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4 2019年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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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松之美，早有无数文人墨客在诗
文中大加赞誉。然而，书上得来的知识
与生活中的真正体悟还是有所差别
的。不是早有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吗？的确，我关于青松之美真切
感悟，就是源于一次黄山之旅。

去年九月末，与诸友一起同游黄
山。去时正值清晨，游人很少，大家便
一路畅通地上了游缆车。坐在缆车里，
从空中俯视云雾萦绕的黄山，真有一种
如梦如幻之感。虽然此时大家已经为
黄山之美所惊呆，可是刚下缆车，脚还
没有站稳，却又立刻被眼前的青松所吸
引。只见大家飞速地拿出照相机和手
机对着它们就是一阵狂拍，几乎忘了下
面还要去登高山览胜。一位曾经多次
来过黄山的老师见状笑盈盈地说，不用
忙着拍，黄山青松每一棵都是完美的，
先好好地欣赏，后面有的是拍摄机会。
果然如那位老师所言，那天一路走来，
能给大家留下普遍深刻印象的还是黄
山松。它们无论是高的还是矮的，无论
是细的还是粗的，似乎棵棵都碧绿青
翠，整饬洁净，惹人喜爱。

此后，黄山松便深深地印在我的脑
海里。一想起它们，我心中便会涌起美

好的感动。那么黄山松究竟美在哪
里？这个问题从此便萦绕心间。无论
是到炎热的海南还是寒冷的东北，我
都会仔细观看那里的青松，并暗自将
它们与黄山松作一番比较。比较过
后，我发现自己更加喜爱黄山松了。
当然久而久之，也有了关于它美在哪
里的答案。

它择地而长。凡是去过黄山的人，
都会对它的石头留有深刻的印象。因
为它们不但坚硬而且还非常地光洁，几
乎没有什么土壤附于其上，能够扎根其
上的植物更是寥寥无几。这些石头的
周围罕见杂物，偶尔上面有点淡绿，那
也只是一些薄薄的青苔。然而，令人惊
叹的是，就在这些或大或小的石缝里，
却生长着一棵又一棵青翠欲滴的青
松。所以放眼望去，整个黄山满山遍野
都是绿的青松与浅黄的坚石。它们既
紧密相连，又相互映衬，于是便构成了

一幅幅天然绝妙的山水画。人们置身
于黄山之中，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觉得自己面对的不是自然风景，而是一
幅幅大小不一的山水画。尽管这些山
水画会因时节与天气的不同而呈出多
姿多彩的特点，但是它们的主题却是不
变的，那就是青松。所有光洁的石头不
过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背景，将黄山松的
高洁、苍翠与顽强衬托得格外醒目。

它向阳而生。黄山松有一个明显
的特点，那就是不对称美。背阴的那一
侧树枝往往非常短小，枝桠也不多；朝
阳的一侧却非常地繁盛，不但枝桠较
多，而且还长得极其茁壮。看上去，它
似乎一直在努力地朝着阳光处生长。
关于黄山松的这种独特姿态，最富代表
性的莫过于黄山迎客松了。它早已为
大家所熟知，据说已有千年之久，至今
还屹立于群山之上、坚石之中。它一侧
的树枝非常长，人们将之比喻成热情伸

开的双臂，想像它正在欢迎着慕名而来
的远方客人。原来黄山松每年的生长
期极短。能够得到阳光的照射、获得温
暖，对它而言是一件相当不易的事。正
是这种向阳性特点，却使它在极其恶劣
的环境中能够努力地吸取给养，得以顽
强地生存下去，并构成了自然界一种独
特的奇观。

它内敛秀美。曾见过海南的青松，
从远处看它们就如同一丛丛小灌木，东
倒西歪地贴地而生，几乎没有笔直的
杆，只有细长而柔软的叶，给人以疏松
阴柔之感。曾见过东北的青松，高大笔
直，参入云天，可是抬头望去，却常常只
见其杆而难睹其叶，似乎除了高大以
外，很难再有什么值得仔细玩味的美
感。但是黄山松却与它们都不同。即
便生长了千年，它也不会变得极其高大
粗壮。无论是才出生的小松，还是长了
几千年的大松，它们的树杆与树枝永远
努力地保持着适度的比例。结实却不
粗壮的树干、疏朗却不稀少的树枝、簇
拥却不繁多的树叶，一切显得内敛紧
凑；褐色的枝干、翠绿的树叶、淡色的石
头，整体温润秀美。

