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
人类最初是从太阳、火和鲜血那里

感知红色的。
太阳之美，已不知被多少个艺术家

描绘和赞叹。太阳之美，最好是让心灵
自我去感受。

鲜血是生命的液体，绽放着生命存
在的光彩。鲜血只有在生命的体内才是
鲜活的，才是美丽的。人类在感知生命
的过程中，最直接感知了这鲜红的色
彩。当鲜血一滴一滴流尽时，一个生命
就结束了。当鲜血一滴一滴流进时，一
个生命就存活了。于是，红色图腾诞生
了，红色文化诞生了。

太阳红、火红、血红，那是生命的红
色，红艳艳的，透着勃勃生气。太阳红、
火红、血红，那是生命的红色，红艳艳
的，感动净化着不息的灵魂。太阳红、火
红、血红，那是生命的红色，红艳艳的，
就像盛开的一朵朵鲜活的生命之花。

绿
人类最初是从草木那里感知绿色

的。
草木碧绿碧绿，是生命存在的标志，

是生命的家园。人类食草木、穿草木、住
草木，最直接着感受这生命的绿色。然而
几千年来，人类在感叹美丽绿色的同时，
更多的是取之用之。绿色少了，人类越来
越感到绿色美丽的意义；绿色少了，人类
越来越感到绿色美丽的神圣。绿色是生
命的颜色，哪里有绿色哪里就有生命。

草木碧绿碧绿，是生命家园的本色。
森林、草原、绿洲滋养着生命，绽放着美
丽和勃勃生机。人类爱这绿色的草木，把
她变成了诗、变成了歌、变成了音乐。有
人说天堂在草木间，在草原和森林间，在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间……那碧绿碧绿
的草木，绿得原始，绿得纯粹，绿得神圣。
人类感知绿色，感叹绿色，开始在土地上
种植花草，描绘绿色。绿色食品，绿色家

园，已经成为了生命的底色。
黄

人类最初是从黄土地那里感知黄
色的。

黄土地，土黄土黄，生长着万物，承
载着生命。人类从万物生长中感知了黄
色。黄色是生命的颜色，人类自认知了
黄土地，生命就一直亲昵着黄土地，生
生不息地依偎在黄土地的怀里。于是，
黄土神话诞生了，农耕文化诞生了，黄
色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标识，成为炎黄
文化的代名词。

黄土地，土黄土黄，博大厚重。抓一
把黄土，放一粒种子，一个生命就孕育
而生。黄土地造就了人类，人类亲切地
称她为母亲。母亲是伟大的、崇高的、神
圣的，她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智慧。
我们在她的躯体上构建了我们的精神。
母亲就是诗，母亲就是歌，母亲就是一
曲奏不完的音乐，我们用心歌唱她，用
心赞美她。黄土地的诚实朴素和无私奉
献就是伟大的母爱。抓一把黄土放在心
上，抚慰我们的精神；找一片黄土地躺
在上面，放纵我们的心灵。黄土地是我
们永远的家园，是我们永远的灵魂。

生命之歌
□燕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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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里，“探亲假”这个
词，差不多已变成了“昨日星辰”。
人生长恨水长东。转瞬之间，我离开
军营已近 20 年的时光，而我第一次
探家恰恰发生在 29 年前。

29 年前的 1988 年 12 月底，在
舟山群岛的岱山岛整整工作学习生
活了 38 个月的我，获准可以回家探
亲，我的心情突然有种莫名的激动。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是啊，自 1985 年国庆节参军以来，
我就寸步不离的在岱山岛上服兵
役，方寸之地，偏僻之所，我的人生
履历由此丰富，我的生活步伐由此
改观，我在此感悟人间的悲欢离合，
我在此体验人世的酸甜苦辣。3 年
多的时间，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完
全依赖于书信或报刊电视。现在好
了，轮上探家了，可以到故乡的土地
上走一走，与亲戚朋友们 “亲密接
触”了。

记得我第一次探家是乘坐海轮
回到大陆。傍晚 6 点左右，我从岱山
县城的高亭码头上了舟山至上海的
海轮，经过一个晚上的颠簸，第二天
早晨，船到上海市十六铺码头，再急
转上海火车站，恰好赶上上海至铜
陵的火车。游子回家，归心似箭。但
那时所有的火车差不多都是 “老爷
车”，慢慢腾腾，走走停停，到了铜

