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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从丽江回来，带给我一把绢丝
小扇。扇面上，一位彩绘仕女坐在爬满
藤萝叶蔓的临水阁楼上，倚阑望月，一
柄轻盈的团扇半遮着容颜，眉间紧蹙，
犹惹人怜，与串串如璎似珞的紫色花
穗，辉映成一幅清绝的画卷。我入手摇
来，清风习习，凉意阵阵，让人顿生“银
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
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的遐想。

坐在流水的光阴里，深闺中的女
子，挥舞着轻罗小扇，扑花中蝴蝶，捉月
下流萤，那份曼妙婀娜、欲语还休的女
儿娇态令人不由怜惜。抚过花影，纤指
素扇，盈盈一握，眉目间传情，投足间生
意，轻轻的，缓缓的，如凉风从远古飘来
直入心扉。

扇子，古人称之为“凉友”，当盛夏
酷暑，汗流浃背之时，扇儿轻轻一摇，便

有微风扑面，使人心旷神怡。我喜欢小
扇摇出的清风，轻柔地带来宁静和舒适
的味道。记得小时候，家里还没有空调
和电扇，每到炎炎夏日，母亲就会到集
市购买几把蒲扇，蒲扇的颜色淡黄，贴
近扇面闻一闻，有一股子的幽幽植物芳
香。新扇买回后，巧手的母亲找来细长
的花布条，在蒲扇边沿缝上美丽的花
边，既增添了风韵，又延长了扇子的使
用寿命。每一个烦躁难熬的夏天，扇子
成为我们最好的伴侣，为一家人散热祛
暑，带来清爽怡人的清凉和愉悦。

蒲扇的夏夜是温馨的。那时，吃过
晚饭后，如水月光泻下，整个村庄像披
上一层薄薄的纱巾，闪烁着如同梦幻一
般的光芒。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集聚在院
门外乘凉，大人们一边手摇着蒲扇，一
边话着家常；孩子们嬉戏打闹，捉迷藏、

拍萤火虫……朗朗的笑声，回荡在月色
里，惊醒了树上的小鸟，喳喳一声，扑楞
楞地飞向另一棵树。玩累了，疯够了，我
们就躺在竹床上纳凉。这时，母亲总是
轻轻摇着蒲扇，不停在我身侧扇啊扇
的，送来的阵阵凉爽不仅平息了心头的
燥热，也赶走了蚊虫。仰望长天，星空皓
渺，明月皎皎，蛙鸣虫唱，听着母亲又讲
起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白蛇许仙等美
丽古老的故事，渐渐睡意朦胧，甜甜地
进入了梦乡。白天的喧嚣、燥热，融入清
风明月中，一切回归到沉静恬然。

在扇子摇来的清风中，我们就这样
度过了一个个炎夏。随着年龄的慢慢增
大，接触的扇子种类越来越多，有竹扇、
羽扇、团扇、牙扇、骨扇、蒲扇、葵扇、草
扇、纸扇、檀香扇……但让我最喜爱的
是扇面艺术。父亲爱听京剧，他常拿一

把上面有字画的折扇，开合之间，人物
景象、诗词墨宝呼之欲出、气韵灵动，
意境高雅，给当时的我们带来无限的
生活情趣和快乐。如三国英豪中的孔
明和周瑜，两把羽扇，珠联璧合，轻摇
慢摆，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红楼裙
钗中的俏宝钗手持团扇，扑蝶戏耍，勇
晴雯撕扇子千金一笑。水浒好汉中的
李逵手持二尺长大折扇，粗犷豪爽。西
游记中的孙大圣三借芭蕉扇，扇灭火
焰山。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咯血化为点
点桃花……每一把扇子都风情万种，
阅尽天下事；每一把扇子睿智聪慧，体
悟人间情。