大美黄山松。

□严 巍

黄 山 松

在湿地公园的花丛中，马鞭草与格
桑花之间，笑脸阳光下格外灿烂。显然，
此刻，人们把你当作一朵花卉。实际上，
公园的规划者，也是这样设计的。游园
的人们，贴着你合影，笑脸相映，你的笑
脸晒满朋友圈。

你的枝干不再壮实，也不再高大。
你的脸庞不再丰硕，也不再粗砺。
你还向着太阳，运转你的脸庞吗？
色彩也不再雄浑，非是土地的颜

色，而是明黄如菊了。
我在一家饭店门口的花圃里，竟

然也看到了你的倩影。显然，主人不
是为了收获，而是为了客官的观赏。

你更像一朵花了！
你更像一幅画了！
你的脸庞还会继续小下去吗？你

的枝干还会继续矮下去吗？
你是向日葵呵，大地上的农作物。
你不是花，虽然你开花；你的一切，

为了结出籽实。而现在，在公园与花圃，
你要取悦你的爱者。人们都希望：你的脸

庞玲珑一些，花瓣明艳一些。人们要求你
更精致美丽，不要粗砺黄土地上生长的那
样。你知道人们不需要籽实，于是，你的
灵魂与精血全在花朵上了。

然而，没有籽实，是向日葵吗？本
扎根于广袤而粗犷的土地，而你，现在
是花瓶里的花了。

呵，最终，你会变成一朵花吗？

高下之辩
人的聪明在于混沌，精明则在于

太过清晰。
事物有高下吗？譬如，地球与太

阳，孰高孰下？太阳与月亮，孰左孰
右？混茫的宇宙，有中心吗？有边际
吗？

然而，智者如老子，也不得不说
“高下相倾”。收缩眼界，局于一隅，则
有高下，且有左右。老子亦不得已而
言之。所有的东西付诸人的语言，就
有局限，就陷于狭隘。

如何对待这种狭隘？唐诗人虞

世南在《蝉》诗中说：“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这是得意。苏东坡
在《水调歌头》词中说：“我欲乘风
归 去 ，又 恐 琼 楼 玉 宇 ，高 处 不 胜
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
是超脱。

然而，超脱者未必比得意者高明，
因为有分说，皆在局限中。

无奈，人是智慧动物，有认知，有
比较，有竞进。在这一点上，人永远无
法混于物。只能且上，且下，且左，且
右。

当你清晰得太过颠狂，或太过痛
苦，则不妨混于一。

地球与太阳，太阳不因照耀地球
而为高，地球也不因之而趋于低。

月亮不认为自己是地球的卫星。
人在路上骑一辆自行车，都嘎嘎

作响，你能听见太阳与地球运转之声
吗？

何况左右！
何况高下！

□吕达余

你是一朵花吗？（外一章）

烟波浩渺烟波浩渺 柯柯 然然 摄摄

在城乡市民欣赏过五月金塔梦
思康七彩百合美丽之后，又迎来了梦
思康中药材产业园300多亩向日葵绽
放笑靥的季节。葵花向阳，满园葵
香，迷了眸，醉了江南，更是醉了金塔
小山村。

