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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秋天的色彩是何等的五彩斑斓
啊！随着季节的深入，秋天踩着铿锵
的鼓点，伴着激情飞扬的旋律，用她
那神奇的画笔把大地涂抹得恰到好
处，到处闪耀着斑驳的色彩：那深翠
浅绿、赤橙青黄，色彩绚丽得让人心
醉，红的热烈、蓝的从容、绿的灵秀、
黄的悠闲、白的素雅……就是这样，
带着未经雕琢的自然之美，秋天直直
地闯进我们的眼中，它的美是一份醉
人的美，是一份清澈的美，是一份静
谧的美，更是一份灿烂的美，有一丝
野性，却不张扬。

人在秋阳下。极目千里，碧空如
洗，几团慵懒的云儿在缓缓地飘移，
泼润淡淡墨痕，幻化为一袭絮絮的尘
色。“丹枫锦树三秋丽，白雁黄云万里
来”，秋天的云是四季中最好看最浪
漫的，洁白、素雅、高远，给人一种坦

荡如砥、云卷云舒的感受。看夕阳西
下那橘黄、羞红的晚妆，无不千姿百
态、浓艳纷呈，绘染成秋色一卷。

我喜欢欣赏油画，在我看来，秋
天就是一幅用金黄和火红这两种颜料
搭配所勾勒出来的彩色油画。举目四
望，万山红遍，枫叶如火。田田野野，
满目都是耀眼的金黄，丰收的果实在
秋光中散发着灵性的光芒；山山谷谷，
满目是炫目的火红，枫叶在秋风中唱
着欢快的歌谣。天地间红与白、黄与
绿交相辉映，流光溢彩，煞是好看，自
有一番秋的神韵！宋代诗人陆游有
诗：“重重红枫秋山晚，猎猎青帘社酒
香。”面对眼前秋高气爽，山林红遍，诗
人触景生情，仿佛又看到那迷人的秋
色，又闻到那醉人的酒香。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
上寒烟翠。”秋天的银杏树是最美丽

的，一小片一小片像小扇子一样的叶
子都变成了金黄色。黄灿灿的叶子、
铜钱似的果子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
着耀眼的光芒。一阵风吹过，黄灿灿
的叶子打着旋儿，飘然落下，撒满大
地，呈现一派斑斓的秋日美景。而最
让人陶醉的是那不畏寒露霜冻，一花
独占天下秋色的菊花。她们凌霜怒
放，卓然而立，随风摇曳，以自己娇艳
动人、生机勃勃的生命将秋天渲染得
更加妩媚成熟。从芬芳隽秀、精彩纷
呈的各种秋菊中，你看到的是大自然
描绘的一幅幅光彩夺目的图画。

在这云彩绚丽多姿的时节，如你
能站在层林如染的山冈上，高哼一曲
自己喜爱的歌，顿觉天宽地阔、生活
多姿多彩；如能躺在散发着阳光气息
的金色草地上，晒一晒杂乱的思绪，
你会发现：天地无言，白云悠然地飘

着，日光欢快地照着，一时间没有了
精神压力，没有了尘世烦扰，没有了
时间观念，有的只是天很蓝，心很醉，
浑身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这真是
一份不可多得的享受。

“枫桥秋水绿无涯，枫叶满树红
于花。”明代诗人张元凯真是一语道
破秋天美丽的真谛！秋天之美美就
在于谦让，永远为来年的新绿留下一
席之地；秋天之美美就在于割舍，收
割之后露出的裸土凸显着昔日的丰
满。

随着年龄的递增，我愈来愈钟
爱秋天了。秋天不是悲欢离合的承
载，秋天不是人生老去的象征，而是
时令繁荣昌盛的标志，是一种充满爱
和激情的色泽，是一个更加使人欣喜
的季节。因为没有一个季节能像秋
天这样流光溢彩；没有一个季节能像
秋天这样绚烂如画；没有一个季节能
像秋天这样果实醇香；没有一个季节
能像秋天这样丰美富庶；没有一个季
节能像秋天这样快乐美丽。

