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4 2019年6月2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范德玉

广 告 部 ： 5861508 13605629133 （ 联 系 人 ： 钱 莉 ） 订 阅 ：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 所 ） 订 价 ： 全 年 价 100. 00 元 印 刷 : 铜 陵 日 报 印 刷 厂

本 报 地 址 ： 铜 陵 市 义 安 大 道 北 段 327 号 邮 政 编 码 ： 2 4 4 0 0 0 电 话 ： 总 编 室 ： 5861226 编 辑 部 ： 5860131 （ 传 真 ） 办 公 室 ： 5861227

文 学 副 刊

宏村，我已不是第一次到来了，来
过了还想来，自然是沉迷于这个桃花源
里的一座奇特的牛型的村庄。与第一
次到来间隔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感觉宏
村还是那个画里和电视里反反复复出
现的村子，画桥美得像月亮，湖水反衬
着它的端丽的身姿，一百多栋明清时的
古建筑，似乎成为建筑史上的永恒，无
论时光怎样的流转，它们是不会改其本
色的。所不同的是，我已不再是十年前
的那个我了。

桃花源里的村庄，那只能形容宏村
的过去了，今日的宏村，天南海北的游
客纷至沓来，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它
已经没有宁静了，即便是夜晚，也能听
到欢闹的人语与笑声。那么多的人的
到来，就为了看看那些房子和流水吗？
我没少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却得到了
不一样的答案，至少，我个人是为了体
验一种远逝的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
还有一群生活得相当滋润的人。虽然
他们也有酸甜苦辣，但是程度想必是不

一样的。他们的滋润在哪？我们的先
人说得好，不看吃的看住的，住处，就是
最好的答案。

生活有两种，一种是满足基本的需
求，这种生活，基本没有多少趣味而
言。另一种是艺术地活着，让人回味无
穷。宏村属于后一种。艺术就在于那
些房屋的设计与构造中，一堵墙，它不
应该仅仅是普通的墙壁，而应该能让人
获得美的感受，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出现
在墙壁上，那就是生活质量的升华。大
户人家的殷实与富庶，是能切身感受得
到的，小姐的秀楼，丫鬟姨太太的住处，
在格局上泾渭分明。正厅的端庄，偏房
的宽松随性，活的方式是多样的，让生
活在今世当下的人们开眼了。官宦人
家又是另一番光景，大门八字开，威武、
威严、威风，这就是等级吧。承志堂“三
雕”精湛，富丽堂皇，有“民间故宫”的美
誉。是呀，砖雕、木雕、石雕，雕刻而出
的就是精致的生活。南湖书院，相当于
今天的学校吧，不过，学堂正对着南湖，

学童们抓鱼倒是十分方便的，寻觅覆盆
子等物那就要跑上一段路了。月沼春
晓、牛肠水圳、双溪映碧、亭前大树、雷
岗夕照、树人堂、明代祠堂乐叙堂，不是
风景，而是一段生活。村周有闻名遐迩
的雉山木雕楼、奇墅湖、塔川秋色、木坑
竹海、万村明祠“爱敬堂”，总能听到岁
月的声音。

说宏村是山乡，水比水乡更显寻
常，“牛肚”，“牛肠”，“牛胃”，那可都
是水化身，没有了水，宏村的风韵必然
逊色不少。百十户人家，巷弄交错，一
不小心就会迷路，导游告诉了我一个
经验，进门逆流而上，出门是顺流而
下，跟着水走，你就不会迷失方向。说
宏村是水乡，近处的山柔美的线条又
是那么的异常的明显，无论朝那个方
向，都是山的倩影。这，分明就是一个
有山有水的地方。山因水秀，水因山
灵，说得不假。南宋绍兴年间，古宏村
人为防火灌田，独运匠心开仿生学之
先河，建造出堪称“中国一绝”的人工

