的弯处时，我远远地看
见对面两株高大的梧桐树，满树的叶子
已经枯黄，在金黄与金红交相辉映的夕
阳余晖里，那一树翻飞的梧桐叶，如高举
着的火把，温暖了我的眼睛，我没有想到
过，一树梧桐叶黄，竟会有这样的疯狂、
惊艳，如木心笔下那些疯狂的秋树，有着
不管不顾的疯狂。我惊立于湖边，能听得
见它们在风中哗哗作响的声音，也看得
见在风中，一些叶子从树上飘然而下。在
梧桐树叶纷纷而落的时刻，那些声音仍
然哗哗地响着，一如我第一次听见时一
样，对叶落，对黄昏，无动于衷，依然哗
响，依然疯了一般挥舞着在夕阳余晖里
变幻着的色彩，像是在对自身的炫耀，也
像是在对时光的追逐。

彼时，一树梧桐叶已黄，黄成一片灿
烂的记忆，亦如今日，它在午后，悄悄地
染黄了一截秋光。

一树梧桐叶已黄
□章铜胜

闲暇时候，最难了情怀。早便知道
皖南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不仅风景怡
人，更有古村落夕阳晚照，历史文化、人
文情怀浓郁如古酒。于是，我应朋友之
约一同出游安徽泾县。

首选直奔月亮湾。沿途我们亲眼目
睹了清水碧溪、群山环绕、毛竹青绿，驱
车前行，扑面而来的不仅是清新、清爽的
风，更夹杂了竹子的清香，十分享受!一
路无语，都不肯用言语打破这种惬意。

泾县月亮湾风景区位于距县城 18
公里处、被誉为“华夏毛竹第一镇”的
蔡村镇大康村境内。来到月亮湾，山清
水秀，秀峰峻岭更甚，且层峦叠嶂，一派
江南的娟丽、雅致，又有潺潺山泉流过，
水中鱼虾嬉戏、拍击，动中有静，静中有
动，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相得益彰。潭
水澄澈可掬，山村竹海水中清立，天光
云影徘徊来去，加之涧水叮咚洗耳，真
是心旷神怡，神清气爽。这里还有被多
家电影制片厂选为外景基地，《月亮湾
的笑声》、《月亮湾的风波》、《红色的
记忆》、《渡江侦察记》 等多部优秀、经
典的影视作品都曾在此拍摄外景。

来不及欣赏，朋友的好友便来相
迎，接连几天，每日都有好友迎来送往。
山里人热情好客，不仅有可口的徽菜相
待，好酒奉送，更是带我们到激流中体
味山水、受纳自然。

月亮湾之后，晌午我们便来到查
济，印入眼帘的是小桥流水人家，不尽
的古味，仿佛是穿越了时空，仿佛村头
有一位老者拄杖散步夕阳，等我们来
临。

那是何等古朴、典雅的村落：鳞次
栉比的民居古建，严肃庄严的古时祠
堂，中国山水画般的青砖白墙，耸立入
云的宝塔，清新雅致的凉亭，郁郁苍苍
的古树，安详而舒缓的生活节奏，同宏
村等古村落不同，它更加破旧，但更加
收攫人心。无怪乎，查济出了如此多画
家、书法家。

来皖南，无论如何都不可错过桃花
潭。心中早知汪伦与李白的故事，自是
十分艳羡那个年代的诗歌唱和、酒樽相
邀、对影吟月，所以未到时，惶惶地、期
待地。直到桃花潭，这颗心，才如同潭水
清凉而宁静、澄澈而平和。

听旁边的导游说，豪士汪伦听说
大诗人李白在附近做客，十分开心，
觉得这是邀请李白共游的好机会。于
是给李白写了一封信：先生好游乎？
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酒乎？这里
有万家酒店。这汪伦真有创意，李白
这样地爱酒，如何能不来？果然，李白
如约而至。这时，汪伦说，桃花者，实
为潭名;万家者，乃店主姓万。李白听
后不仅没有丝毫恼怒，反而被汪伦的
盛情所感动。这个时候，正巧桃李花
开、飞红到处、潭水深碧、翠峦倒映，
李白与汪伦在此情此景之中诗酒唱
和，十分尽兴。因而，在离别之际，李
白写下《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人多因此诗名气而来桃花潭临望，
却少有人知，李白在别了汪伦之后，去
到查济的石门碧山，因景色优美，流连
而忘返，挥笔写下：“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
有天地非人间”的千古绝句。

在我心，深以为这首诗意境高远，
远非《赠汪伦》可比。然而，一个赠友
人，一个禅意浓，本就无可比行，只是心
略向往“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游弋时光
和心态罢了。

