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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铜官山铜官山

新麦熟，麦蝉鸣。
在我的家乡，蝉，通常分为四类：

一是麦蝉，也叫“嘟了”；二是蚱蝉，亦
名之为“稍迁”；三是普通意义上的夏
蝉；四是秋蝉，也叫“寒蝉”，或者“尾蚴
哇”。

论体型，普通意义上的夏蝉，个头
最大，蚱蝉个头最小；论肤色，寒蝉，肚
腹缠绕着白色的花纹，故而，看上去最
为漂亮；若然论声音之美，最美者，就
当属麦蝉了。

麦蝉，个头比蚱蝉大，比通常意
义的夏蝉小，最突出的特点则是：色，
呈土黄色，肚腹圆长，鸣叫时，尾部翘
起。

麦蝉，是一年里，最早发出叫声
的一种蝉，又恰逢小麦成熟时节，
所以，人们就叫它“麦蝉”了。麦蝉的
叫声，很特别，一声接一声，舒缓而又
急促，“嘟……了，嘟……了，嘟……
了……”，一声“嘟了”，构成一个
节拍，“嘟”和“了”之间，声音拉
得很长，但一旦“了”字结束，就是
一个急促的回收。那叫声里，仿佛
积蓄了深厚的喜悦，好借这个美好
的季节，以自己特别的声响，表达出
来。

因其叫声“嘟了，嘟了……”，所
以，乡下人，又拟声而名之，称其为“嘟
了”。

麦蝉，叫声悠远、嘹亮，又富有节奏
感，故而，声音特别缠绵、悦耳。麦熟时
节，听一声麦蝉长鸣，是一件极美的事
情。

让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麦场“听蝉
鸣”。

麦熟时节，乡下人都要碾压麦场；
特别是大集体时期，一个生产队，要共
用一个大麦场，也叫“场院”。收割下
的小麦，先要堆在麦场里，进行“梳
麦”。

麦场中间，堆满了麦捆；围绕麦
捆，四周就坐满了“梳麦”的女人。她
们，每人一把镰刀，一把木梳；左手抓

起一把麦秸，右手就用木梳，一下一下
地梳理着，直到麦秸上的杂草，被梳理
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光滑的麦秆。

浓郁的麦香，在场院中，滚动；女
人的体香，在麦场上流淌；白花花的阳
光，照在场院里，满目是金灿灿的明
亮。场院边上，树上的麦蝉，在一声声
地叫着：“嘟……了，嘟……了……”这
些麦蝉，似乎就是嗅着麦香而来的，所
以，场院周围的树上，特别多。叫声，
此起彼伏，静静地听着，你就会觉得，
仿佛那蝉鸣声里，都蕴着这个季节的
明媚，飞扬着甜蜜蜜的麦香；那每一声
蝉鸣，都如熏风拂过心田，温软着人的
心。

我的母亲，也在“梳麦”，每次听到
麦蝉鸣叫，她总会自言自语道：“嘟了，
嘟了，下来麦子吃面条……”这是一句
农谚，这句农谚，把麦蝉的鸣声，和新
麦丰收的喜悦，融合在了一起。多年
之后，我品味这句农谚，犹觉得这里
面，是充满着多么朴素的渴求啊。那
时候，粮食缺乏，小麦作为细粮，更是
缺乏得不得了，故而，吃一顿面条，就
成为了人们心中的一份期盼，一份喜
悦。

麦蝉叫的时候，又是正当西瓜成
熟的时节，所以，农家还有一句谚语：

“嘟了，嘟了，西瓜熟了，甜瓜没了。”意
为：甜瓜已经吃完，西瓜正好熟下。

确然如此。村东有一个水湾，湾
边有三棵大柳树。这个时节，大柳树
下，就常有卖西瓜的人。柳荫匝地，薰
风拂拂，卖瓜人，衣衫素朴，草帽盖顶，
大有隐逸者之风。“牛衣古柳卖西瓜”，
别生一境。

