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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一夜之间，气温便突然降了下来，渐
渐有了薄霜、寒风，乡间冬天的帷幕悄然
拉开。

初冬的乡间天地辽阔。略有些灰蓝
的天空，不再有大朵的白云散步，天地间
陡然空旷起来。收割、晒场，仿佛一夜之
间，那黄金的海便成了狼藉着稻茬的黑
土，欢腾的人们也悄悄地收拾起丰收的喜
悦。极目远眺，朴质的大地袒露着肌肤，
刚播撒不久的麦子还未来得及探出头。
纵横的阡陌没有一丝绿意，成了一道道深
浅不一的划痕。田头沟边偶尔会有一两
棵楝树，张着瘦瘦的枝桠伸向天空；或是
在风中摇晃着灰白芦花的芦苇。村头的
那片小树林也褪尽了繁华，往日穿梭啁啾
的鸟雀们也不知了去向。世界突然间静
谧，一切似乎陷入了休眠。只是人们并不
着急，因为他们知道，这里的每一寸泥土
都在休养生息，它们裸露的胸膛里，住着
一个金色的希望。

初冬的乡间生意盎然。屋旁小菜园
里的仪式仍然隆重。经过霜的小青菜和
菠菜们挺拔着，比深秋时愈发有了精气
神。苗条的大蒜在寒风中甩起了水袖，
与已经高挑的芫荽争风吃醋。那两行韭
菜闷声不响地，只管憋着劲儿往上蹿。
肥胖的白菜却很是娇弱，外层的叶子越
来越蔫黄，人们已经开始考虑让它们进
贮藏室。倒是几棵青椒和紫茄子显得更
加顽强，皱巴着身子兀自挂着，并不因为
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而伤感。窗边那棵
柿子树上还吊着几只小小的红灯笼，为
初冬点上一盏盏暖暖的小太阳。若是走
过哪家喜欢花草的农家，还会看到门前
的小花池。寒风中，总有几株菊花或是
美人蕉仍然昂着头，让人不自觉地生出
满心的欢喜。

初冬的乡间柔软轻慢。经过了春种
夏忙秋收，人们不用再赶着起早下田，脚
步一下子慢了下来，光阴也渐渐浓稠起

来。当浓浓的晨雾被冬阳挑开面纱时，在
大多数人家的土灶已经成了摆设的冬日
里，村里终于飘出了第一缕炊烟。那暖暖
的蒸汽里夹杂着清甜的玉米香或是红薯
香，唤起了往昔日子的疼痛和欢愉，让人
不由得想捧起那只粗瓷碗，扒拉几大筷子
咸菜，“哧溜哧溜”地猛喝一通。

这时候，檐下廊前是最理想的休憩
地。纳鞋底的女人们早已不在，织毛衣
的却持续着热情，只是换成了更为细软
的羊毛或羊绒线。更多的是围着矮矮的
小方桌，你一言他一语地争着指点正要
出牌的一方。庄稼人的快乐很简单，简
单到只要有一两副小小的扑克牌便能在
心底开出花来。墙角是偎依着笤帚的老
猫，似入定的老僧，看一会笑闹的人们，
打一会儿盹，再眯眼看看屋旁那棵老
树。树上结着一个硕大的喜鹊窝。一只
喜鹊逆着光站在光秃秃的枝头，梳理着
羽毛，偶尔朝着前方“喳喳”着。前方是

自西而东的电线，几只麻雀正停在上面
张望着。它们，是在等待指谁的挥棒，好
奏响这冬日的音符吗？

最喜欢初冬的小雨。“细雨生寒未有
霜，庭前木叶半青黄。”选一个微雨的傍
晚，去乡村，最能感知土壤的气息。细细
的冬雨飘洒着，院内墙角散落的黄叶被擦
洗得发亮，衬着灰蒙蒙的天地，透出一股
浅浅的寒意。这时候，倚着门，看一抹炊
烟从邻家的青瓦上袅袅升起，眼里便是一
幅水墨画了。