陵火车站，已近半夜，只好在铜陵火
车站旁胡乱找家旅社，暂住一宿。

第二天一早，我乘公交车赶往
横港码头，坐上轮渡直驱江北枞阳
县，再多次转乘三轮车，大约中午 1
点左右到家。当我背着一只大旅行
包低着头匆匆往家赶，在家门口与
母亲突然相遇，母亲正提着菜篮准
备出门，见到我，先是一愣，口里哆
哆嗦嗦又仿佛喃喃自语了一句：
“家来了”，随即扔下竹篮，先我一
步打开家门引我回家。母亲显然有
点激动，像许多农村老太太一样，善
于隐忍情感，她将 3 年多未见儿子
一面的满腔思念压在心底，并没有
出现电影电视里常见的又是拥抱又
是掉泪的画面。

接下来几天，我无非就是陪伴
母亲唠唠家常，说说自己几年来在
部队的所见所闻，问问几年来兄弟
的成长、家里的变化，与母亲一起
到菜地里挖挖地、拔拔草，聊聊老
太太的身体状况，母亲竭力安慰
我，告诉我她的身体很好，没有任
何不适，但我分明从老人花白的头
发和蹒跚的步履里感觉到母亲已
步入老态。

人生变化无常，命运往往就在
一念之间。我们服兵役期间，根据国
家当时的《兵役法》规定，义务兵服

役期为 4 至 5 年（而现在义务兵服
役期只有两年），我因尚处于义务
兵服役期，探亲假一满就得立刻归
队。母亲这几天却到处张罗着为我
找对象，我猜想，老人的意图是乘着
儿子还穿着一身军装，略有些体面，
抓紧时间找个女朋友，并在亲戚朋
友的共同“监督”下定下这门亲事，
当母亲把已为我物色好对象的 “喜
讯”告诉我时，被我断然拒绝。我当
时虽然没有“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的英雄气概，却大有 “大丈夫何患
无妻” 的洒脱胸怀，加上自己虽然
只生活在一座偏僻海岛，没有在上
海、宁波等“大码头”工作生活经
历，但因为读了许多书、听到许多
事，眼界明显高于乡村老太太，理所
当然的拒绝了老人的热心肠。

人生苦短，岁月沧桑。如今，母
亲早已离我而去，幽怀谁共语？远目
送归鸿。多年以后回望自己当时的
心路历程，只怪自己年轻，说话太过
直白。其实，当母亲告诉我找对象的
事，我完全可以委婉的拒绝这门亲
事，或者“虚晃一枪”，而后不了了
之，犯不着惹得老人生闷气，还在他
人面前跌了“面子”。现在想来，我
当时的所作所为，真应了一句西方
谚语：“性格决定命运”。也难怪，我
自军营来，性格本直率。

第一次探亲
□王征社

不久前，我终于同老伴、女儿一同
再登大铜官山。说到登铜官山为何说是
再次登呢？记得上个世纪的 1970 年的
深秋，学校组织我们野营拉练训练，我
们从白鹤地点上山。茂密的深林，着实
让我们感受到绿的空间厚实。到了山顶
有一种很清新的感觉，看到淡淡的云
雾，才知道外面下起了小雨。从山顶上
远望，铜陵的柏油马路像一条“白色”
的链条，唯有长江路的十字路口，才让
我们知道，那就是铜陵的市中心。当我
们穿越大铜官山的几座山尖，最后登到
铜官山最高峰，才晓得山顶上长得都是
些野草和一座三角形的铁支架，没有一
棵树木。

47 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大铜官山

与以往大不相同，不仅山顶上长满了树
木，郁郁葱葱，而且成为市民们的旅游
好去处。从媒体报道获悉，如今大铜官
山的山脚下，有了铜官大花园。也许就
是这个缘故，我才乘兴去看看。走进大
铜官山的大花园，顺着弯道慢坡行走，
在阳光的折射下身上也微微发了汗。环
顾四周，有旅游超市，停车场以及为旅
客提供的卫生间。尽管景区游人不多，
但我从游人的人群中看得出，多数为三
口之家，均是自驾游来到这里。显然，他
们是从媒体报道中获悉大铜官山，慕名
而来。铜官大花园，尽管名声不大，但要
经营好，管理好，不仅可以满足市民们
的需求，而且也能满足外地的游客。特
别是可以满足市民，每天早上的晨练。

大铜官山今与昔
□沈宏胜

第一次走进农林，还是几年前那个
春天。虽寻访桃花不遇，却依然邂逅这
里最美人间四月天。毗邻城市，却远离
喧嚣，可以寻得一份难得的安然和心
静，这个鲜花开满的村庄，总让你情不
自禁的欢喜。