近日，我又背着相机，和铜陵
四位摄影大师，走进天门镇美丽的
金塔村，跃入眼帘的是一幅幅赏心
悦目的“朵朵葵花向太阳”美丽画
卷。

众所周知，说到向日葵，在中外
历史上有许多关于它的文化，不能不
让笔者想起荷兰著名的画家凡·高笔
下的《向日葵》。当我站在梦思康中
药材产业园向日葵田园旁，举目眺望
这片向日葵，犹如凡·高画下的向日
葵一样，向世人展示出那一片绚丽的
金黄。向日葵，不仅有唐代诗人韦庄
的“薄妆新著淡黄衣，对捧金炉侍醮
迟。向月似矜倾国貌，倚风如唱步虚
词。”的赞美妙句，而且还有宋代金朋
说的“能展丹心向日倾”的《葵花
吟》。然而，我却十分喜欢宋代梅尧
臣的《咏向日葵》：“破土昂然指碧穹，
翠苗玉立沐春风。骄阳育得精神秀，
沃壤滋来体态丰。雅韵常存高洁处，
好花不卧乱丛中。虽非青帝座前客，
磊落从容一笑翁。”每天早晨，朵朵
葵花张开着笑脸，第一个迎接冉冉升
起的太阳;到了中午，太阳当空，那朵
朵葵花，又总是扬起那金色的脸庞笑
傲碧穹;走进傍晚，太阳徐徐落山了，
美丽的向日葵，又面向西方，恋恋不
舍地和太阳告别，并示意着：太阳公
公，明天再见。

所以，有人说，向日葵，它不择土
壤的贫瘠，也不讲水肥的多少，只要
撒入土壤，它就会站立成一种蓬勃
向上的姿态;也有人说，向日葵，它
从不抱怨和嫉恨，也不喧嚣和张扬，
始终如一地向着太阳微笑，它那高
高昂起的花盘和向外舒展的叶片，
就算是在破败间凋谢，也会逬发出
潦倒的艳丽，无声无息地记述着太
阳的光辉。当然，还有人说，向日葵
是忧伤的花朵，是阳光底下最明媚
的忧伤，正是因为它的明媚，朵朵葵
花向阳开。所以，它属于太阳，也称
之为太阳花。

我钟爱向日葵，因为向日葵是金
色太阳的花朵。每天，它总是把大大
的、圆圆的脸庞朝着太阳。当太阳将
细碎的金粉，撒在向日葵的笑靥时，
它的表情，是悲、是喜？虽说我看不
清、道不明，但我知道，在我们每个人
的心里，都有一株蓬勃向上的向日葵
……于是乎，就有了“盛夏如花，向阳
不变”之说。在金塔小山村，在梦思
康这片向日葵的田园里，在我的镜头
里，向日葵就像一群温暖美丽的少
女，微笑着拥抱每一天。而它的美
丽，却永远为太阳的照射而歌唱与骄
傲。

漫步在金塔村，沐浴着骄阳，品
读着七月，恰似品读金塔七月的灵
魂。金塔七月美如画：向日葵，虽有
着高傲的姿态，但它的笑靥却永远只
是仰望太阳。刘克庄的“生长古墙
阴，园荒草本深。可曾沾雨露，不改
向阳心”的诗句，把我带向那“今日见
花落，明日见花开。花开能向日，花
落委苍苔。自不同凡卉，看时几日
回”，不自不觉醉在无边无际的梦境
里。

太阳花开了，开在火红的七月
里。在美丽的金塔村，行走在古诗的
葵花园里，我一边拍摄向日葵的美
丽，一边去找寻梦思康中药材产业园
夏日一段最美的时光，别有一番韵味
在心中。

□詹敬鹏

太阳花开了

来到岭南，是春红褪尽的初夏。
今年的岭南特别多雨。

“一夜枕上听细雨，醒来拂晓赏
夏花。”清晨，透过薄纱窗棂望去，细
雨如丝，缠缠绵绵在天地间交织着，
空气中带着湿漉漉的水气。窗外的
绿树被浸染得苍翠如墨，厚重的墨
绿中清晰地闪着点点或白或红的花
朵，仿如山村夜空中上悬挂的一爿
月牙，给阴郁的清晨带来一些生机。

沿着被雨水洗白的石头小径前
行，进入一片果园，馥郁的花香飘散
在雨后清润的空气中。“五月榴花照
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近树一看，
一人高的石榴树上花开十分繁茂，
红的白的鲜艳无比，一朵花就像一
个小姑娘娇羞美丽的脸庞。