村人割麦归来，又累又热，于是，
大柳树下作一小憩，顺便再买一个西
瓜，边吃边聊，边听着柳树上，一声声
的麦蝉长鸣，就别提有多惬意了。

哎，久居小城，已经多年没有赶上
家乡的收麦时节了，多年没有听到麦
蝉的鸣叫声了；于今，写着这些文字，
好生思念，好生思念……

□路来森

麦蝉

嗅着荷香将它视为天籁是童年时
的感觉，家乡的一汪荷塘，晴日碧叶连
天，雨夜倾听，如琴声戏打芭蕉。更不
用说荷花了，它香透身心，飘扬在暖风
田野，让人如醉如痴，魂牵梦绕。后来
我想，荷的香非同一般，从叶间透出来
的是清香幽谷，从花里透出来的是弥香
天籁。我心有所悟，那荷香渗透到我的
五脏六腑，让我的血液畅流起来，香韵
弥漫到生命所有的感观细胞里。

少年读了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
色》，感觉那语言营造的神秘天地间，有
一种灵动像缕缕幽香扑鼻，似一阵缥缈
的轻岚朦胧地在眼前飘忽不定，仿佛夜
色中的天籁若隐若现，其实那是一种少
年未知先觉的冲动与激情在燃烧。多
年后我听了以同名创作的流行歌曲，突
然有了醐醍灌顶的感觉，因为无论从朱

自清文字中嗅到的雅韵飘香，还是现代
歌曲中散发出来的明亮畅快，都能让人
意醉神迷，这正是荷的魄力，它来于自
然的天香神韵，也来自心灵的暗香浮
动，更来自生命的皓月当空。

最早描写采莲的汉乐府是一幅诗
意图，也是一首天籁曲。它是一首声韵
相和的歌辞，也是人们在“相和取乐”中
创作出来的劳动歌曲，后人称它是采莲
诗的鼻祖。诗中不写花而只写叶，意为
叶尚且可爱，花更是妙不可言。我的一
位老师告诉我，大体这类民歌，纯属天
籁，最初的创作者们未必有意为之，而
是大自然中显现出来的一片生活画卷
与丰沛生机，造就它天籁般的灵魂与意
蕴。此诗的前三句由领唱者独唱，后四
句为众人和唱，运用重复的字词在反复
的和声中跌宕起伏，表现了古代民歌朴

素明朗的风格，描绘了江南采莲欢腾热
闹的欣喜场面。为此我想，此时的采莲
已经成为表象了，而生命内蕴穿越的是
超然物外的大气象与大风情。

读过南华帝子赠友的采莲诗，让
我欣赏到莲叶深处谁家女子，隔水笑
抛一枝香莲，水覆空翠色，花开冷红
颜……回首望君已隔岸，挥手别君已
泪潸……莲塘西风吹香散，一宵客梦
如水寒。可见，生命的冷峻清香已经
渗透到骨髓深处，那荷叶飘忽着的不
是自然纯香，那荷花散发着的不是单
纯花香，那是人情风雨的泪潸香痕，
那是刻骨铭心的月白风清，那是魂牵
梦绕的乡情神韵。

聆听荷香天籁，感受自然与灵魂对
话，体察心灵与香韵弥合，我仿佛走进
了一片净地，在那儿修塘植荷，在一片

荷香连天中变得宁静、淡泊而朴素……
暖暖的阳光，温馨的夜色，深幽的池塘，
一抹抹淡淡的荷香，带着香风甜润，扑
鼻而来，散发在草丛、树梢和天地间。
我身影孤立，在水一方，从荷香深处看
一叶兰舟轻轻浮荡，划过秦时明月，穿
越汉唐风韵,烟波袅袅，清香如天籁洒
落山泉，如神韵穿越高山，如无边的渴
望散落在丝丝柔情的江河山川。

突然想起宋朝周敦颐的《爱莲说》：
“予独爱莲之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
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诗人
赋予了莲花以品性高洁的形象，从此莲
被誉为“花中君子”，它在亭亭玉立中超
凡脱俗，它在清香四溢中意境高远，它
在流连忘返中风姿绰约，它在天籁声声
中香溢亘古。