我看到潭边有汪伦墓碑文“唐史官
汪讳伦也之墓”，据说是李白所写，不过
往事越千年，真伪已无法考证。但我内
心却涌动不已：“江山依旧，风景依旧，
可诗仙、豪士已逝者如斯。真的是人面
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啊。”

不知不觉，在“不及汪伦送我情”
的深情款待、陪伴中，四人皖南一行已
过，不仅有情谊的感恩、山水田园的愉
悦，更有家国天下、历史宗族的感怀，多
言数穷，不若一句，此行不虚来概括和
纪念。

皖南追忆
□吴铜俭

山一程，水一程；风一程，雪一
程，我是一个坚强的竹子。

我是从岩缝中启程的。
在那个迷人的春季 ，一股轻风

把我带到了这里———我生命的起点。
小小的我，就这样在阴冷陌生的岩缝
里成长。

坚硬的岩石默默地磨砺着我幼
小的心，我哭泣着，却在无止境的折
磨中造就了坚毅正直的身躯。

我渴望着，渴望着冲破岩石，冲
破这个没有沃土的地方。每当我竭力
想要冲出这个陌生的世界，重获光明
时，紧紧夹合的岩石却无情地拒绝了
我，一次次把我推向岩底。我真害怕
成为坚石的祭品……

岩石总是无声地告诉我，我还缺
少残酷的磨练。锋利而又坚硬的石头

打磨着我的心，使我痛苦不堪……
直到有一天，一位诗人路过，见到这
条狭小的岩缝，吟着 ：“咬定青山不
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我悄悄把
这话藏在心里，立志要为自然创造
奇迹！

渐渐地，我忘却了成长的疼痛，
开始崭露头角。

还记得，那是一个明媚的日子。
我的笋儿蓄满了力量 ，急不可待地
破岩而出，得到阳光的抚慰。“唰”
“唰” 听见了吗？这是我成长的声
音。那时的我己是一根嫩笋，满心期
待着轻风的问候与春雨的滋润 。

软风云间，轻灵川月。细雨点洒
在花前，柔风轻拂在水面。我盼着的
天使般的春雨降临人间了。我仿佛苦
尽甘来，在雨下酣畅淋漓 ，忘却了

成长的痛苦，脸颊是满满的笑意。
时间一点点过去 ，我一节节长

大 。有了花草的陪伴。挺起了胸膛，
我自豪地对脚下的岩石说：“感谢你
的哺育和磨练，如今的我，是一根经
得起风雨雪霜的竹了！”岩石无声地
笑了。

寒冬腊月，我身边的伙伴一个个睡
去。早晨，我听不到它们温暖的招呼了。
可正直的我却不愿睡去，因为我希望寒
冬飞雪可以对我的生命独特锻铸。“冷
啊……冷啊……”即使积雪重重压在我
的身上，我也不愿低头。

终于，我迎来了朝阳。温暖的春
日迈着步子来了。我抖下积雪 ，似乎
比刚刚苏醒的伙伴们更加精神。它们
伸着暖洋洋的身子，问我睡得可好？
我笑而不语，只是对着阳光说：“生
命真美 ！”

生命的旅程没有终点。我知道，
还有无数个春夏秋冬等着我收获惊
喜，感受悲伤。“人们 ，不要赞颂我
百节长青。笑看风雨，勇于挑战，精彩
的人生没有终点！”

竹子的心语
□朱心妍

寒冬来临，记忆深处的精灵们就
不由得贴近了童年冬季取暖的往事。

打我记事起，每年的冬天，爷爷
的房间里总会出现一个像瓮儿一样
的火炉。它肚儿较大，脖儿较细，个儿
不高，脖儿上还长着四只“铁手环”，
周身泥红而温润光滑，像是一个古味
十足的陶俑，给人幽默感和舞动的想
象。听爷爷说，这个火炉，还是爷爷的
爷爷留下来的，只是早已破损，经过几
代人多次修复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
子。爷爷说，火炉是用家乡的红泥做
的，火炉脖子上的那四只铁手环，是他
自己为挪动火炉方便而加上去的。

寒冷时，家乡人都用红泥火炉取
暖。家乡人的火炉全是用红土胚和红
泥砌成的，多数的红泥火炉，是滚圆
形的，大概有二三尺高。火炉的建造，
也很讲究，里面要用红土胚砌成，然
后再抹上一层厚厚的红土泥，而后晾
干，直到在炉子里点亮了灯，外面看
不到一丝亮光才算成品炉子。一般情
况下，建造一个红泥火炉，如果不是
外力强制破坏的话，可以用到 150 年
左右。我不知道家乡的红泥里面含有
什么成分，凡是用家乡红土泥抹过的
炉子，只要火烧后，就变得格外光滑
和密实，况且散热性能异常的好。一
个三居室，只要有一个这样的红泥火