这几年，铜陵的美好乡村建设搞得
如火如荼，梦里水乡犁桥、江上明珠群
心、深山古村龙潭肖声名鹊起，农林却显
得低调多了。当寒风渐起，有一个地方却
花开成海，绽放秋天最后的绚烂。再次走
进农林，有一种纵使相逢应不识的感觉。
短短几年的光阴，这里早已旧貌换新颜。

在观赏花海之后，沿着整洁干净的
乡村道路，一路前行，旧时的来路已找
寻不得。虽然已然深秋，但农林的山川
草木依然绿意葱茏。只是在绿树白墙
间，红红的柿子，随风摇曳，闪闪烁烁，
昭示着季节的转换和变迁。村中栽种了
很多柿子树，叶子已渐渐落去，圆圆的
柿子像一盏小小的灯笼挂在树梢枝头，
格外惹眼。路边不时有老人在提篮叫
卖，价格不贵，任意挑选。

柿子在长江流域广为种植，位列中
国五大水果之列。即是经济作物，也具
有观赏性，更有柿柿如意的寓意。对于
柿子，我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又是一
年柿子红，此时，若故园尚在，院中的柿
子树也该成熟了。树虽低矮，柿子却你
拥我挤，密密匝匝。霜降之后，奶奶将成
熟的柿子采摘下来，但并不能即食。要
削尖芝麻杆，插入其中，放入草木灰中，
意为脱涩。待柿子柔软之时，我也准时
从矿山回到故乡。奶奶拿出捂好的日
子，用黑黑的围裙擦去外面的灰尘，递
到我手上。我迅疾揭开柿皮，吮吸入口，
香甜可口，滑爽入喉，美味至极。奶奶百

年后，柿树依然春花秋实，却等不到故
人来。故乡已远，一切都是曾经，再也找
寻不回来。

在小郎冲水库坝埂上，遥远见许多
红红的柿子，隐约在翠竹绿树之间，宛
若一幅美丽画卷。本以为是山间的野柿
子树，忍不住前去探得究竟。爬上缓缓
的山坡，却见柿子树下竟有两间老屋，
大门紧锁，青瓦土墙，应该有些年头。虽
然简陋，房前屋后收拾的干净利落，该
是有人在此居住。老屋周边有很多颗高
大的柿子树，高高探过屋脊，老树虬枝
上挂满了红红的柿子，似乎无人采摘。

从山坡上下来，水边有户人家，是
两层的楼房。房前有两位老奶奶坐在那
里闲聊，前面摆着一篮柿子，已所剩无
几。边上有一条土狗，眯着眼睛趴在地
上，见到生人也不吵不闹。借着买柿子
的机会，和老奶奶攀谈起来。好奇对面
的山上的柿子怎么没有人采摘，老人说
那里树高大且枝干脆弱，人不能攀爬上
去。我还是满腹疑惑，要想采摘，办法总
是有的。回头想想，其实这样也好，留些
柿子在树上，可以让一些越冬的鸟儿有
食可觅。有些地方甚至有这个传统，在
柿子收获的时候，要留几枚在树上。我
问上面的房子有人住吗？边上的老人应
答说：我一个人在上面居住。

回来的路上，同事忍不住有些感
慨。那位白发老人在山间的老屋，坚守
着冷暖交织的光阴。山里的岁月简单平
凡，有份与世无争的超然，但那份孤单
也许只有山林清风懂得。

当故乡的柿子红了，那熟悉的味
道，是一抹浓的散不开的乡愁。若红红
的柿树下，有你盼归的亲人，我们应放
下所有，踏上归乡的路。

农林———山间柿子红
□汪 勇

红叶，将夜燃烧成一片亮白
那些被风吹起的梦
此刻，在翩翩起舞
发出激越的声响
我守在火苗的跳动中
将一枚卵石击向天空

雪，依然在等待着
从纷纷的落叶开始
许多的感慨已凝固成眼眸的流沙
一只鸟儿停留在枫树的枝杈上
在歌声中，
迎来了一片淡淡的阳光

是谁，告诉我一个人的冬天
我要将漫天的雪花隐藏
不，我的手已经伸向了远方
大地，是我目所能及的方向
我抖落满身的霜叶
脚下生长起野菊花的芳香

没有谁比我更了解
燃烧在田野中的那堆篝火
它们是黑夜的眼睛
把我脚下的小路照亮
踩着星星点点的温暖
月光在纷纷的雪中相互碰撞

我捡拾起被岁月打磨后的理想
伫立在长长的堤岸上
江水在云端中流淌
我抬头仰望
阳光变成了一把把充满生机的利剑
正在深耕每一块肥沃的土壤

一个人的冬天
□杨勤华

早起，是我一直坚持的习惯，这离
不开父亲的耳濡目染。我家是半工半农
型家庭，家里的农活没有一样落得下，
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父亲早起的功劳。
记忆里，有时我还没起床，父亲已从田
里归来，准备上班了。他希望我也做一
个早起的人，小学时为我买了一副很普
通的字画，首句是“日出即早起，早起就
精神”，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这句现
在看来土得掉渣的话，于学历不高的父
亲而言，确是对儿子最重要的教诲了。
多年来，它像戒律一样牢牢刻在我心
里。