□鲍安顺

荷香天籁

平日就喜欢种花莳草，蜗居城市
楼房中，苦于没有地方栽种。好在退
休以后，思量乡下老家的清静，遂携妻
回到乡下老家，把老房子重新修葺了
一番，又在房前辟一大块地坪种花。
奇花异草也种了不少，但总还缺点什
么。一次，邀朋友起来喝茶，朋友看了
看房前的花圃，建议种点藤蔓类的植
物，如此，就有了立体感。我听后也觉
得在理。于是就在花圃内种下了几株
凌霄花，等藤苗长至半人多高的时候，
又在旁边搭建了棚架。凌霄花的藤蔓
仿佛得到什么恩宠似的，用不了多久
时间，藤条早已牵缠满了棚架。阳光
洒下，斑斑驳驳照在地面上，挺有诗情
画意的。

凌霄花爬满了棚架，有的向四周
蔓延，也有的向空中张望。嫩绿的藤
蔓随风摇曳，仿佛要努力去抓住什么
似的。凌霄花的叶子极像榆树的叶
子，边缘有锯齿，对生，奇数，呈羽状。
其蔓儿很长，藤蔓又生蔓儿，不管旁边
有没有可攀援之物，就是使出浑身解
数来往外扩张。这天，老伴手舞足蹈
前来告诉我说，凌霄花枝头开始打苞
了。我不太相信，放下手中的活跑到
凌霄花跟前。俯下身一看，果然在横
溢出的一茎枝叶上，看见叶腋间缀满
了细小的花苞，看得我心花怒放。我
立即拿来锄头，在凌霄花的根部翻松
泥土，培上一层厚厚的腐叶。不久的
一天清晨，棚架上的凌霄花终于开
了。抽出团团簇簇桔红色的花朵，花
枝从高处悬挂，鲜艳夺目，一片艳丽。
又过几天，其他枝叶上的花儿欣欣赶
来，缀满了棚架。几天再看时，已是繁
花满架了。走近去看看这满棚架的朵
朵红色五棱花，状如喇叭，呈钟形漏斗
状，花蕾及花朵的基部有淡淡的浅
黄。花蕊金黄似向日葵，花儿里面呈
浓浓的赭红，外面现艳艳的桔黄。绿
叶满墙，柔条纤蔓，花缀绿藤枝头，随
风飘舞，格外逗人喜爱，让人过目难
忘。正应了清人李渔曾给予凌霄花的
那高度评价，“藤花之可敬者，莫若凌
霄。”

在炎炎夏日里，密实的凌霄花棚
架下是一处惬意的荫凉。倘若藤蔓间
有蝉鸣，又多了几许生气。凌霄花的
好处是干净，其枝蔓和叶均不生灾，也
不长虫。我在棚架下安置石桌及石
凳，又搬来竹躺椅一张，或坐或倚、或
躺或卧，品茗读书、闭眼假瞑，随心所
欲。看看眼前绿荫满架，繁花满枝的
凌霄花，心情自然惬意无比，赏心悦
目。

凌霄花开得快，落得也快。凌霄
花落地的动静很大，自然是因为花大
之故也。有时，在棚下坐着，看书专注
了，常听“啪嗒”一声，叫它一惊。视
之，一朵花已然落地矣。也有落到头
上或水杯里的时候，似乎和你故意开
个玩笑，也极有趣。这一惊，非同小
可，它叫你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也叫你
的读书节奏变得散漫或舒缓一些。由
于开得快，所以，尽管落花不少，棚顶
上的凌霄花并没有减少的迹象，整日
里，还是那么热火朝天。它从不显衰
败之象，这是它的好处。对了，我很喜
欢它的色彩搭配，深绿浓密的叶子配
上一簇簇的橘黄色的花，艳而不俗。