炉烧着，冬天里就会像春天那样暖
和。那时候，家里没有任何娱乐。天黑
了，我就和爷爷围坐在红泥火炉跟
前，一边取暖，一边听爷爷讲故事。

在和爷爷以及红泥火炉相处的
日子里，爷爷还教会了我好多古诗
词。特别是白居易的这首 《问刘十
九》，让我更深一步地了解了红泥小
火炉的悠久历史和它本身带给民间
的一种温暖情趣。爷爷教我学诗词的
时候，总是摇头晃脑的“唱”。有时我
也问爷爷，为什么“唱诗”？爷爷说，古
诗词唱出来才有味道。我开始不信，后
来跟着爷爷一起摇头晃脑的“唱诗”，
唱着唱着，就感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
乐趣和体感。我的好多古诗词都是在
“唱”的乐趣中自然进入记忆深处的，
以至于几十年了还不能忘记。

这个红泥火炉之后被搬到了我
父母的房间，在一个异常寒冷的冬
天，父亲就把它又搬到了我和弟弟的
房间。那一年临近春节时，队里来了
一个干部。队长安排他住到我家，我
父亲怕他冻伤了，就让他同我们弟兄
住一个房间。他个子高大，一脸胡须，
看起来有点儿像过年时门上贴的周
仓。可处久了才知道，他脾气很好，温
和得就像去世的爷爷。他每天和队里
社员们一起劳动，无论手脚被磨出再

多的血泡，在人面前都不喊疼。他每
天晚上都在红泥火炉旁给我们讲革
命故事，讲东北抗联，讲红岩上的江
姐，讲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延安保
卫战等。他经常告诉我们说，一定要
好好学习，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
他在我家的那段日子里，从来不搞特
殊。有时候，妈妈偷偷给他碗里放个
荷包蛋，他就悄悄地放回到父亲碗里
或是我们兄弟的碗里。当我们嫌红
薯面窝窝头不好吃时，他就会对我
们说，这个馍馍可比红军过草地时
吃的草根强多了。人要从小养成艰
苦奋斗的品质，将来才能有出息
……但他从来没说自己就是当年战
斗中的一员。

有一天，他说自己要回北京工作
了。临走前，他专门给红泥火炉作了
告别。我看到他深情地抚摸红泥火
炉，拿出照相机给小火炉拍了好多照
片，然后，就到他经常劳作的田里，挖
了一大团红土，并含着泪给我们一家
人说：“我带走了你们家乡的红土，
今后只要我看到它，心中就会有了温
度……” 而后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我们。

之后，我们再没了联系。数年后，
我才在电视上看到他一身西装革履
的同中央领导们在一起。直到现在，
我们冬天围着红泥火炉旁闲谈时，还
会谈起他。

现在家乡人不再用红泥小火炉
取暖越冬了，但那种渗入血液里的温
暖冬季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温暖冬季
□宋殿儒

山不高，然巍峨
岩石里
奇崛钢铁的骨骼

峰不奇，然壮美
花草上
尽染鲜红的血泽

踏阶而上，仰望
胸中的声音
与你们相和

松柏青青
听大风
遍山响起雄浑的歌

秋日登临笔架山

到底是一群才子呵

要登也登笔架山

沿山径曲折的章法
一路踏响仄仄平平

且赏看秋叶烂漫
出口诵古章华韵

且指点无限江山
拍栏杆雄立山亭

嘿！漫道才疏志狂
从来是书生胸襟

对浩浩长江坐下吧
将好头颅架上山顶

乘华发未及漫白头
云高处抒一腔豪情

谒皖南事变烈士纪念碑（外一首）

□吕达余

平凡的生命
是一次简装的旅行
伟岸的心境
用燃烧加以诠释
总教人肃然起敬
一点一滴
宝贵的生命在消遁
诗意的燃烧
昭示一份理念一种价值
以及
不可阻挠的恢弘气势

你
就
是
生
的

图腾
你就是爱的缩影
你默默燃烧
奉献智慧和生命
在你的世界里
就算是生离死别
也是心空缭绕的梵音
你是红烛
你更是生活的哲理呀
一旦注入生命
生命，又怎能不悠长厚重

红 烛
□程应峰

即使一切都停止了，可是，时间
仍然一直都很顽强，她始终怎么也
不肯停止成长，一直后脚撵前脚地
追赶着不停向前奔跑着。这不，仿佛
今年没有经过秋季一样，对秋天的
感觉始终也还停留在去年的回味
里———虽然今年的收获可以说是巨
大的。