蒲扇摇来清凉夏，岁月留香。时至
今日，随着空调、电扇的普及，扇子逐渐
淡出人们的视角，但每当走在酷热的夏
日，阵阵热风扑面而来时，我仍怀念那
一柄柄留下温馨亲情回忆的扇子，小扇
微风，像饮清冽可口的甘泉，轻轻涤去
烦忧的尘埃，岁月静好，那一刻的凉适
与惬意，是属于慢下来的好时光，在我
心中成为深深的眷恋。

轻罗小扇摇清风
□钟 芳

因为干了几十年的记者，与大地结
缘，也与山结缘，因此也爬了不少山，一
个原本生长在淮北平原的人，能亲近过
那么多大山，自然有些意外。北国边陲、
青藏高原、天涯海角、大江南北……有
许多的山在我的生命里都留下印记。我
不敢说我的脚印留在哪座山上，因为人
到古稀之年，我知道自己的微小，在大
山面前，没有豪迈，我更多地怀有一种
谦卑。

青年时代，我曾看过电影故事片
《狼牙山五壮士》，得知狼牙山就在
太行山中。因此，在我脑海里就把太
行山当作是一座英雄山，一座慷慨
的山。2017 年 3 月，《燕京都市报》
一位退休老记者朋友打来电话说，
太行山中不仅有英雄山，而且还有
许多风景特别美的山，并说天桂山
值得一览，于是，我和老伴驱车来到
天桂山。

天桂山位于河北省平山县境内
的太行山中，因和桂林的山相似，曾
被冠以“北方桂林”之美称。驱车进
入天桂山景区，一路怪石嶙峋，奇峰
兀立，在我的意念中，不是坐在疾驰
的车里，而是在大山叠合的交响乐中
穿行。车子顺着蜿蜒的山路前行，一
直开到燕尾沟，攀登便由此开始。数
尽 740 多级石阶，一口气登上“一道
龙观”，不觉浑身大汗。喘息片刻，再
攀 700 多级石阶，便来到仙姑庙。此
庙建于悬崖石窟堂内，庙内有三皇姑
塑像及壁画。庙西侧有齐天大圣猴王
庙。由仙姑庙右行经吕洞宾仙洞，即
到达天桂山主峰的青龙观道院。“进
山林修山养性，入洞门学道为仙”的
道观大门对联格外醒目，观内主殿为
真武殿。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李自
成起义后，崇祯皇帝预感江山不稳，
便派心腹太监林清德出京选隐地、建
行宫。林清德四处察访，最终选中风

景秀丽，易守难攻的天桂山。后又投入
巨资，仿照北京宫殿的模式为崇祯修筑
归隐之所。但天不遂人愿，没等崇祯逃
出，起义军便攻破北京，崇祯吊死于煤
山。后林清德便在此出家修道，改行宫
为青龙观道院。并在主殿内铸起高 2
米的真武铜像，收弟子，续道教。使天桂
山成为华北著名的道教胜地。道院东面
建有朝圣门，门内山路迂回，奇石突兀，
怪柏森森，游人至此，大有坠入道门，飘
飘欲仙之感。

由此向上攀登，登上断崖上的盘山
天梯，只觉得两耳边风呼呼直响，稍一
回头，便不禁两腿发抖，真是令人一步
一惊心。天梯尽头处，千丈绝壁上三个
朱漆大字———“北武当” 格外醒目，给
天桂山增添了一笔重彩，不能不使我平
静的心狂跳起来。据朋友介绍，天梯尽
头处，即是白毛仙姑洞，故事片《白毛
女》 大春和喜儿重逢的镜头就是在这
里拍摄的。由道院下行可到达藏龙洞。
此洞深奥莫测，奇形怪状，洞内乳石乳
柱或直立、或倒悬、或侧卧、千姿百态、
言以言状。进入百余米处，有一石龙，头
尾显露逼真，惟妙惟肖。藏龙洞由此而
得名。

在天桂山一千多米高的山崖处我
们看到了一口“明珠井”，此井水深仅
一米许，据导游介绍，这口井旱不竭，涝
不溢。我们舀了一茶杯喝一口，顿觉沁
透心脾。我说一声“今日享受道家的清
福”，同伴们都大笑“真好喝”，好不惬
意。