这样的静谧，最宜畅聊。因为一场小
雨，初冬又增加了几许仪式感。母亲常常
会在这时候杀一只鸡，或是煎一锅肉圆。
火锅早就入得寻常家来，就到门前的菜地
里采一把鲜嫩吧。“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
炉。”不需要秉烛，就着一锅好汤，啜一口
自酿的浊酒，胃口生香。每至微醺时，父
亲便会拿起两只筷子挨次在杯盏边有节
奏地边敲边哼唱。他唱着什么，我一直未
能听清，看得清的是，他额头如斧凿般纵
横的沟壑渐渐铺平，在灯光下显得无比柔
软。

等到夜色深沉，我便可以枕着父亲的
鼾声做一个儿时的梦。梦里，一颗圆圆的
太阳，穿过轻纱一样的薄雾，在村口那片
小树林里露出了红红的脸庞。

□陈晋华

乡间初冬

说起来恐怕
没有多少人相
信，作为一个土
生土长的枞阳
人，在我未当兵
之前，近20年的
时间，居然没有
到过枞阳县城
——枞阳镇。

我对枞阳县
城的了解，源自
少年时代偶尔从
同学处看到过一
本叫《枞川》的杂
志，这本枞阳本
土文化人编写的
杂志对枞阳县的
人文历史及知名
人士如黄镇、朱
光潜等进行了大
力宣传，同时对
枞阳县城所在地
——枞阳镇，也
有一段文字介
绍。

我第一次路过枞阳县城还是
33年前，1985年11月1日，那时一
个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
30名横埠区（原有五六个乡、现已
撤区并乡）新兵，乘一辆大客车来到
枞阳县武装部集中，我们懵懵懂懂，
七拐八弯来到了武装部。也许是

“刘姥姥进大观园”，第一次跨入县
武装部，我们满是好奇感，见什么都
新鲜，总体印象是：枞阳县城平房
多，偶有一二栋红砖结构的楼房，街
上行人较少，正值初冬，绿色植物稀
少。午饭后，稍事休息，我们30人
又换乘新的大客车赶赴安庆市大轮
码头。

我第二次路过枞阳县城，是19
年后的2004年10月18日，这一天
恰好是枞阳县浮山中学建校80周
年校庆日，我们20多个战友不但路
过县城，还在此住了两个晚上。

在县城逗留期间，我们沿着渡
江路漫步，一路欣赏县城街景，人群
行色匆匆，本想看看1949年解放军
渡江指挥部旧址，不巧的很，那几天
指挥部旧址正好关门谢客，我们没
有一睹渡江指挥部的“庐山真面
目”。我们倘徉在湖滨路，围着莲花
湖，一路清风扑面沁人心脾，丝丝垂
柳摇曳生姿，空气质量之优远超城
市。总的印象是：枞阳镇与19年前
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路拓宽
了，五六层的楼房一栋紧挨着一栋，
偶尔也能看到十几层的高楼；莲花
湖周边的绿化带给人一种“湖在城
中、城在湖边”的美感。

我第三次路过枞阳县城，则是
距离第一次路过枞阳县城33年之
后的2018年的11月5日，因为女
儿大学毕业考上了公务员，我们带
着车，陪着女儿到县人事部门选岗，
第三次领略了枞阳镇的风采。老实
说，枞阳镇今非昔比，已经初具城市
规模，一栋栋二三十层高的小高楼
拔地而起，宽阔笔直的马路穿城而
过，十字路口红绿灯闪烁不停，公交
车通达县城主要社区，街心花园、亭
台楼阁及各种花草树木把县城装点
得分外好看，街上行人熙熙攘攘，昔
日荒凉无比类似乡村的县城东部如
今已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尤其是
枞阳县历史上第一条一级公路——
G347国道，把枞阳县城与铜陵市
串联在一起，将进一步拉动县城经
济的发展。

都说旁观者清。说来也巧，作
为一个故乡人，三十年来我三到枞
阳县城，每次来此都是深秋时节，亲
眼目睹了枞阳县城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国家
好，大家才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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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去过云南的苗寨、湖南的湘西苗
寨、广西的苗寨，但都没有此次贵州之行，在
西江千户苗寨给我带来如此的神秘神奇感
觉，并因此让我对这个民族生发敬畏之情。