水系，围绕牛形做活了一篇水文章。
牛型，显然是看不出来了，据导游说，
九曲十八弯的水圳是“牛肠”，傍泉眼
挖掘的“月沼”是“牛胃”，“南湖”是

“牛肚”，“牛肠”两旁民居为“牛身”，
村中两个古树，白果树和红杨树是“牛
角”。

我极其羡慕南湖边的那些摆着画
架绘画的年轻人，他们为自己准备了充
足的时间，慢慢消化这个别具风韵的古
村落，而我，始终只能脚步匆匆，跟着导
游，听着千篇一律的解说。其实，我需
要的是自己平静地打量这个如画一样
的村庄，品出它的韵味所在，精气所在，
但是，时间由不得我去多思所看，由不
得我慢悠悠地领悟。我想在日后的某
个日子，我一个人再度走访这个叫做宏
村的地方，倾听它的心跳和呼吸，看着
它的血液是在怎样的流淌。充当“牛
角”的白果树和红杨树是平静的，在聆
听这儿的喜怒哀乐，在细品着发生在这
儿的爱恨离愁。

□范方启

徽州人家

我称那片湖叫梦湖，在夏夜格外宁
静，那是一片人工湖。

盛夏晚晴，去闲赏湖景，那白鹭与银
鸥翩跹起舞，在昏黄落日中染上熔金的
翅膀。瞬间，天幕变暗、变黑，萤虫开始
欢欣飞舞，湖水鳞波，还有云影之上，那
星月若梦，沉在了碧莲生香的琼池里。
我看，醉人的梦湖里，堤坝上有桥，有长
椅，还有许多纳凉的老人，自带马扎，手
摇芭蕉扇，喝着茶，惬意地聊着天南地
北。而我，却被那湖水感染，想象着纤巧
弄云，佳期如梦，在夏夜的那一片柔情似
水中，在萤飞树枝的纷繁里，我的身心犹
如沐月山间，任花香熏染，清风拂面。

突然想起汤显祖，他的《临川四梦》，以
梦抒情立戏，以梦生景触心，以梦醒世警
人。而在他的故乡抚州，也有一座梦湖，也
是人工湖，当地人根据《临川四梦》里的戏
曲情节，在湖里修建了梦石、梦亭、梦桥、梦
岛等10多处景观，其中梦岛又称梦园。我
去抚州，也是夏夜，在城中行走，也似乎在
水中漫步，那种水在城中的感觉，清波荡
漾，拂人心醉，犹如置身“一城人家半城碧”
的美妙景色里，真是令人流连忘返。

我称那片湖叫梦湖，不只是因为汤
显祖和他的抚州梦湖，更多的还是我读
过的德国作家施托姆的中篇小说《茵梦
湖》，因为那个感伤凄怆的爱情故事，让
我体会到德国语言的魅力，感觉到19世
纪中叶的德国人，也在拼命追求自由平
等、个性解放的自由精神和婚姻价值
观。我想，小说所呈现的是一首挽歌，也
是一种梦境，更是一种解脱之中的奔放
理想。我喜欢其中一段描写湖边夏夜的
文字：“树林静悄悄地立着，给湖面投下
大片的阴影；湖心却洒着朦胧昏黄的月
光。时不时地，林中发出一点儿飒飒的
颤动声，这不是风，而是夏夜的嘘息。”文
中湖面上的“阴影”和那片“朦胧昏黄的
月光”以及林中“飒飒颤抖声”，写得真实
而又如梦如幻，让小说中的主人公莱茵
哈德怅然若失，也只有在夏夜里，与呆若
木鸡般站在原地的倾心佳人——伊丽莎
白，在万般留恋中无可奈何地挥手作别。

小说描述了莱因哈德与伊丽莎白从
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然而伊丽莎白的
母亲强迫她嫁给了家境富裕的艾利希。
他们多年后在美丽的茵梦湖畔再度重逢
时，作为诗人或艺术家的莱因哈德，虽然
没有给她续写童话和诗，但曾经的丽莎
白，却是他的诗与童话的倾听者和朗读
者，也因此让他获得了极大的快慰。小
说中，莱因哈德选择了离开茵梦湖，让他
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他注定
成为一名孤独的回忆者，时代的边缘
人。为此巴金说，他喜欢施托姆的文
笔。对于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字，纯
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吧。翻译
家罗大冈曾说，他少年时偶然读了德国
作家施托姆的小说《茵梦湖》，立即被这
篇作品淡雅而深邃的笔调所吸引，由于
爱不释手，他常读的译本不久就成了破
书，无法再读，后来又买了法文译本来
读，最终又被他折磨成散页。可见，《茵
梦湖》的魅力所在，已经超越了时空、国
界、人心和理智，它是一盏梦之灯，也是
一片情之梦。