下得山来，沿途又有母子石，飞来
峰，鸳鸯石、利剑峰、百鸟朝凤峰等胜
景供人观览，又有落驾亭、卧龙亭、望
景亭供游人歇脚。天桂山是华北地区
的一座名山，在我眼中，她可与黄山、
张家界的黄石寨景区相媲美，她那雄、
险、奇、秀的特色令我回味。啊，美哉天
桂山！

美哉天桂山
□殷修武

芸与她的老公相识颇有戏剧性。那
时她陪着女同事去相亲，相亲地点在男
方家里。两个“主人公”在屋子里单独
交流的时候，她就在院子里看满院的花
草。女同事相亲对象的弟弟正在院子里
侍弄花草，他小心翼翼地为花草浇水。
等他走到南墙根的木槿花树下时，看到
她在紫色的花丛中微笑的脸，顿时呆住
了，人花相映，那么美，他动心了。而她
觉得他对花草都如此有爱心，一定是个
体贴细心的人。

最后的结果是，相亲的两个“当事
人”对彼此“没感觉”，而两个作为陪
衬的局外人却幸福地走到了一起。当时
媒人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
柳成荫。”这么有趣的事，就这样发生
了。相逢，真的是一场美丽的意外，就像
平淡的旅途中的美丽邂逅，给我们意料
之外的惊喜。

细想我跟芸的相逢，也是一场美
丽的意外。那时我去外地进修，有一次
上课，我迟到了，推门进了教室，发现
老师正在台上讲课，台下是一片黑压
压的脑瓜。我一眼扫过去，没有一个空
座位。我就在前面尴尬地站着，不知所
措，脸上不由发起了烧。紧张中，我看
到她冲我招了招手，我便像找到救星
一样冲了过去。其实，她那里也没座
位，只是她坐在边上，可以和我挤一个
座位。我感动于陌生朋友的热心，冲她
笑笑。

后来，我和芸成了朋友。我们俩不
仅性格相似，而且爱好、生活习惯都有

很多相同的地方。两个人在一起交流，
都有遇到知音的感觉。没想到在异地他
乡，还能遇到性情相投的朋友。短暂的
培训结束后，我们的友谊并没有结束。
她在我的邻县，其实我们离得并不远，
原来也可能见过彼此，只不过人海茫
茫，或许我们在无数次擦肩后，才有了
这场意料之外的美丽相逢。如今，我们
的友谊持续了多年，依旧把对方当做知
己。

其实，哪一场美好的相逢不是美
丽的意外？世界何其大，世上的人何
其多，千千万万的人中，为什么偏偏
与你有过交集、并结下不解之缘？两
个人遇到了，都有“得知，我幸！”的
感觉，感谢上苍安排了这样一场美丽
的意外。

绝大多数的相逢，不是刻意寻找
的，总是带着偶然的色彩。“我是天空
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到你的波心。”这
样的偶遇，带着浪漫传奇的味道。美
丽的相遇，需要天时地利的推波助
澜，只要差一点点，就不可能遇到彼
此。美丽的相逢如同一次花开，早一
点花未吐蕾，晚一点花已凋谢。相逢
带着巧合的色彩，值得珍惜。如果一
场相逢让两个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那这场相逢就实在是缘分之手的巧
安排。

相逢是场美丽的意外，两个人都被
一根线牵引着赶往相逢的地点。遇到
了，问一句：“你怎么在这里？”然后相
视一笑：“是为了等你。”

相逢是场美丽的意外
□马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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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也是雷阵雨多发的季节，有谚
语说：“夏雨隔田塍，鸟湿半边翅”。意
谓在夏天午后，闪电如果出现在东方，
雨不会下到这里，若闪电在西方，则雨
势眨眼之间很快就到跟前，要想躲避都
来不及。常常是这边下雨那边晴，正如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东边晴天西
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过去农村生活的记忆中，夏天的雷
阵雨多与三伏天“双抢”紧紧地联系在
一起的。农人顶着热日在稻田里不断地
挥舞着镰刀，稻穗一垄接着一垄躺倒在
身后。突然之间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乌
云翻滚，豆大的雨点顷刻之间便滚滚而