时光犹如白驹过隙，夜晚不经意
抬头想看看星月的时候，突然发现
月亮不见了星星也不见了；今年，在
这样的季节，也许再也见不到太阳、
月亮和星星玩这种捉迷藏的游戏了
吧？看，叶子们相继一片跟着一片就
黄了；想必，再过些日子，就要离开
树妈妈远嫁了吧———听，那一阵紧接
一阵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的风雨的
脚步声：一声声急促地响在耳畔，犹
如催嫁判官的击鼓号令，由不得她
们了呵———时辰已到，想不嫁都不行
了唷。而在她们坚执地深情眷念树
妈妈的爱抚时，树妈妈是否也感觉
到了宝贝们的不舍与无奈……

时间过客般快得匆匆忙忙，好像
也没啥子铺垫过渡，只不过一眨眼
的光景吧，又是一年来了又去了。不
经意间，冬天已悄然来临，总觉得热
天刚过去，寒冷的冬日就一转眼在
片片飘零的落叶里提前飞舞而
至———春天去了，夏天去了，秋天好

像还没来得及把袅娜娉婷的腰肢舒
舒展展地扭上一扭；几乎是一夜之
间，天气就又冷起来了，就又冬天了
啊！

民间不是有句谚语叫“冬雨不湿
衣”么？可是，没有哪一年的雨下得像
今年这么与众不同。淅淅沥沥、密密
匝匝地：一场阴雨凉薄，连绵了许多
时日，冷风挟裹着细雨一天接着一天
袭来，曾一度淋湿了倔犟而顽固地不
想披雨披的衣服，也一度淋湿了一颗
渐渐冰凉的心。在这个看似平平常常
的冬日，一早，接连不断下了很长时
间的冷雨都立马来了个紧急刹车，骤
然停下了她那缠绵已久的脚步；如花
般绽放的笑脸真是好，让人看着就觉
得心里再也不冷飕飕地阴霾了。

隔了大半堵墙多高的玻璃窗户，
金黄的阳光欢欢快快地一路跳着舞
铺天盖地而下，撒满了一屋子的温
暖。那温暖穿透玻璃，明晃晃地照进
后背松软的棉衣里，软软地隔衣搔
痒，把心挠得也痒酥酥地热和起来
……

随着这冬日暖阳一缕一缕靠近
自己，下班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踩着
温暖的斑驳树影踏在回家的路上：一
地阳光，碎步轻快；心情，也就在这么
个立冬的早晨，一身阳光地晴朗明亮
起来。

立冬的早晨
□吴春萍

人到中年，总觉得时间不是自
己的了，这时，我们需要做的是向自
己的心请会儿假。让心轻快点儿，不
要老是繁杂。

向心请会儿假，让匆匆的脚步
缓慢下来。放缓生活节奏，享受慢生
活的乐趣，抬头看看天空。你会发
现：天空原来这么美，湛蓝无际，白
云如絮。风亲昵地吻着面颊，小鸟吹
着快乐的口哨远征。忧烦随风而逝，
心胸了无繁杂，你会感到从不曾有
过的惬意：对生活的感恩化成透明
的液体在眼眶中涌动。曾经以为那
是别人的天空，现在却被自己含在
眼里，久违的天空是那样多姿可爱。
哦，原本自己也可以做那只快乐的
小鸟，原本自己就是美好自然中的
一部分，原本自己也可以拥有自然
真实的天空。

向自己请会儿假，推掉一个看
似非常重要的应酬。陪父母亲和孩
子看看电视，父母的表情会露出欣
慰，孩子会围着你撒欢儿。仿佛有说
不完的话，一直到屏幕飘起雪花点。
这时你才发现，他们原来是那么需
要你，平日里之所以不和你说话，是
因为他们看你表情阴沉焦灼，怕打
扰你。用这段时间感受一下，会发现

生活虽有些许苍白、些许冷漠，可是
在一个狭小的范围，自己一直是处
在爱的包围中，就是父母那几句简
单的询问和孩子撒娇的表情，你会
感到，你的幸福其实不需要外面寻
找，它就在你身边。

向自己请会儿假，让自己的心
不要被各种事务占满。人要学会善
待自己，要学会怜惜自己。我们要给
自己的心情放个假、减减压，做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享受生活的乐趣。郁
闷的时候上网看看笑话，烦躁的时
候听听音乐，无聊的时候看看电视，
苦闷的时候打打电话……

每一片落叶都有它自己的心理
历程，每一朵花，无论玫瑰还是牡
丹，在美丽之后最终都会凋零，甚至
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一个生命，
无论辉煌，还是平庸，只是不同的环
境，又何苦为了本不属于自己的东
西去争？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心情放
个假，去看看自然界草枯草荣，去听
听鸟儿的叫声，好好守住自己的那
份宁静。亲爱的朋友，给自己的心情
放个假吧，可能节奏还是那样匆匆，
但是心境放满了步伐。

蓦然回首，世界充满了姹紫嫣
红！

给心放个假
□一 心

铜官山 一树秋色 周文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