偶然在网络上看见嫦娥一号拍摄的
月球梦湖图片，形态像一头公牛，牛头逼
真，牛嘴栩栩如生。那梦湖，在图中是被
亮色区域包围的两块暗色斑块。梦湖是
拉丁文中梦想的意思，有人说嫦娥一号
卫星的成功绕月，圆了中华民族嫦娥月
的千年梦想。这个梦想，曾经寄托着九
天揽月的心灵渴望，传达了中华人文精
神中的血脉情思。为此我想，无论莱因
哈德与伊丽莎白，还月宫嫦娥与寂寞吴
刚，渲染的都是湖一般的梦境，尤其在夏
夜，会越发明亮，光焰照人。

□鲍安顺

梦湖夏夜

我爱雨，爱四季的雨，爱雨中漫游，
看那水淋淋的城郭台殿，山川草木……

缠绵的春雨像一只抚爱的手，摩
挲着西湖湖面，澈起浪花和洄旋，犹
如窃窃私语、微笑的酒窝，洗去尘埃
的长堤伸向濛濛烟雨，尽头断桥上，
也许，白娘子和许仙又一次为他们苦
恼的爱情相争着……

夹着霹雳，暴风雨吹打去大地的
暑气，杯盏大的雨点，跌落在、迸碎
在、飞溅在中山陵数百级长长的石阶
上。这么激烈的气势，这么宏大的声
响，莫非想撼醒伟人的梦寐，让他揉
开眼睛，看一看百年后子孙的业绩，
看一看当代改革的猛势。

一城暮色，凉凉的秋雨从云天洒
落，淋透了黄昏里的姑苏城。虎丘山
的古迹宛若点点梦痕，在风雨中守着
沉默，任你去缅怀，去凭吊。你如想
要了解现代苏州入的生活，那就随着
打着雨伞的三两行人走向长长的弯
曲如绣带的小巷深处去吧……

秦关汉陵；圆坟丰碑，历史沉淀
在广袤的平川。千年岁月，几番风
雨。眼前这淅沥的冬雨，不正是古老
民族的苦难的象征吗？我真想，披一
袭蓑衣，站在旷野上，作哲学的冥想，
思索一辈子……

杭州，南京，姑苏，西安，在我游
览时，都有风雨相伴。朦胧、飘逸，像

四幅大写意的条屏悬挂在我的记忆
里，供我寂寞时观赏。

雨，飘飘洒洒的雨，淋去了山川
城郭的烟火气，赋予景色风光一层艨
胧的光泽。雨，使南方的景物添加几
分秀媚、灵气，给北国风光增多了莽
莽苍苍的雄浑。

朋友，你可愿一试：独立高山之
巅，领受风雨的洗涤，观看《树杪百重
泉》的壮景，或是撑一顶油布伞踯躅
江南小镇，重重踏响那青青的石板
路，再或如周作人所说：卧在乌篷船
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欽乃的橹
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
是一种梦似的诗境……

□黄家双

独爱雨中游

偶然间，读到王维的《白石滩》：
“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
东西，浣纱明月下。”我的眼前顿时浮
现出昔日浣纱明月下的种种画面，记
忆的闸门一下打开了。

八九十年代，我的老家还没有洗
衣机，衣服都是在河边，或是井边，或
是水圳边洗的。河里洗的衣物都是
比较大的，如入冬前的冬衣，过年前
的被单等。井边因为要打水，增加许
多工作量，于是，水圳边就成了洗衣
最集中的所在。

水圳的源头是长潭水，所以流经
老屋的水圳就叫长潭圳。水圳最宽
处约有五六米，上面架起了一座小
桥。东西两岸，桥南桥北的岸边各砌
了两级长长的石阶，这石阶就是全村
人挑水浇菜和洗衣的聚集地。