下。毫无防备的人们刹那间便四散奔
逃，各找附近的亭子间里去避雨，一时
半会找不到避雨的地方，就会扯下几把
稻草，搭在树枝上，临时搭建一个避雨
的场所。农人心里清楚，这样的雨转眼
间就会停住，因此也不回家歇着。等阵
雨过后，就接着干地里的活。夏雨“稀里
哗啦”下了一阵子，就停歇了，太阳便马
上出来了，变得异常的溽热，农人把湿
漉漉的稻子收了回家，及时把稻谷摊晾
开来，不然就会沤发芽的，甚至谷子发
霉烂掉。插秧时的雷阵雨到是及时雨，
田里的水极是烫手，一阵雷雨到可以缓
解田里的水温，带给人一丝凉爽感。

最麻烦是晒谷的时候遇上雷阵雨。雷
阵雨很多时候有点神出鬼没，让人无法预
料。好好的天气，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时候
突然而至。要是一家人都到较远的田里插
秧，而家里的晒谷场上则晾晒着稻子。再
晒几天，稻子就干了。上午还是晴空万里，
到了下午天色突变，母亲才记起家中晒谷
场上的稻子，由于我跑得快，母亲赶紧叫
我回家收稻子。我丢下手里的活，就朝家
里跑去。身后的雨幕齐刷刷的朝我奔来，
仿佛是在和我赛跑。刚跑出不久，豆大的
雨点就到了我的跟前。心想，我怎么跑得
过雨呢？又继续跑了一阵子，眼前的马路
上却是干的，没有半点雨水的痕迹。等火

烧火燎到家之后，晒谷场上并没有雨，而
乡亲们都在忙着收稻谷，恐怕一阵山风，
山那头的雨随时光顾到这边来。等我把稻
谷收拾得差不多了，大哥及母亲才慌慌张
张赶来，见安然无事，也就放心了。

夏天的雨就像脾气暴躁的人，一阵
暴雨过后，立即恢复了平静。这时，走出
家门，一股泥腥味扑鼻而来，空气中多
了些凉爽，行人小心翼翼地避过一些浅
浅的水洼。池塘里荷花经过了阵雨的淋
漓，荷叶上银珠翻滚，荷花瓣上湿漉满
怀，变得格外的妖娆和娇羞。池塘里的
鱼儿有了夏雨的滋润，变得异常活跃起
来，不时“哗啦”跃出水面，水波漾起，
清凉的心情也涟漪开了。路边的小花小
草得到了及时雨的浇灌，也挺直了腰
杆，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乡村里的夏
季，因为有了来去匆匆“调皮”的夏雨，
变得生动而充满诗情画意。

夏雨隔田塍
□江初昕

公司近段时间生意都不大好。经过
多方面努力，今天，终于有一个大客户
愿和我们合作，约好晚上在一家酒楼会
面商谈。我欣喜若狂地去向老板回报。

没有想到老板却犹豫了，沉思片
刻，说：“这样吧！改在明天晚上。”

我惊讶地望着老板。好不容易才拉
到这样的客户，要知道商场就是战场，时
间与效率就是人民币。在这企业及及可
危的时候，不知老板有什么事比这还重

要的，让他推辞。我不理解地再次向老板
提醒道：“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否把
其他事情往后推一推。”我期待地看着
老板沉思的面孔，等待着他正确的选择。

老板说：“可我已经答应父亲，今天
晚上回家吃饭。”