绚丽多姿的秋色，让人宛若置身
仙境，流连忘返。我爱秋色，愿这斑
斓美好的秋色永驻人间！

□钟 芳

秋色之美

在井口

井口
等待下井的矿工
眼望晨曦
刚毅写在脸上。

露天矿

露天采场
电铲威武汽车奔忙
演奏
雄壮的交响。

上井后

罐笼飞升
矿工凯旋回到地面
眉上挂着
岩屑。

调度室

矿山调度室
铃响和灯闪接连不断
紧张
在寂静里。

矿山夜

满山满谷的灯火
彻夜不寐
如繁星
点缀矿山之夜。

□丛奉璋

矿山速写

你惊醒了谁
悄然把原矿掘取
脚步延伸到巷道的那头
是否触摸到地平线下的温度

岁月如歌 涤荡成曲
青丝白发 不改初心之志
激情澎湃 溶入矿山的生产流程
只为那炉膛里的铜水

山与石的交织
灯与影的相吊
一抹逆光油彩的脸庞
传递地层深处的喜悦

廉颇老 稼轩志
风景依旧 日新月异
看筋骨刚刚
托起人生过往

矿山的梦想

是谁
读懂了山 山的绿色
读懂了矿山 矿山的井架
读懂了巷道 巷道深处的你

梦觉吴江又是江南
《秋浦歌》的主唱
明月夜的赧郎
清弦弹逝 千年有声

山风醉 葱郁盎然
旌旗飘 露天复垦
机车隆 日新月异
人不寐 时不待我

理想和宏愿 结茧成裘
舞台中央 尽情演绎
安全与环保 责任与担当
抱团整治 入脑随心

披甲戎装劈旧浪
天蓝景绿意境优
读懂了 矿山曾经的风情
伫立 的井架
凝望静思 筑梦逐梦

□余 飞

矿山的汉子（外一首）

□詹敬鹏

近日，笔者走进一座不收门票的江南古镇朱家角。
江南古镇朱家角，现属上海市青浦区，地处江浙

沪两省一市的交通要枢，分布于漕江河两岸，最早是
商贾云集的水陆码头。镇内江河纵横，九条长街沿河
而筑，千栋明清建筑依水而立，其最大特色是桥多、弄
多、角多，显露出古镇无限的水乡历史文化气息，素有

“上海威尼斯”“沪郊好莱坞”及“江南明珠”之誉。
在朱家角漫步，让我处处沐浴古镇的水之美、

桥之古、街之奇、园之精。如此精美的江南水乡古
镇，一点也不比乌镇、周庄、西塘等古镇逊色，却对
游客一律不收门票，这正是当地政府的高明之处，
吸引着各地游人纷至沓来。不临其境，难言其
妙。这天天气先是阴天后下小雨，我沐浴着仲夏
的细雨，踏着石板老街，探究深巷幽弄，行走拱型
石桥，品尝古镇特产，拍摄古镇小景，再花点小钱
乘坐咿呀小舟，亲身感受与体验“船在水上行、人
在画中游”的古镇之美。

江南古镇朱家角

按照通解：所谓消暑，中医叫
解暑，就是消夏、消热、防暑降温的
意思。

我们生长的少年时代，每到酷
暑时节，可以用“炼狱”两个字来概
括。那时，我们村没有电，更没有
见过电风扇这类现代消暑器材。
一到暑天，对于我来说，在放牛、拔
秧、插秧、挑水、割草之余，整日玩
得昏天黑地。白天，我们穿短裤、
打赤脚、光着臂膀，几个童年伙伴
躲在树荫下面戏耍，或者拿着大扫
把到处扑蜻蜓，或者跑到渠沟里摸
野蟹、逮泥鳅等打发时光。

当然，我们认为最快乐的莫过
于到池塘里游泳。我们老家是丘
陵地带，村口、山坳里零零星星散
布着八九口池塘，每到酷热的中午
或下午，乘着大人们午休或干农活
的机会，我们往往结伴“躲”进偏僻
的池塘里尽情地游泳，短则数十
分钟，长则一二个小时。记得村庄
周边的小池塘差不多都围着一圈
大树，什么枫树、杨树、柳树等，遮
天蔽日，人在水中，暑气全消。

因为没有电，村庄没有任何

娱乐活动，村里的老年人便自创
一些“土办法”消暑。如夏夜漫长
闷热，吃过晚饭后，洗完澡，老人
们便自带竹床竹椅，自发的积聚
于村庄的高坡上，先是洒水驱蚊，
再各自躺坐在竹床竹椅上，一边
品茶喝水、一边海阔天空神聊一
些不知从哪个犄角疙瘩里听来的
奇闻轶事……