早晨的洗衣阶是最热闹的。桥
两边是平坦的稻田，在四季里变换着
不同的颜色。田埂上的野花则不论

冬夏，总在洗衣阶的周边招摇。岸边
种得并不规则的树上，总有麻雀燕子
在叽叽喳喳。天刚蒙蒙亮，主妇们就
挎着装满衣物的竹篮，来到洗衣阶
上，一字排开。一边洗衣，一边东家
长西家短地闲聊，水圳边有刷子刷衣
服时的“刷刷刷”声，有用力揉搓衣服
的“簌簌簌”声，有抖衣在水里发出的

“哗哗哗”声……长潭圳就在这交响
乐中开始了新的一天。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这些女孩子
月下洗衣的情景。在六月夏收的季
节，为了第二天多做一些活，许多家
务要提前做完。我们把次日的洗衣
任务挪到了当晚，水圳边的主角由家
庭主妇变成了农家女孩。“穷人的孩
子早当家”，十来岁的农家女孩，早早
就学会了给父母分担家务。而夜晚
的洗衣，是我们最乐意做的事情。

月上柳梢头，小路上的余热已逐
渐散去，有几丝凉风穿过树缝拂在脸

上，我们脚步轻快，挎着竹篮相约来
到水圳边。

在洗衣阶上，我们轻搓慢揉着各
自的小秘密和小快乐，搓揉着水中那
朦胧的月影，朦胧的心思，搓揉着对
长大的期盼和渴望。为了图个凉快，
我们干脆挽起裤脚，站在水里洗衣。
清凉的溪水又激起了我们的欢笑。

“一川淡月疏星，浣纱人影娉
婷”。月光、少女、清澈的流水、凉爽
的夜风、揉搓的洗衣声、女孩们的打
闹声……留在记忆里的画面清新而
明快，还有几许诗意。

时间过得太快，当年洗衣的少
女都当上了母亲，她们早就不来
洗衣阶上洗衣了。有了洗衣机，
就有了便捷与悠闲。但我还是怀
念当年的月下浣纱，怀念那份单
纯岁月里的美好和诗意。什么时
候，我能再听到洗衣阶上的交响
乐啊！

□丘艳荣

浣纱明月下

看云，最好的季节是在夏天。春
云带雨，潮湿笨重，像要临产的孕妇，那
是要酝酿贵如油的春雨的，人们看重的
是藏在云中的雨，倒并不在意那堆堆叠
叠的云了。秋天，天高云淡，那云，薄如
轻纱，是不耐看的。冬天呢？要么是一
碧如洗的晴空，要么是阴郁沉重的满天
铅云，这种时候，人们大多是在等待一
场好雪，谁会喜欢那满天厚重的云呢。

看云，最佳的去处是到山上，到高山
之上。夏天的云，总在我们的头顶之上，
徘徊复徘徊，仿佛那些白云是下定决心
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般，它们跟着你，也
追着你走，你不得不去看它，你也不能不
去看它。你抬头，它在你的头顶之上；你
远望，它就在你目光所及的前方。夏天
的云，时刻都在牵引着你的目光，你躲不
开，也避不了。那就索性去看云吧。

高山上流云。看云一定要到山上
去，爬到高山之上。唯有山上多白云，
也唯有山上的云是可看可亲近的。

陶弘景在《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
答》的诗中说：“山间何所有？岭上多白
云。”一问一答间，如高山上的片片流
云，那样自然、随意、率性，而又机敏，我
极喜欢这样的问答，我更喜欢陶弘景偏
爱岭上白云的真性情。谁能面对皇帝
的诏问不动声色，并赋诗以答呢。他在
诗中告诉当朝的君主，岭上的白云，只
可供自己怡悦，是不能持赠君王的。不
知君王看到陶弘景的答诗时会作何想，
是无可奈何，还是徒然羡慕日日与岭上
白云相伴的陶弘景呢。