我不由地笑了，原来是这样的小
事，还以为他是要和什么情人，或和什
么高级人物约会啦。我轻松地说：“这好
办，给你父亲打个电话，说自己今晚有

事，明天晚上再回去吃饭。”
老板难为情地说：“那样的话，父亲

一定会很失望。”
我不理解地看着老板，希望他从新

作出明智的选择。稍许，他补充说：“母
亲去世得早，父亲孤零零地一个人。我
说好要回家吃饭，父亲就满怀期待地去
买菜，烧饭，等着我回家坐在热腾腾的
饭桌前，拿起筷子吃他的饭、菜。那一
刻，你知道父亲有多么地幸福和快乐，

要是现在打电话回去，他的希望就落空
了。我不能让父亲失望。记得有一次，也
是说好回父亲那里吃饭，结果有事，就
给他打电话说不回家吃饭了，他就在客
厅里整整等了一夜。我内疚地问父亲，
怎么不去睡。他说，我怕你万一回来吃
饭时，饭菜凉了，我好去帮你热热。

听完老板的话，我心里十分感动，
无比敬佩他的选择。

在老板的影响下，那晚我也跑回了
久违的父母身边，吃着母亲做的饭。然
后，和父母天南地北地侃侃而谈，听得
他们脸上乐开了花。看着父母那幸福和
满足的样子，我忽然明白，不让父母失
望，才是最好的孝敬方式。

不让父母失望
□王星烈

石洞耆(现天门镇) 境内 ，清朝以
前，天门山以北，有八大姓：丁、盛、江、
何、陈、吴、舒、徐；而在天门山以南涧北
冲有：张、汪、戴、曹四大姓。

据乾隆丁丑年县志记载，天门山有
庵堂寺庙八座：望江庵、觉华庵、雨香
庵、最上庵、永济庵、望霞庵、观音堂，古
刹梵天寺(又称红光大庙)，建于唐末昭
宗天祐二年(公元 905 年)，北宋仁宗嘉
祐八年(公元 1063 年) 赐有扁额。寺庙
坐西北朝东南，共有三进，前进两侧是
厢房，中进中间是天井，两侧为走廊；后
进属于正堂，正堂的中间是三尊佛像，
两侧是十八罗汉。寺庙前是长流不息的
梵天泉，泉水清澈凉爽，天旱时可灌溉
千亩良田。

元朝的进士房芝兰六年之内曾两
次来游天门山和梵天寺，对梵天泉更是
流连忘返，经久难忘，并赋诗二首：

第一次题为《梵天寺泉》：
云根流出泻寒声，冷心禅关竹树

清。
气泄化胎飞宝锡，岩开水谷愧尘

缨。

鹤林月浪秋常浸，龙海波涛夜忽惊。
分我一瓢苏旱岁，化为霖雨泽苍生。

第二次题为《重游梵天寺》：
门前流水碧粼粼，禅妥僧闲化后

淳。
搅梦半因诗作祟，破寒全藉洒生

春。
休叫一切有为法，误着三生自在

身。
拂袖重来经六载，梵云飞雨洗儒

巾。
据说，修建梵天寺，丁氏家族不但

出了很多银子，而且还出了不少人力，
梵天寺建好以后，四面八方的香客慕
名而来，香火不断。丁氏家族很快发
达，人丁兴旺，到了清朝中期号称二万
丁姓。

一个家庭有贫困之时，也有富贵
之日。贫困时，莫悲观，只要勤奋，富贵
之日就会到来；富贵时，莫奢侈，富贵日
子会更久。一个家族亦同理，兴旺之时
不骄狂，骄狂易闯祸，闯祸易衰落。

传说，二万丁氏自从打赢了山场官
司以后，就更加得意忘形，肆无忌惮，一

些人专门做违背道德，伤天害理，超越
权限，侵犯国法，结果引火烧身，咎由自
取。后来丁氏衰落有三种说法。

说法一：丁氏在二房村庄前的河
道处修了一座 “观音阁”，下面还修
了暗室，如有美貌孤身女子来烧香，
就被悄悄扣下，关在暗室里供和尚和
几个丁氏家族的人寻欢作乐，时间长
了，风声走漏，被官府明查暗访，取证
后，派兵拆了观音阁，镇压了为非作
歹的人。