参军以后，我在舟山群岛的岱
山岛工作了6年，对海岛的夏天有
了一些体会。我部所在营房地处
半山腰，坐北朝南，背靠青山，面向
大海，白天尽管骄阳似火，但一到
晚上，气温直线下降，海风悠悠，衣
袂飘飘，我与战友们常常搬一些木
椅木凳，坐在营房外边的水泥地
上，手扶栏杆，一边眺望大海深处
的渔火，一边聊聊各自故乡和童年
的故事。那时的营房没有纱门纱
窗，也没有电风扇，每张床上都挂
着蚊帐，因为海滨浪高风大，暑气
易消，容易入眠，往往一觉到天
明。在海岛，中午最热的时候，我
与战友偶尔也会结伴跑到浅海处

“劈波斩浪”。

各地气候千差万别。1991年
以后，我在安徽肥东某部队工作期
间，也在此度过了多个夏天，我部
虽在大山深处，由于地处长江“火
炉”一带，真可谓暑热难耐夏日
长。有一年夏天，夏夜慢慢，难以
入眠，不论坐着、躺着，都是一身
汗，无奈之下，我干脆架一把梯子，
抱一个草席，爬到屋顶平台上，裹
着床单，在蚊虫的不断“袭击”下，

“熬”过了一段时间。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们一

家居住在本市解放新村的一间平
房里，一家三口共用一台电风扇。
老实说，铜陵尽管是一座小城市，
但一到夏天颇似火炉。记得每年
夏天，女儿天天都在电风扇下游
戏、学习、吃饭、睡觉，但到了最热
天，女儿的额头上还是长满了一大
片红色的热疮。

近些年，人们的消暑条件大为改
观，不管是家庭，还是单位，差不多都
普及了空调、电风扇，消暑已经不是
问题了。更有甚者，每到酷暑时节，
一些条件好的家庭干脆拖家带口跑
到北方海滨城市“悠哉乐哉”去了。

□王征社

消暑杂忆

小雨在窗外轻轻地敲着，微风送来阵
阵清凉。坐在书房里，我打开毛士云先生
的大著《心灵的内存》，初始是惊讶，继而是
敬佩。士云先生多年从事报纸副刊的编辑
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竟写出了那么多
漂亮的散文！

《心灵的内存》分为“人生的成本”、“心
灵的内存”、“站在棠越牌坊下”、“读书是一
个人的事情”、“别让泛娱乐化消解责任”、

“一定要刷新自己”六辑，洋洋洒洒数十万
言，可谓蔚为大观。

士云先生的散文运用象征、隐喻、虚拟、
通感等多种手法，有的是驱遣意象，因情造
境；有的从遣词造句、文字结构上下功夫；有
的还通过细节刻画，揭示人物内心的活动。
自然、社会、生命柔和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毛
士云散文主题话语和精神向度。体现了作
家对生命、对生活、对友情、对自然的珍爱，
使我们不仅看到作家以简驭繁、挥洒自如娴
熟的写作手法，同时也使我们窥视到士云先
生心灵深处的感动和纯洁。

士云先生散文的特色之一，便是短小精
悍。也许是长期担任编辑的缘故，士云先生
行文严谨，惜墨如金，往往是见好就收，从不
拖泥带水。

这部《心灵的内存》百余篇文章中，绝大
多数的千字左右，有的篇什只有几百字。如
果说读王妈裹脚又长又臭的文章是对人的
一种折磨，而读士云先生这些短小精悍的文
章无疑是一种享受。如“捡拾人文”的结尾，

“看上去，我们在沙滩上捡拾幸福，别忘了还
有一个美丽的贝壳去捡拾，这个美丽的贝壳
叫人文。”文章到这里，戛然而止。意象的转
换令人眼花缭乱，回味无穷。这些短而精的
文章，很适合我们阅读。

当然，文章不以长短为优劣。好的文
章，再长不嫌长；不好的文章再短还嫌长。

士云先生散文特色之二，便是言之有
物。文章短小，最忌空泛，大而空，没有针对
性，读者读了半天，如坠云里雾里，或者读完
一篇文章，没有什么能留在读者心里，我以
为这是很悲哀的，对写作者来说，是失败
的。士云先生那些抒情和议论，总是感性地
证明着文章的主题。体现崇高的生命价值
和精神风骨，从审美和愉悦中，从心灵的感
应和共鸣中，引领人们不断向精神的高地攀
登。