凌霄花的花期很长，从初夏一直
开到初秋，每天清晨迎着阳光，送走日
落，又与星辰月色相随相伴，你的精神
足以让人肃然起敬。每日清晨起床，
都能看到架下一地的落花，鲜亮鲜亮
的，几日都不变色，亦不腐烂。它们或
平铺或倒悬，或热烈或冷静，火红的花
朵次第开放，洒脱不羁。花开时流光
溢彩，花落时尽情尽兴，这就是不甘平
庸凌霄花的品质吧。

□江初昕

一架凌霄满架香

在课堂上，我就读过唐代诗人李白
的那首诗《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首诗赋予了这个世
外桃源村庄的山山水水，充满了浓厚的
诗意，让古往今来的很多游人在这里寻
找那诗中美好的意境。

五月的一天周末，我有幸来到了这
梦寐以求的地方——泾县桃花潭。桃花
潭是个依山傍水的村落，素朴典雅的粉
墙黛瓦，散发着岁月的宁静与沉香，正如
一幅幅淡墨写意的画作，画中的烟云不
会消散，画中的时光不会流转，在这不尘
之处，弥漫着更多寻常的烟火，它洗去城
市的喧器繁杂，更多的是显示一份古朴
真实、一份清澈静谧，也留存了更多质朴
的民俗风情。

在这个村落里，有居民屋、祠堂、店
铺、作坊……都是紧密相连的。当我们
走进翟氏祠堂时，我深刻的体会到，在这
里是代表着一个家族最高权威的地方，
是一个家族家规家法的执行地。重门深

深，一股压抑之气随之而来，在我们看到
房门上的栏板、窗棂和门楣上都刻有精
美的雕饰，刻有栩栩如生的人物、花卉、
鸟兽、还有雅致的山水以及中国风形式
的勾连纹。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雕刻
技艺的精湛。或优雅、或雄浑、或繁复、
或简易……姿态各异、美轮美奂。这绝
伦的木雕艺术昭示着着一个家族曾经的
气派和荣耀，象征着忠、孝、节、义的人文
内涵，千年的祠堂千年的沉重，浸透的威
严，折射的显赫，漫溢着宗族文化的悠久
与厚重。一座宗祠可纳乾坤万象，也涵
盖了一个民族与家族深邃的全部。

来到桃花潭边，在我的脑海里不停
的放映着李白与汪伦在这美景中的点点
滴滴。船缓缓地向前游动着，我学着李
白那时候的模样，站在船的甲板上想象
着：这一湖烟雨朦胧，一叶乌蓬船，撑一
篙唐风宋雨，荡一湖桥月夜明，聆听一曲
幽怨云水间，千杯万盏醉了无数游人，楼
亭歌榭、清丽温婉、雾锁远山、烟雨瘦剪、

细语呢喃、氤氲缭绕，翠屏如烟，云清风
淡。这一切，清雅超然，人在画中游，醒
来不知是客，一晌贪欢！

我站在游船上，眺望远方，波光粼
粼，秋风拂煦。桃花潭如一面偌大的镜
子，青山倒影，伊人梳妆、美不胜收。山
水和谐的统一，两岸青山村落，一湖绿
水，山俊秀、水柔美、相辅相成、相映成
趣。真可谓是：“湖水明镜水似银，山似
花屏湖似锦。”我们走过繁华、走进沉静;
像一个经历岁月沉淀，脱去青涩，走向风
腴沉静的女子，婉约而安谧，舒缓而内
敛。“秋水长天共一色，落霞与孤鹜齐
飞。”给人以美好的遐想和动态，静止相
糅合的美。站在游船上，眺望着镶嵌在
群山怀抱的桃花潭，像熟睡在母亲怀抱
的婴儿，恬静、安详。给游人一种柔柔的
亲和感，我不由得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在青山碧水相映构成了豫风楚韵的
独特美景，涂抹了这山水的浓墨重彩。

我想象着，在这桃花潭的画卷中，她
恰似一位妩媚的女子：有一种含蓄、一种
细腻、一种温润、一种洁净……像黄梅戏
里的白娘子一样，水袖轻扬、沁心透手、
形神俱醉，给人留下一种典雅、一种美
丽。