贵州的西江千户苗寨被发现是十多年
前，几名背包客驴游此处，发现地处山麓由
10余个依山而建相连成片的原生态村寨。
经考证，这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苗族
聚居村寨，有1400余户。目前已开发成为
贵州主要旅游景点，吸引着中外游客。

世人眼里的苗族古老而遥远，它与我
们之间隔着原生态与现代的双重屏蔽，因
此人们好奇并带着探寻走近它。走近那个
被称之为将文字与财富穿在身上的民族，
那个用歌舞表达情感的民族，那个至今坚
守本民族传统习俗的民族。走近那个青山
绿水之间，依着山势逶迤向上所形成的吊
脚木楼“森林”，但你却永远走不进他们生
活的苗家。走近那些生活清贫却精神富有
的人，那些“身无三纹银，每逢佳节遍地捡
金银”从头饰到服饰闪耀着银光的人，那些
用勤劳与智慧，至今非遗继承的手工锻造
银饰工艺的苗家人……

走进西江千户苗寨，正是细雨蒙蒙的
夜晚。沿街现为繁华商业街，在满寨的灯
光辉映下，湿漉漉的青石板发出清幽的光，

正契合小城这古朴风情。
街两端多数是木质三层建筑，在原址

上翻新作为商铺。商铺里最为醒目的是银
饰制品、牛角制品、民族服饰等本地工艺
品。在晚间显得尤为热闹的是饭馆、烧烤
摊点、小吃等。最为吸引旅客的是苗家糍
粑，用棒槌捣制而成，裹上花生、芝麻、白糖
等，一口下去，黏糯香甜，留香唇齿间。

穿寨而过有一条河，称为“白水河”，将
寨子一分为二。自古山水之处聚集神灵，
深居四面环山的千户苗寨似乎被这条奔流
不息的河水激活，贯古通今，让这几百年来
的山寨，在斗转星移中，在各种战乱后，平
静而安宁地随时光老去，却又依然清新、灵
动而充满生机。

在观景台眺望千户苗寨万家灯火，是
来这里不可或缺的项目。远处的吊脚楼，
依山势而铺展开来，随着地形的起伏变化，
在夜幕的灯光构勒下，星星点点，鳞次栉
比，蔚为壮观。对比起白日里的重峦叠嶂、
错落有致，苗寨夜景更让游客产生神秘感
和遐想。

在这居住了几百年的苗家，在这样一
个基本保留原生状态的部落里世代过着几
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数次迁徙中，他们
丢失了自己的文字，用口口相传的方式，传

承着自己的语言；用刺绣、手制银饰工艺，
在服饰和首饰上记录自己民族文化；用自
己的歌舞形式沿袭着自己的传统习俗。

在我们参观的苗族非遗物质文化遗产
博物馆中，观赏到这里陈列的几百件明清
苗、侗等民族服装和手工刺绣品，以及从民
间收集来的古家居用品和老银饰品，其中
一些技艺已在民间失传，成为存世孤品。
我们一面感叹苗族先人们的灵巧智慧，一
面感怀历经冲突或是愚昧而遗失的文化。

清晨，在静谧的笼罩着一层薄雾的苗
寨里独行，一面享受着它的宁静，一面听着
不时有不同口音的游客打身边经过。之前
听介绍说，这里除了居住的寨民外，90%商
铺都是由外地人承租在此经商，因为本地
人根本不懂现代商业。这种随旅游开发一
并涌入的商业模式，在一些偏远和落后地
区普遍存在。在商业气息浸染下，这些原
本不被污染的生态还能长久维持原有的纯
朴纯洁纯正吗？

我们崇尚自然，首先是要怀有敬畏之
心与它和谐相处。对于这样一个坚守自有
文化的原生民族，我们同样要怀着敬畏之
心，不该因为以促进经济为名而扰乱了其
独有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任何一种以
文化形式存在的现实，都是人与自然相处
中经过不断改造而形成。它承载着历史，
记录人类由原始而文明的进程，无论它是
先进的还是落后的，都不该遭受人为地破
坏。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融合，其传
统与发扬的关系，将是整个社会共同关注
和研究的课题。