特色之三：富有哲理。士云的散文，构
思精美，角度新颖，哲学意味很浓。他常常
采撷一些历史的掌故，穿插在自己的文章
里，使文章生出婀娜的风姿。文集中一些说
理性的散文，思想鲜明，说理透彻，例证充
分，论证有力，在娓娓道来中针砭时弊，说出
社会的真相。他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而且
很有逻辑性，体现作家深厚的文化底蕴。

没有鲜活的灵魂，没有形式和内容的统
一，散文是没有生命力的。那些苍白的说
教，读者不会认同。

士云先生散文特色之四，便是语言的
真、善、美。我们说，如果文章的主题是酒的
话，那么语言便是酒杯。语言是载具，盛满
了作者思想的琼浆。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
是以审美语言建立起来的意义世界。文学
语言往往是象征性的，它的功能不是要证明
什么，而是要通过情怀上的感染，给读者以
审美的愉悦。作家通过语言营造一种意象，

一种意境，使读者能感受到、体验到，从而获
得美的享受。在这方面，我以为士云先生是
深谙此道的。

士云先生的散文，无论抒情还是论说，
其语言清灵、平实，没有假大空。他的“香樟
树下的中年人”，每一句朴实的语言，都散发
着原生态生活的清香，底层民众的生活没有
被作家想象和理念扭曲，呈现给读者的是没
有被意识污染过的原汁原味的生活的本真，
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来自生活一线
的具有强烈时代感和现实特征的作品，通过
一个作家把自己的才华和鲜活筋道的语言
结合起来，才能把现实生活描写得精彩纷
呈、趣味盎然。

士云先生散文特色之五，便是做生活的
有心人。我总以为，作家和新闻记者一样，
要做生活的有心人。作家走出书斋，投身自
然，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感受激情、寻找
诗意、拥抱灵感。作家们在品味生活、创造
生活、享受生活的同时，从不忽略沉淀在骨
子里、奔腾在血液中的创作的灵感。在“香
樟树下的中年人”一文中，就看出他对生活
观察的细致，他把这个中年人白天摆地摊，
卖小商品；夜晚替酒店洗刷碗碟、送泔水，弄
得一清二楚，试问，如果不是生活的有心人，
你能知道这么详细？用眼观察，用心感受，
用脑思考是每位作家行文的充分必要条件。

“我贮藏香椿头，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
腹之欲，更重要的是想通过香椿头来收藏春
天……”作家通过冬天、香椿头、春天、友情，
这些互不相关联的词语，串联起生活的画
面，成就了一篇饶有情趣的散文，读之大有
口角生香之感。热爱春天的人，是热爱生活
的人，热爱生活的人，无疑是高尚的人。

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我以为
这里的“文”，当然是指文采。优秀的传统
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其中重要一点就
是有赖于辞达意畅、文采斐然的文字。比如

《诗经》，比如《离骚》……虽然经过唐风宋雨
的熏陶濡染，经过元曲明戏的扩张渗透，却魅
力依然。我们固然不能把文学的成功完全归
纳于文华辞采，但如果“言之无文”，那么，这
部作品就不可能流传久远，这是肯定的。

客观地说，士云先生的散文不是全景式
的，没有宏大的场景，它是碎片化的，他撷取
生活的某一片段、某一时段，某一现象，以及
他对生活的某一感受，然后生发开来；但它
是以情感为丝线连缀起来的，故而耐读耐
看。也正是这些片段，这些现象，构成了生
活的多姿多彩，构成了生命的绚烂。

当然，我们不能说士云先生的散文篇篇
都嘴含珠玑，都是精品。但我们说篇篇都是
作家智慧和才情的结晶，一点也不为过。

士云先生是勤奋的。几十年来，士云先
生的散文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上，有的散文
还被转载。他众多作品中追梦人奔跑流汗
的身影和幸福的笑容，生动展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和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这些有根底
有生气的作品突出体现作家的历史责任感
和时代担当精神，体现作家对精品化的自觉
追求。这些掘自心灵深处的泉流，凛冽见
底，淙淙有声。