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而我，却
是一个早早远行的游子。从华北平原到
江淮大地，求学、工作、成家，时光匆匆
如流水，转瞬间已过而立之年。回想十
二年前南行的场景，一件无形的人生行
李———早起的习惯，赋予我沉甸甸的力
量，也给我百倍的信心。离开家人和家
乡的怀抱后，正是靠着这个习惯，在日
复一日的坚持中能够感到人生的丰盈；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人生的脚步走的
都很坚实，从不敢虚度人生。

前不久，报载一文抨击当下大学生

不务正业的种种现象，包括沉迷手机
的、上课睡觉的、逃课成风的等，大有恨
铁不成钢之感，“你不失业，天理难
容！”其实，在我求学那时候，这些现象
也有。同学中有一学期上不了几堂课
的，每天沉睡至半晌的，更是不计其数，
以至于经常挂科，无法毕业。所幸，那时
我还能将爸爸的唠叨牢记在心底，从不
做一个昏睡者做起。

在那时，我和一室友略显“另类”，
常常一大早起来，———总是叨扰到熟睡
者的梦，先是到操场跑步，之后就找个
安静的地方读自己爱好的书。我喜欢读
《史记》《三国志》等史书，虽然读起来
很吃力，但却很用心。记得有一次，在学
校广场石阶上，我读得正入迷，背后传
来甜美的声音，“帅哥，我是新闻摄影专
业的，打扰一下，你能保持刚才读书的
姿势吗？”原来是一位美女要为我摄影，
我讷了一下，当时觉得有些无厘头，但
还是依照她的要求做了。现在回想起
来，她应该是捕捉我与朝阳“肩并肩”
的镜头。看来，“早”是有艺术美感的，
也给人以灵感。

与“早”的人同行，是一大乐事，更

是一大幸事。初入职场，单位的“一把
手”是万事求“早”的人，于在办公室工
作的我来说，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后来换了工作单位，“一把手” 也是一
刻晚不得的作风，引导和促进我不做晚
行人。还有一位负责卫生的老师傅，一
年 365 天，风雨无阻，他都会早早地到
来，将办公室收拾得井井有条。虽然这
是他的职责所在，但精神尤为可贵，
———认真负责、准时无误。已是退休的
年龄，又被公司返聘，这是莫大的荣耀。
每天早早与他相遇在走廊里，寒暄一个
“早”字后开始一天的工作，于我是一
件开心的事情。“早”，是可以相互传递
和感染的。

已为人父，“早”，不仅是对自己的
鞭策，也是在教育他人。爱人是一位老
师，给我讲过她同事教育 4岁儿子时的
故事：每天一大早就在宝宝床边诵读唐
诗，起初儿子很不高兴，甚至不耐烦，但
她也不吭声，就是日复一日地坚持，久而
久之，儿子每天早早就醒来，缠着妈妈要
听唐诗。这个故事略显幽默，但生动诠释
了耳濡目染的力量。我希望我能够身体
力行，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将“早”的

理念，或说是“早”的家风传递到他的内
心里。这，贵在坚持，难在永恒。

西谚道：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倒
不是很在意有没有“虫”吃，重要的，是
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惜时如金的生命追
求。当然，收获肯定是有的。李鸿章说，
“清晨之气最佳，终夜紧闭卧室之内，浊
气充塞，一吸清气，精神为之一爽，百病
皆除。”在这位晚清重臣眼里，早起具有
强身健体、祛除百病之效。留下“让他三
尺又何妨” 美谈的清代宰相张英，在
《聪训斋语》 一文中写到，“待日出早
起，梦境清明，神酣气畅，以之读书则有
益，以之作文必不潦草枯涩，真所谓一
日胜两日也。”曾国藩更是把早起视为
“人生第一要务”，认为 “治家以不晏
（晚）起为本”，家书中反复告诫子弟，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不难
看出，早起的习惯，无论对治学、齐家、
健身都是大有裨益的。

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有句名
言，“你知道洛杉矶凌晨四点钟是什么
样子吗？”。《增广贤文》：“莫道君行
早，更有早行人。”愿你我共勉，与“早”
偕行。

与早偕行
□张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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