□陈玲琍

在那遥远地方 有一座千户苗寨

加拿大有一位有名的特殊模特，名叫
温妮·哈洛。在她4岁的时候被查出患有
白癲风，而且久治不愈。她脸上、身上、手
脚上都长满了黑白相间的斑块。在同学朋
友面前，大家都把她视为“异类”，家长们不
愿意自己的孩子和她一起玩，甚至有同学
欺负她。

“异类”这个定义伴随她的整个求学生
涯。慢慢地，温妮·哈洛意识到，不能再这
样任由别人来给自己下定义。于是，她将
注意力从关注自己身上的白斑转为关注自
己身上具有的优点上。她照照镜子，发现
自己不仅有一米七几的身高，还有纤细的
大长腿和精致的五官，她对自己说，没有人
可以定义别人，除了她自己。

她暗暗发誓，要利用自己的优点走上

模特之路。自此，她开始去健身，美化自
己，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发布自己的生活照
和平面照。将自己的外貌大胆地放到公众
面前后，她竟然收获了几十万的粉丝。这
个预料之外的收获，让她有信心将自己穿
比基尼的照片发出来，身体黑白相间白斑
的缺陷完全暴露在众人目光之下。之后，
她不再惧怕别人异样的目光。在2018年，
她更是登上了纽约维多利亚的秘密时尚大
秀。

在这样的时尚大秀上，有很多非议迎
面而来。有人认为，她是利用自己的外表
博取同情……甚至有评委说她不是一个好
模特。面对这样的非常定义，温妮·哈洛依
然坚定地坚持着自己的模特之路，没有在
意别人异样的评论。她说：“没有人可以定

义我，只有我自己。”然后，继续在她的模特
舞台上发光发热。 温妮·哈洛的这
个故事，让我不由地想起另一个故事。著
名作家毕淑敏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在学校
歌咏比赛队中，曾因个子高，被老师以唱跑
调的理由开除，后因比赛人数少而重返比
赛队伍。但重返比赛队之后，老师只允许
她张嘴，不许发声。这时，她已经被定义为
身姿不对、不能再唱歌的人。那时，她被这
样的定义困住，泛化到不能在公众场合发
声。

但毕淑敏没有按照别人的定义一直这
样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她不停地思索和自
我觉察，当一切都想清楚的时候，她冲破了
别人给她的定义魔咒，开始尝试唱歌，在公
众场所发声。现在，她不仅可以在朋友聚
会时高歌一曲，还可以在公众面前进行演
讲而毫无惧怕。

生活中常常是这样，当别人不认同我
们时，便会给我们冠以各种定义。如果我
们只顾在这些定义里痛苦不已，那么我们
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的路。因为，没有人可
以定义你，只有你才能成为你自己。

□黄红坤

没有人可以定义你

邂逅是一种遭遇的美丽，也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
铜草花是种伴铜生长的特色植物，有铜矿藏的地方就有铜草花。从小

就在矿山中长大的我，第一次邂逅这种美丽的花草，却是在湮没在岁月忘记
中的井边铜矿遗址上。

孟冬时节的一个晴天，天气渐寒。上午8时，我们一行五人从铜陵市区
出发，驱车前往江北枞阳县境内的原铜陵有色井边铜矿。车刚到钱铺镇，好
客的镇委员章训平早早就在路口等候，他陪同我们考察位于钱铺镇鹿狮村
村内井边铜矿现存的工业遗迹。在车上，组织此次考察的铜陵有色公司组
宣部副部长王新疆感慨道：“铜陵有色公司注定和钱铺镇有不解之缘。四十
多年前，铜陵有色曾在这里开过矿；四十多年后，铜陵有色与钱铺镇九个村
中的七个村结成对子，委派干部驻村帮扶，协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井边铜矿对于我这个出生于70年代的有色矿山子弟来说，是相当陌生
的，或者说在我参加工作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这座矿山在我很小的时
候就闭坑了。但是，对于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第一批铜陵有色建设者来
说，井边铜矿就是一面红旗，在铜陵及其周边地区是赫赫有名的，它在“二
五”至“四五”期间曾是铜陵有色主力矿山之一。