夏天，那些云在天上堆叠涌起，仿
佛凭空无依似的。天是空的，云是自在
随意的，又是那样的了无牵挂，它们变
幻着、飘动着，并不呼应，也不依靠。天
上那么多，那么自由自在的云想要干什
么呢？我一直贪恋地看着，也一直没有
寻找到我想要的答案。也许，并没有一

个完整的答案；也许，那些云就是一个
又一个的答案。

夏天，到山上去看云吧。唯有山上
的云，是可以细看的。

“白云升远岫，摇曳入晴空。”唐代
诗人焦郁大概是喜欢看云的，他看到白
云从远处的山岫里升起，又在晴空中摇
曳，心中该是着急的吧。急什么呢？看
云，是不该着急的。云卷云舒，去留无
意，天上的云，本来是与你无关的，你又
何急之有呢。“云无心以出岫”，我是仰
慕并且喜欢陶渊明的豁达的。

可我也曾有过和焦郁一样的心
情。那年夏天，车过太平湖，看车窗外，
湖天俱蓝，天上白云朵朵，如飘絮。艳
阳下，远山清晰可辨，那些灰白的岩、翠
绿的树，如在目前。云多且乱，一堆、一
朵、一片、一团，在山之间、在山之腰、在
山之岙，飘荡环绕，而山，在阳光下静
立。在静与动之中，湖光、山色、云影，
第一次如此吸引着我，让我为之迷醉。

我决定去爬山，上山去看云。在山
脚，你也只能看到云脚，看着那些云在
天上走，在天上飘，可天上的云是调皮
的，它们如孩子，在天上跑来跑去，做着
自己的游戏，你的脚步是追不上的，你
的目光也是追不上的。夏天的云，那样
富于变幻，该怎样去追一朵云呢？你甚
至都不敢肯定，你眼前的这一柄洁白的
如意，是不是刚才看到的那匹如雪奔
马。

到了山腰，云在眼前，仿佛伸手可
以抓到，可你一伸手，却又总是感觉到
还差着一截呢，你踮踮脚，腰身再往前
探一探，也还是够不着。夏天的云，洁
白纯净，是可看，而不可亵玩的，哪怕它
和你那样的亲近。

及至山顶，一览云低，俯看，远山已
远，眼前一片空阔。此时，才知，云是胸
中块垒，云也是眼前的一片海。

□章铜胜

夏天，上山去看云

假日回乡小住，夜间月明星稀，虫
鸣蛙鼓，倍觉凉爽。突然听到谁的手
机里传来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
风》：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已是不
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你说说
心里的梦……一时竟有些意往神驰。

多年前，我最喜欢的事就是与他
一起，来到汉水边的堤坝上，两个人肩
并肩一起吹风。身边花草摇曳，脚下
河水微澜，远方烟树迷蒙。那时候，我
们什么也没有，却好像拥有全世界。

后来，在美国诗人罗伯特的诗里
读到“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有
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原来，贫穷并不
可怕，只要还能自在地听风。可是，从
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摆脱了贫困，却失
去了听风的心情。

乡间蚊虫多，但整个晚上，我没有
关窗。让自由的风从打开的窗子进
来，又悠闲地从打开的窗子出去。没
有电扇与空调的噪音，蛐蛐的歌声多
么欢愉，南风的脚步多么细碎。蚊帐
随风飘然，载着我犹如荡着秋千。安
然惬意自心底升起。

早上是被鸟的啁啾声吵醒的。一
开门就被清新的风团团围住。展眼望
去，触目皆是深深浅浅的绿色。花儿

绽放着绿色的笑靥，叶子打着绿色的
手势，果子低垂着绿色的头颅。因为
风儿，满世界都在说着绿色的悄悄话。

天特别蓝，少有的几片云被风追
着赶着，也渐渐跑得没有了影踪。风
儿真是一种最透彻的语言，它深入叶
脉的罅隙，令每一颗树每一株草都幸
福得颤栗。

携一本书来到荷塘边。荷叶亭亭
为我旋舞，荷花灿灿向我传情，荷风悠悠
亲我脸颊。心忽然变得很轻很轻，轻得
就像这湖面的一缕涟漪。恍惚中只想拽
着风的衣角，与它悄声细语直到永远。