石榴花是有点与众不同的，边开
花边结果，花与果同生枝头，那也是
一种壮观的景致。同一棵石榴树
上，千姿百态的花，变化微妙。有的
蓓蕾初放，含苞婷立；有的微露金

蕊，浅开微合；有的当众怒放，流红
溢彩；有的香花陨落，籽实新萌；也
有花萼鼓胀，果实初长成，在枝头迎
风摇曳。

这一派果园，就像一个幸福的家
庭，那花那果那些碧绿的叶，便是一
群童趣盎然，天真烂漫的孩子们。
夏日清凉的微风轻拂，停留在花瓣
上的银色水珠洒落，点点沾衣欲湿，
落地无影。我追寻着露珠的影子，
想寻找芳影踪归何处，却只见地面
留下的片片落红，朵朵艳丽如新。
花开一场，就是一次盛世的爱恋，可
是最美的情与爱都将以离别的形式
最让人牵肠挂肚，花果洒泪定是在
向树枝依依作别，是在感激母体的
恩情吧！

我拾起一朵火红的花瓣，她是那
么安宁，那么静谧，那么坦然。落花
美丽的青春那么短暂，昨天还在枝头
护着花蕊，用裸露的身躯抵抗着风
雨，用艳丽的容貌点缀着满树的绿

叶，芬芳的呼吸引来蜂围蝶舞，将花
的粉传送到另一个蕊上，孕育新的种
子。此刻，就香消玉陨了，把生的希
望毫无怨言地让给了新的生命。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
护花。”我幡然醒悟，只见那满地的
落红，正痴情地望着枝头的青果，青
果像个襁褓中的婴儿贪婪地吮吸着
枝叶传送的养料，接受雨露的轻轻
抚摸。落红静躺在地上，或斜躺或
俯卧，都是战场上英雄的姿势，不悲
不喜，落而无憾。时光挪移，雨水的
浸泡融化了她的红唇，殷红浸染了
土地，她将自己的身体与朴实的大
地融为一体，准备着来年又重新站
在枝头，把一抹浅笑再次奉献出来。

微风轻起，花落的簌簌声惊醒了
我的思绪，眼前又现飘飞的落红。“落
花辞树虽无语，别倩黄鹂告诉春。”我
在猜想落花的心思，或许没有诗人想
像的那么深奥，也许就是一份平常的
心愿：你若安好，我心安然！

□谭丁录

落花辞树终无语

入夏观荷，似乎与听雨相映成趣，
情意油然而生，而观荷的意境也越发浓
烈起来。

记忆中，新荷初绽，小小的花蕾，朵
朵娇嫩，像可爱的婴儿在风中摇曳，让
人赏心悦目，也让人目光缱绻。远方树
梢上，鸟啼声声传来，我顿时感觉阳光
下的荷塘里，零星散落的荷蕾，丽影婆
娑，悄然起舞，荷叶簇拥着的花蕾，犹如
还没有绽放的春心，在夏天里显露着含
蓄，彰显着内敛，点缀着意趣与风韵。

偶然风起，雨水随之而来，在荷之
上滴落，流淌，像时光轻泻，犹如倾听濂
溪妙句的节奏，低吟千古沉淀的乡
愁——仿佛不染尘埃的歌唱，朦胧地在
视线里荡漾起来。池塘边，我伫立无
语，心灵抱臂枕风，仿佛入眠的迷离让
身心化蝶。现实中，确实有蜻蜓，在荷花
的嫩角上悬飞，荷塘水影中的游鱼，似乎
被这滴落的雨声所陶醉。池塘里，想象
的往事形影相随，人们在荷塘里逮泥虾、
捉黄鳝、采莲枝……池塘里的风景，在微
雨中格外显眼，野生的荷花初生梦幻，把
村庄点缀得格外玲珑而妩媚。

当池塘里的荷花盛开之时，喜悦至
极，悠然观看盛荷，如果伴有倾心听雨，
那才是另一番情趣盎然的意境——嫩
蕊含香，心驰凝露，柔枝吐翠之中，目光
揽风，遐思微拂轻岚，临池的弄影恍然
若梦。此时观荷，真得需要选择听雨的
佳日，感叹古人把盏邀友，欣然赋写锦
诗，那雨声中的荷花，让人想象到丽日
晴空下的娇艳并不神奇，只有风柔叶
翠，暗香陈留，一池菡萏亭亭立在雨中，