车行在往矿区的路上，我看见村村通水泥路面宽敞平稳，两边层林尽
染，稻田金黄，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屹立其间。同车五人中，除了我和周
宗雄老师是第一来井边铜矿外，朱益华、黄长春两位老同志都曾来过。今年
已72岁的朱益华，上一次来井边铜矿时还是1973年，距今已45年了。岁
月弹指一挥间，曾经朝气蓬勃的青年已变成古稀老人，朱老感慨万千，但是
激情却没有减弱，他跟我们讲述他当年来井边铜矿路上的趣事。

1973年7月，盛夏时节，朱益华在凤凰山铜矿工作，他因公要到江北的
井边铜矿参加一个会议。当时交通十分不便，朱益华和另两名同事清早从
凤凰矿坐车到市区，然后又转车到横港码头，乘小轮去枞阳县桂家坝。当时
小轮中途要在大通镇码头停靠一个多小时，他们一行三人正值风华正茂，都
特别好玩，他们就下船到大通街上闲逛，不知不觉中错过了上船时间，而小
轮一天只有这一班。参加井边铜矿会议时间是第二天上午8点，他们这三
个年青人开始着急起来，到处打听如何能到达井边铜矿。大通的一位码头
船工好心的给他们出了一个点子，让他们步行到江北的桂家坝。这是个没
有办法的办法，当时已是下午一点半左右，朱益华他们三人顶着三伏天的烈
日，顺着大通马路步行了15里来到梅埂，然后惊魂不定地坐着随波起伏的
小木划漂到江北，再步行40多里土路。当他们疲惫不堪地赶到桂家坝江边
货运站时，已是晚上6、7点钟了，此时已没有开往井边铜矿矿区的车子了，
他们只好挨到第二天早上，搭最早的一辆拉精矿的货车赶到矿区。

当朱老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他的人生囧途时，车子已到了目的地
——钱铺镇鹿狮村，村党支书记王祥海已在村口等候。王支书用电话联系
上鹿狮村桃园村民组组长吴宏德，请他作考察井边铜矿遗址的向导。不一
会儿，吴宏德拄着一根拐棍来了，他有只腿不太好，他说他今年60出头，从
小在井边铜矿上长大。

井边铜矿整个矿区现存的建筑遗址都依坡而建。在坡底，我们最先参
观的是矿招待所。招待所分上下两层，建设于1970年左右，建筑内外部保
存完好，除了部分窗户换成铝合金以外，外观基本与当年一样，现已买给私
人做民宅，一层房间因潮湿放些杂物不住人，二层居住有三户人家。1973
年7月，朱益华在井边铜矿开会时就居住在这个招待所，他虽只住了两个晚
上，但他如今仍清楚地记得住在二楼靠楼梯口右边的那间房间。 45年后
物是人非，朱老在招待所徘徊了半晌，临走时还让我在招待所门口给他照相
留影。村民组组长吴宏德介绍，招待所只是安排外面来人住的，当时在矿区
上班的职工大多没有住房，都借住在当地村民家，一个月房租费2-3元。

离招待所不远处就是职工俱乐部，是矿内开大会和搞文艺演出的地方，
建于1975年，剧场可容下1千多人。俱乐部正门的外墙还如昨日一样颜
色，只是攀附上绿网式的爬山虎，给人一种岁月的沧桑感。从俱乐门口挂着
的招牌上看，这里曾做过某企业的木器加工车间，但现在也废弃不用了。吴
宏德说，井边铜矿1979年停产闭坑后，俱乐部移交给当地政府，政府每次开
大会都在这里面，但后来由于此地大雪多，房顶受到损坏，乡政府开始几年
还进行了维修，后来就不在这里面开会了。