只是风儿，不知哪一朵祥云是你
的爱侣，哪一片芳草是你的驿站，哪一
汪水泊是你的温床？风儿轻轻地翻着
我的乱发，翻着我无法忘却的往昔。
哗啦啦，像流水荡涤着我的内心。我
忽然明白，一切的眼泪与欢笑都会被
时间的风吹散，我实在不该为某个人
某件事念念不忘。

在人的一生中，确实都会遇到骤
起的风雷、仓皇的离散。但更多的日
子，我们的生活是斜风伴着细雨，清风
映着淡月。只要一颗感恩惜缘的心
在，随时都能听到风声如歌，随地都可
盛享人世的清凉。

□熊荟蓉
夏天，想和你去吹吹风

母亲的后院有许多树，小暑前后，
棵棵树上都挂着蝉蜕，如果没有雨，风是吹
不下的。走近了，侧耳还能听见呜呜的声
音。在褪出皮囊之时，如果不抓紧树干，怎
么能忍受那样皮肉分离生命重生的痛苦？

女儿对着这自然的奇迹两眼放光，但
却敬畏着，不敢去碰，伸长脖子盯着一只看
半天，然后又是下一只。她忽然无声的冲
我招手，指着蝉蜕背上的一条缝说：“爸爸，
蝉就是从这里退出去的吗？”我点头。她比
试着脱衣的动作，疑惑地问道：“爸爸，你确
定蝉蜕不是屋子，就像小鸡的蛋壳？蝉和
蝉蜕是血肉相连的吗？”这是无须怀疑的，
房子如何能感知雨水，从地下趁着土地松
软爬出地面？那些细小如毛刺一般的脚，
都要完好无损的从壳内褪出去，没有腾挪
的空间。挣裂背，让柔嫩的背部慢慢探出，
再一点点的拽出身体，把巨大的苦痛一寸
寸的品咂，那需要多大的对生的渴盼和勇
气！

“它们肯定很痛的，”女儿小声地说，
“要是背后有一个拉链就好了，就像我的裙
子。”

我不由想起母亲。生我的那天，她带
着镰刀，到地里砍藤架。颇长的一截路，走
到了就觉得肚子阵痛。在我之前，她已经
有过两个男孩，因为营养和医疗，都夭折
了。凭着经验，她知道这是临产的前兆，又
一个早产的孩子。冬天的地里，除了风，没
有动静，她感到绝望，弄不好，大人孩子都

保不住。母亲靠近草垛坐下，那是棉花杆
大豆秸堆成的，它们发出浓烈的生活气息。

不是顺产，在这寒冷的冬天母亲汗透
衣裤。后来听人说，只要稍微泄气，后果不
堪设想，多年的接生婆都说绝对是奇迹。
有时候过年，母亲望着一屋子的儿孙，她说
那个时候，她手边就是镰刀，如果真的不
行，她就要剖腹，拿出我。平淡中的语气透
着毅然决然。

是啊，如果有个拉链多好，生命之门大
开着，多少生命可以毫无悬念的降生，多少
病痛可以毫无苦痛的摘除。忽然就一个冷
战！这样的想法让我羞愧，这是对母亲的
背叛，生命如此机械，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什么时候，我们把对于工业的思维移植到
了生命？

如果有条拉链，是否成功就不再值得
期许？爱情就不再动人心魄？上帝不会如
同女儿一般悲悯，那是生命的尊严所在。
成功的事业都曾经百转千回，伟大的灵魂
都曾经炼狱轮回，不经历痛苦的产道，如何
能分娩人世的奇迹？路遥这样说他的文
学：“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宗教般的虔诚，
才能成就这项事业。”更何况生命。这个世
界没有捷径，一定要有的话，捷径上早人满
为患，也就称不上捷径了。小小的鸣蝉，没
有亲朋在侧，独自在深夜穿透生死的那层
壳，面对广袤的未知，仅仅靠着母亲输在基
因里的记忆，完成一个夏天的鸣唱，是否值
得人类深思？

□董改正

生命的拉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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