□孙海舒

水墨桃花潭
天公不作美——当我们的旅游

车到达泰宁古城大桥边停车时，突
降大雨。大家撑着雨伞趟着水，兴
致不减地跟着导游继续逛古城。

泰宁古城之所以闻名于世，原因
诸多。一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
厚。它在公元958年就建县，属福建
省三明市所辖，素有“汉唐古镇”“两
宋名城”之美誉。北宋时期该县城
曾创造过“隔河两状元、一门四进
士、一巷九举人”的科举盛况，历史
上除出过两名状元，还产生过 54名
进士、101 位举人，可谓文人荟萃。
因此，感动了宋哲宗皇帝，特于公元
1086年将孔子阙里府号“泰宁”赐作
该县作为县名，以示褒奖此县重儒
重教之风。这也是古城闻名于世的
第二个原因。

风雨中，我们沿着金溪河的哗哗
流水声缓慢前行，参观状元文化广
场上的千年历史铜雕塑群：有一头
头奔牛铜雕；有旧时学人进京赶考，
书童牵马或挑担相随组合铜雕；有
艺人击鼓、市民听琴众生相，千姿百
态、形象生动，且内容丰富多彩，观

之让人既感到新奇特别，又能产生
许多联想。

我们冒雨过街景穿小巷，参观了
状元巷中古色古香的摆设和文案，
从一幢幢街巷中走出来后，便来到
宽敞的状元文化广场以及与之相连
的红军街。在这里，导游娓娓道出
三大名人故事——理学泰斗朱熹、
抗金宰相李纲和闽学创始人杨时，
三位名贤曾在此地著书立说，设帐
收徒，掀起了读书尚学之风，以致好
学上进者越聚越多，继而考科举求
贤达者与日俱增，最终促成了该县
状元、进士、举人接连产生，文人荟
萃一地的繁盛景象。

泰宁为福建十大旅游品牌之
一，2005年 2月又获评“世界地质公
园”称号。其境内湖、溪、潭、瀑等
水系景点相互串联，加上山川峻秀，
构成“碧水丹山大观园”、“峡谷洞
穴博物馆”；古人称之为“海之内外
佳山水，到处难容再作声”……这些
美景绝佳地，皆因当日之雨越下越
大，无法仔细欣赏，不得不带着遗憾
离开。

□徐业山

雨中逛泰宁古城

今年的 5 月底，我的老朋友回
家了。老友是从美国回来的，看望
居住在铜陵的老母亲。说起我与
这个老友的情谊，还得从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初说起。那年，我是由铜
陵市第七中学到市体校参加体操
训练的，老友是第二中学的，比我
迟一个月。老友平时不多话，但勤
奋好学，为人良善。老友本名为汤
景山，不知谁给他起了个绰号—汤
歪子。

其实，我们队友并没有在意，
他自己也不护短，说是小时候睡软
床即绷子床睡的。可能已经成形，
直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歪脖子，可这
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体操成绩。在
安徽省第三届全运会上，他获得了
男子个人跳马第三名和吊环第五
名的好成绩。当年的省体操队有
意想调他去，由于超龄未能如愿。
高中毕业后，他下放到原铜陵县安
平乡。高考恢复那年，我的老友
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
后留校任教。在安徽师范大学工
作，回铜陵探亲较方便，几乎每年
我 们 都 见 面 。 是 改 革 大 潮 的 涌

动，老友有想法准备到南方闯一
闯。结果 1992 年去了美国。直到
2002 年，第一次回国探亲，我们才
得以相见。老友知道我喜欢写点
小文章，说他美国生活可以写一
本书，看来老友当初在美国工作、
生活也并不容易。

是年龄的关系，还是家有老母
亲，老友回家的次数比以往频繁了，
并且明确每年的5月份回国。 今年
老友回国探亲之前，通过微信群广
而告之，结果恰逢端午节，聚会的那
一天操友来的不是很多，再加上我
组织工作不很严谨，让老友找不到
聚餐的地点，多亏有个微信群，群友
相告他携老母亲才找到了我们聚餐
的地方。