井边铜矿的原党委办公室在职工俱乐部上面坡上，始建于60年代初，
现还保存有三、四栋平房，已成为民宅，屋梁、外墙等主体结构还保持原
样。原党委办公室大门的外墙上还依稀能看到“人民万岁”的标语，不知
可是当年的遗迹？同行的周宗雄老师是铜陵市诗词协会会长，退休前也
是资深的报社文学编辑，他虽然也是第一次到井边铜矿，但是他对井边铜
矿的历史很是清楚。他曾特邀编辑《我与铜陵有色的故事》系列丛书，书
上就收录了几篇关于井边铜矿的回忆文章。他说，六七十年代，铜陵有色
公司有三个先进标杆典型，一个是铜官山铜矿松树山火海夺铜，另两个典
型都在井边铜矿。建设于“一五”末的井边铜矿，属于简易投产，但由于仓
促上马，生产系统不配套，实际生产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且矿区交通十
分不便，条件简陋，但是矿工们克服重重困难，年年完成生产任务，井边矿
设计能力为年产500吨铜料，1972年完成任务为1317吨，“小矿大打翻身
仗，产量翻番又拐弯”的井边铜矿成了铜陵有色的标杆矿山；而另一个典
型就是井边铜矿优秀共产党员、副连长张维宽的“硬骨头精神”。我曾在
《我与铜陵有色的故事》书中了解到有关张维宽的一些介绍。张维宽1930
年出生在安徽庐江县泥河镇双塘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8年底，他
来到了井边铜矿工作。旧社会穷苦出身的张维宽，虽然认字不多，但他一
直坚持读书学习，树立“身在矿山，开发矿业”的雄心大志，在组织的关怀
帮助下，各方面进步很快，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哪里最艰
苦，哪里最危险，张维宽就肯定在哪里。1970年10月，张维宽被提拔为井
边铜矿采矿连的副连长。地位变了，可是他矿工的本色丝毫没变。1971
年5月11日，张维宽因公牺牲。当时的井边铜矿发出了“向张维宽学习”
的号召，铜陵市广大矿山职工和周边群众自觉加入到学习活动中，学习活
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井边铜矿的原党委办公室右侧，耸立着一个高有十多米的三层碉堡
楼，很是醒目。吴宏德告诉，碉堡楼建于文革时期，是矿武装部放置枪枝的
地方。吴宏德又带我们来到变电所，他说，他所在的村是枞阳县第一个用上
电的自然村。变电所的电来自于佛子岭水库电站。在建变电所前，矿区生
产及生活用电都靠柴油发电。井边铜矿闭坑后，变电所移交给当地政府，除
供应当地乡村用电外，还转供普济圩农场，直到2000年左右才废弃不用。
原井边铜矿的尾矿库与变电所只有一条防洪沟之隔，上面早已复垦，长满了
高大的树木和茂盛的野草。变电所后面的不远处山坡上有些废弃厂房，那
就是井边铜矿曾经的选矿车间。

站在一处高坡上，我才发现整个井边铜矿遗址被四周连绵起伏的竹海
所包围。钱铺镇镇委委员章训平介绍，竹材加工是当地经济产业之一。他
指着对面不远处一座巍巍耸立的大山说，那就是三公山，因为枞阳、庐江、无
为三县公有，故名三公山，主峰龙王尖海拔674．9米，是铜陵市的最高峰。
章委员满怀憧憬地说，乡村振兴一靠产业，二靠旅游。位于钱铺镇鹿狮村井
边铜矿工业遗址如果能保护开发好，和铜陵第一峰三公山、美好乡村有机的
结合起来，成为乡村旅游的一个红色因素，即可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又
可以振兴乡村经济。

下了选矿场陡坡，村民组组长吴宏德指着土路下面一个不起眼的洞口
介绍，这是井边铜矿正150米平巷井口，张维宽和工友们曾就在这里上下
班。我绕道下到洞口边，发现巷口已被淤泥和土石掩盖了大半，人已经很难
进去了……

这时，我忽然听到有人在喊：“铜草花、铜草花！”我顺着手指的方向，果
然发现路边有两丛紫红色花草开得正艳，二、三只野蜂在花丛中飞舞。哦！
这就是铜草花，似曾相识的熟悉。我想，铜草花我以前一定遇见过，只是没
有注意它的存在。现实中有许多被遗忘的事物就是这样，只有当你用心去
感受时，你才能从中发现它的美丽。

邂逅铜草花的美丽，也许正是如此吧！

□方咸达

邂逅铜草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