展示妩媚，抒姿弄影，兴致悠悠。
在这盛开荷花的夏雨天里，蝉鸣蛙

鼓，隐约变成了消逝的绕梁清音，雨声
是池边的抚曲，荷花的香姿映出了听风
雅韵的吟唱。我忽然想起了一幅画中
的雨韵风荷，人影倚栏展卷，画意墨香
疏狂，簇拥的白莲在笔意间涪风流香，
仿佛月下凌波散雪般的池中仙子——
如浓汁意会的风影，似淡彩心生的底
香，若并蒂相携的晓月，像独枝傲骨的
斜阳……一切都在撩珠般的雨声中嬉
戏，湿溅了池塘里的裙袂，折枝的水面
薄薄浮现出熏风雨声，那抚株的听琴之
思，让人想起了出淤泥而不染，想起无数
朵荷花，它们的仙姿倩影荡涤在尘埃之
上。是呀，出水方知莲思意，落花才懂藕
中情，在这雨中观荷，犹如观看丽人妆
盛，而轻歌如梦，叶碧如水，荷红似火。

留得残荷听雨声，在残荷中听雨，
那种缱绻之思，是在娇莲零落之后，遥
忆旧岁，那恰逢甘雨的怅然若失，更像
是久盼相遇的故知。一帘风雨，隐约在
池塘中对月吟歌，碧伞蝶栖，消失了的
风景已变成苦旅之趣，纤枝鹤立，若觅
知音之趣；凭生惆怅，光阴扰风乱性。
在残荷中听雨，疏枝如梦，跳跃的窈窕
歌舞，琳琅满目。

“莲藕香残听雨声，芳魂馨梦雁南
飞”，世事浮云，一笑而过；独怜艳影，几
番愁绪。在这残荷中听雨，犹如聆听玲
珑曲，感受雨润心田的娇柔疏影。此
时，忧思幻化成了春泥之美，与洁身自
好的残荷相伴，犹如蛙歌传送佳音，仿
佛风中吹送的幽香，琴瑟和鸣。

□鲍安顺

入夏观荷静听雨

走在美丽的安信工校园，一幢幢
巍峨的建筑，举目而来。从别具一格
的图书馆，到九曲回廊的教师楼；从合
围成“四合院”式样的宿舍楼，到栋栋
比肩的教学楼，这些“凝固的艺术”，之
所以能够巍然屹立，美轮美奂，就在于
植根地层的坚硬基石。

是的，建筑，因为看不见的地下坚
硬的基石而立身。人呢？我们大学生
呢？那就是“诚实守信”。

看不见的诚实守信，对一个人，尤
其我们青年学子未来的发展，到底有多
重要呢？有一则有趣的史实可以说明：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
来”，这句宋词我们都知道是北宋大词
人晏殊的名句。晏殊从少年开始，就
以诚实守信著称。14岁的时候他被人
作为“神童”举荐给宋真宗。皇帝召见
后要他和1000多名考生同时参加进士
考试。结果晏殊发现考试题是自己10
天前练习过的，就如实向宋真宗报告，
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宋真宗非常欣
赏他的诚实品质，便赐予他“同进士出
身”，就是等同进士录取任用。

自己曾经做过的题目，和皇帝出
的考试题类似，如果被查实，晏殊恐怕
性命难保，还要连累家人。这位年仅
14 岁的少年，虽然不清楚“欺君之罪”
的后果，但他因为“诚实守信”的品质，
赢得了龙心大悦。

做了官以后的晏殊，诚实守信的
品质还有吗？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太平时期的
北宋官员们经常在饭馆里吃吃喝喝。
晏殊家穷，没钱吃喝，也不善交际。有

一天宋真宗宣布要提拔晏殊做太子的
“东宫官”，就是辅导下一任皇帝。这
个重任让其他人很惊讶。皇帝说：“大
多数人只知道整天吃吃喝喝，只有晏
殊，自重谨慎。”然而，晏殊领旨谢恩
后，对皇上坦白地说：“我也是喜欢吃
喝玩乐的人。只是我家很穷，吃不起，
玩不起。如果我有钱，我也像别人一
样的。”结果，皇帝更加信任晏殊。