说到与老友见面，他有说不完的
话，特别是看到了家乡的变化，喜不胜
收。确实如此，铜陵曾是一座矿山城
市，在转型中发展的铜陵，经过全市上
下坚持不懈地努力，如今的城市宽敞
明亮四通八达的大道，让人感觉心胸
宽阔多了，道路两旁栽满的绿色沁人
心脾。铜陵亮了，铜陵美了，愿老友常
回家看看。

□沈宏胜

回家的老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 这是唐朝诗人刘禹锡曾
任和州刺史时在和州写的《陋室铭》。
虽寥寥不满百字，却含蕴深隽，文字清
丽，千古传颂。

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我应朋友
之邀，来到和县陋室游玩。陋室坐落
在和县城关，现已开辟为陋室公园。
走进园中，一座小池映入眼帘，池呈月
牙形，上面跨一小桥，过小桥即见一奇
石，石上刻“陋石公园”四字。石后乃
有一小山，山高约十多米，山上绿树繁
茂，花草宜人，还建有六角亭一座，名

“江山一览亭”。小山西麓又有一池，
池水碧清，池畔上刻“龙池”二字。朋
友告诉我，这座小山名“仙山”，它和

“龙池”一起，正印证了《陋室铭》中所
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

我们沿着山东麓的小路，走到了
陋室。陋室门楣上大书“陋室”二字，
乃著名诗人臧克家所题。据资料介
绍:刘禹锡在和县历阳镇所建的“陋

室”，以乃柳公权亲书的《陋室铭》碑
文，因年代久远，原物皆毁。现存的是
清朝乾隆年重建的陋室九间，并有岭
南（广东）金保福补书的《陋室铭》碑一
方。现存的陋室室 外建有空花围墙
一道，走过围墙，只见陋室呈凸字形结
构，院中青砖铺地，绿草如茵，苔痕斑
驳。中间为正厅，西侧为碑亭和厢
房。东边亭中的巨碑上刻着《陋室铭》
全文，西厢房是文物陈列馆，陈列着与
陋室有关的文物和诗词。正厅门上悬
一对联，取的是《陋室铭》中的两句：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倒也分
外切合此时此地的物景特点。

我们走进正厅，只见正中立着刘
禹锡的全身塑像，丰神俊朗，眼光坚
毅，刻画了诗人虽屡遭贬谪，但仍坚贞
不屈的铮铮傲骨。塑像两边，也是一
副对联，取的仍是刘禹锡的诗句：“沉
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
是刘禹锡以“沉舟”“病树”自比，沉舟
侧畔，千帆竞发；病树前头，万木逢
春。既表惆怅，又显达观。表明自己

虽屦遭贬谪，仍壮志不已，要重抖精
神，再迎春光的心态。这两名诗，形象
生动，对比鲜明。它和《陋室铭》一样，
成为千古名句，并赋予了新的含义，说
明旧事物必将灭亡，新事物必将到来
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

我们站在“陋室”后的小山上，远
眺前方，只见那一排排淮楼，背靠古城
垣；翘首东望，可见大江东去，烟波千
里；游目回顾，那附近小山形如鸡笼，
奇特秀峻，别具风姿。“陋室”周围树木
葱笼，古亭飞阁掩映在一片翠绿之
中。还有那绿色苔痕的石阶等等，显
得环境雅洁清幽，怪不得“刘郎”在此
处悠闲自得。

我们走出陋室公园，来到大街上，
忽然间刘禹锡的另外两句诗在我脑海
中萦回：“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
今又来”。这儿的“种桃道士”，我想可
能是指当年排挤、打击刘禹锡的当权
者，他们早已是“人面不知何处去”了，
而“前度刘郎”，这个当年受尽打击、排
挤的人又回来了。这难道是当年那些
当权者们意料得到的吗？历史毕竟是
人民写的，当年当权者连同他们筑下
的多少华堂豪宅都被时间的洪流冲刷
得片瓦无存，而人民则永远记住了“刘
郎”留下了他所写的陋室。

□徐成果

陋室游记

家 园 罗树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