说法二：丁氏大兴土木，在龙潭重
新建祠堂，共修九进，第一进龙潭，意为
藏龙之地。这是欺君重罪，此事被盛氏
探知，就派人告诉了在朝廷做官的盛嘉
祐，他向乾隆皇帝奏了一本，皇上震怒，
下圣旨到地方官府派兵除之。官兵到
后，不但拆毁了祠堂，而且还镇了一大
批丁氏人。

说法三：由于丁氏家族兴旺，雇

工做事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家不把
雇来的长工当人看，长工们做的是牛
马活，吃的是猪狗食，致使一些人怀
恨在心。后来太平天国运动时，这些
长工中有不少人参加了太平军，他们
随军转战南北，有人战死、有人立功、
有人发财、有人升官。几年后，因太平
军内讧，清军趁机反扑，太平军处处
失守，节节败退。长工中有一个叫张
英的太平军师帅，他带着二三百名残
兵败将路过此地，为泄私忿，借故将
丁氏家族的人杀了很多，剩余的人都
弃家逃跑了。张英报复之后，就带着
队伍来到西冲畈。

西冲畈在双龙洞以东约一里多路，
是盛尚泰后裔居住的村庄，北靠西峰
山，东、南、西三方均为开阔地，当时西
冲畈十分兴旺，每年的正月可以兴三条
龙灯，说明这里起码有一百来户人家，
四五百人。

张英是带兵打仗的，当然知道地形
地物对打仗驻扎的重要性，他将队伍带
过来安营驻扎，进行休整，并把村庄的
百姓几乎全都撵走，对反抗的和不愿意
走的全部杀害。人们就称这些兵为长毛
子。

不久，有个旅帅又看中了汪冲，这
个村庄座落在大山涝脚下，三面环山，
村前有三四里路的开阔地，从军事上讲
确实是一处易守难攻的要地，撤可以进
入深山，攻可以居高临下。起初他们只
派了几个人进村庄，可这个村庄由于战
乱的缘故，也作了一些粗略的防备，老
百姓将村庄前面用石头砌有高大的围
墙，中间只留了一道大门供人们进出。
几个士兵进去后，就被人杀掉了。长毛
子后来有所警觉，他们把几个人在村前
试探以迷惑百姓，而另外一队人马则悄
悄地摸到村子后面，杀进了村庄，老百
姓不是长毛子对手，只好弃家逃跑。村
子里面有一个针匠很有头脑，他就跑到
垅上吴家(距双龙洞约两里路)找到了清
朝末期的武举人吴宝山，请求联手撵走
长毛子。

吴宝山力气过人，武艺超群，骑马
射箭，百发百中，他也知到了张英大肆
屠杀无辜百姓，心中愤愤不平，就答应
了与针匠联手。由于长毛子人多，不便
硬拼，只宜暗斗。于是他们每晚都到长
毛子营里摸一趟，可是长毛子每天早上
都发现有几个士兵被杀，后来张英就派
人暗中打听，得知是武举人吴宝山与他
们为敌时，就觉得此地难以驻扎，因此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他们计划转入大通，与大通的长毛
子合为一股。临走时放了一把火，将西
冲畈的房屋烧得精光。见此情景，吴宝
山十分气愤，认为自己是一个武举人还
不能保住一方平安，他就单枪匹马跟在
长毛子后面追杀，长毛子退到上水桥
时，为了阻止吴宝山的追击，就将上水
桥炸掉。吴宝山追到桥头，见桥被炸，就
勒紧马缰绳，两腿用劲一夹，战马长啸
一声，四蹄腾空，一跃就过了河，他一直
追杀到大通东头的驴子岭处，方拨马回
头。

可西冲畈这个兴旺的村庄经那次
战火焚毁以后，就再也没有振兴。

西冲畈长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