所以说，正是诚实守信的品质，这
个立身的“基石”，才使得晏殊能建功
立业，安然度过不平凡的一生。

然而在今天我们大学生当中一些
人如何践行“诚实守信”的呢？

有人图书馆借书，拖延不还；有的
同学借钱不还；有的毕业生甚至制造各
种假证书；这是缺乏诚信，还背信违约。

有的学生，享受了国家助学贷款，
毕业后，却恶意拖欠贷款、学费。让我
们的高校处境为难，让曾经帮助实现
助学贷款的老师不安；

也有很多同学，考试作弊，屡禁不
止；甚至在学术上，从极个别的教师，到
我们身边的一些大学生，抄袭成风，瞒天
过海。这就是枉顾诚信，践踏诚信了。

凡此种种，丝毫没有意识到“诚
信”，作为一个人、尤其即将走向社会的
青年大学生作为立身“基石”的极端重
要性。等到那点“诚实守信”丧失殆尽
的时候，不仅不能安身立命求发展求生
存，连起码的自尊，都会荡然无存。

言忠信，行笃敬，让我们带上诚信上
路吧！让我们演绎出现代青年的尊严；让
我们从现在做起，为尊严承诺，让诚实守
信的种子，打在地上铿锵有力开花结果！

□江心远

诚信，立身的基石

在这“千里清蒸，万里红烧”的炎
炎暑天，我倍加怀念童年夏天那“清新
簟中味，悠然扇底风”的清凉时光。

那时候没有空调，连电扇也没有，
与夏天一起出场的是蒲扇。每年小暑
过后，奶奶就会从她的樟木箱子里拿
出几把蒲扇，给家里的六个人每人一
把。两个弟弟淘气，喜欢用扇子当武
器，相互攻击。他们的蒲扇总是很快
就脱了线，散了架，然后，就蛮不讲理
地去抢别人的蒲扇。奶奶就找来红
橙黄绿蓝紫六种颜色的布条，给每把
蒲扇镶边，细密地缝好扇口，再分给
每个人。每个人保护好自己的那把
蒲扇，这有效地延长了蒲扇的寿命。
记得我分到的是一把紫色碎花布镶
边的扇子，我觉得最漂亮，心里美了
好多天。

每个夏天，蒲扇都与奶奶如影随
形。做饭时，奶奶要用蒲扇去扇旺
灶膛里的柴禾。去菜田里摘瓜果
时，奶奶要用蒲扇挡开晃眼的阳光
或豆大的雨点。午后靠在树荫下打
盹，奶奶也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蒲
扇。记忆最深的是晚上，当我们姐
弟睡在竹床上，奶奶就用蒲扇为我
们驱蚊取凉。

那时候的夏天，我们不做晚饭也

不烧洗澡水。午餐煮稀饭时多加两瓢
水，把照得出人影的稀饭用一个缸盆
装着，凉在堂屋里的方桌上，桌上摆着
几碟酱油瓜、扎拉巴和乳豆腐。谁饿
了，就舀一碗稀饭，就着咸菜，哧溜哧
溜喝下去。夜幕降临了，家家户户就
搬出凉席，铺在禾场上，小孩子在上面
嬉闹打滚，大人们裸着上身摇着把大
蒲扇唠嗑。

我父亲是典型的乡村秀才，他读
的书多，记性也好。他最擅长讲的是
《封神榜》《杨家将》《水浒传》。时间、
地点、人物，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得清
清楚楚。所以每晚，我们家禾场上总
是人山人海。人多，蚊子也多。奶奶
就不停地挥舞着那把大蒲扇，时不时
地用蒲扇轻轻拍在我的头上、身上和
腿脚上，以防蚊子叮咬。在奶奶派送
的清凉中，我望着满天繁星，以及闪烁
的萤火虫，听着蝉鸣蛙鼓伴奏下父亲
讲的那些神奇的故事，总是很快就酣
然入梦。

回想那时候的夏天，应该也很燥
热，但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只有蒲扇派
送的清凉。如今，随着电扇空调的出
现，蒲扇已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只
有那“悠然扇底风”，在每个夏天如约
缭绕在我心头。

□熊荟蓉

悠然扇底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