小雨还在耐心地敲着小窗，不知不觉间
已是夜半时分。我不得不合上书，虽然是走
马观花，浮光掠影，却已经令我沉醉，因为我
在这静谧的夏夜，品尝了一碗心灵的鸡汤。

□周宗雄

夏夜听雨
——毛士云《心灵的内存》读后

早就想去世界文化遗产——福建省南靖
县的田螺坑土楼群游览。前不久，我有幸来到
了这闻名天下的土楼群。她距南靖县城60公
里，坐落在海拔787.8米的湖岽山半坡上。湖
岽山形如田螺，故得名田螺坑。

一清早，旅游大巴就奔驰在狭窄的山路
上。车过南靖云岭，滿山遍野一派葱绿，大块大
块的树林在半山云雾缠绕中起起伏伏。山岭
下，大片水田分割的山土中开始零星地冒出方
方圆圆的土楼建筑，大家心情都格外兴奋。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著名的田螺坑土楼
群。从山顶的观景台俯视而下，三个圆形土楼、
一个椭圆形土楼围绕着一个方形土楼，依着山
势错落有致地排布，像一朵盛开的梅花点缀在
祖国的大地上。难怪当地人称她为“四菜一
汤”，这比喻，真是恰如其分。随团的导游介绍
说，“四菜一汤”由方形的步云楼和圆形的振昌
楼、瑞云楼、和昌楼及椭圆形的文昌楼五座土楼
组成。她始建于1662年，整个群体的形成历时
304年。一方四圆的土楼在建造时参照《考工
记图》中的“明堂五室”进行规划布局，按照“金
木水火土”五行相生次序进行建造，是独具特色
的建筑形体组合。层层土墙与四周的层层梯田
遥相呼应。云雾缭绕时，土楼时隐时现，呼之欲
出，充滿着几分灵性。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罗
哲文写下了律诗赞美田螺坑土楼群：“田螺坑畔
土楼家，雾散云开映彩霞。俯视宛如花一朵，旁
看神似布达拉。或云宇外飞来碟，亦说鲁班墨
斗花。似此楼形世罕见，环球建苑出奇葩‘’。
可见土楼群的神秘和壮观。

沿着木梯道，我们来到田螺坑土楼群的第
一座楼步云楼。该楼始建于清嘉庆元年
（1796），前低后高，从前厅到后厅堂是层层而
上，步步高升，寓意子孙后代，读书中举，青云直

上。近看土楼群的建筑材料，却十分普通，只是
就地取材，石头做基础，泥土做墙壁，木材做楼
板，瓦片盖屋顶。如此简易的材料，竞造出如此
雄伟的建筑，而且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却
依然巍然耸立，真为福建客家人的聪明才智而
佩服。

接近中午时分，我们又来到东歪西钭的“裕
昌楼”参观。走近楼内，看见每一根梁柱都是歪
歪钭钭的，敢叫板于比萨钭塔。别看好像很不
靠谱，最大的倾钭度为15度，可人家已有700
多年历史啦。经历过无数次地震的考验，是福
建土楼现存最古老而又最大的圆楼。

裕昌楼共有五层，高18.2米，房室269
间。全楼有五部楼梯，分为五大卦，底层厨房内
设有水井，共有22口，是福建土楼中水井最多
的土楼。土楼的构造非常特别：一楼二楼的外
墙上不开窗户，只有三楼四楼才对外开小窗。
据说这样的构造是为了防止土匪的进攻。大家
纷纷在土楼内选取各种角度，抓紧拍照留念。
都为福建的历史文化瑰宝而感叹，土楼群凝聚
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土楼林立的塔下村，有一座“张氏家庙”，石
阶门槛，朱漆大门，岁月掩盖不住当年的繁
华。庙前广场竖立着23根“永怀父恩”的石
旗杆。这是明清以来，张姓人为纪念本村族
人出仕文武官员、做出特殊贡献的海内外游
子以及百岁寿星而建立的。文官的石旗杆顶
端饰物多雕毛笔锋，武官则镌坐狮，给人以静
穆、严肃、荣耀的感觉，成为稀世罕见的文化
绝观。这些旗杆林，为“土楼游”增添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美哉，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中国首批景观
村落田螺坑村；壮哉，世界文化遗产福建省南靖
县田螺坑土楼群！

□余来友

壮观的田螺坑土楼群

铜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