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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铜官山
周末，去绩溪龙川，很是开心。龙

川，是一片曾经属于徽州的土地，我去过
多次，对它的印象一直很好。在山与水
之间，船形的龙川像是随时要驶进村前
的澄源河，要顺河驶向远方的样子，人在
村中游，仿佛也在船上行。既有畅游之
乐，又有扬帆之趣，那是一趟可以任想象
驰骋的旅行。龙川环村三面是山，山皆
青翠。村子中间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浅，
两岸，是民居、祠堂、牌坊，是水街。从
前，那条水街大概也是热闹的吧。

前几次去龙川的时候，溪中的水清
澈平缓，出溪入河，似乎并不着急。因
为，溪与河是相连接的，澄源河就在不
远处的村口，离得这么近，一条溪水出
溪入河，再也不需要兜兜转转，也不需
要历经曲曲折折了，还有什么好着急的
呢。我一直非常喜欢龙川村中的那条
溪水，它安静如清流，如村中的老屋、祠
堂和牌坊，也如村中的老人，他们太熟
悉这座村庄，这条溪流了。

立冬已过，皖南的天气仍如深秋般
多姿多彩。沿路，能看到一块块零散的

菊田，金黄灿烂的一块又一块，那是徽
州的贡菊。菊田铺展在皖山徽水之间，
明艳而耀人眼目。我在想，这是不是徽
州的先人们，有意将他们的荣耀以另一
种方式留在了徽州，留在了山野之间，
留在了那一片他们年少时被迫离开、功
成名就后又频频梦萦的故乡。

车窗之外，有一处处的甘蔗地，这
是近些年才多了起来的，它们方方正
正地肃立于田野之上，在车窗之外一
闪而过，有骨气，也有风姿的样子。而
此时的徽州，田野正在经历一场秋收，
既有些凌乱不堪，也有归于一片的岑
寂。秋阳里，我忽而无端地陷入了一
丝慌乱与伤感，在今与古之间，在秋与
冬之际。再看看窗外，这才发现皖南
的油菜地已经一片绿意盎然，油菜已
经做好了越冬前的营养储备，它们植
株壮实，叶色翠绿。想想，这就是汤显
祖一生痴绝之地，于是，心里也就释然
了。

初冬的阳光里，皖南的山水依然斑
澜多彩。清晨，在田野和村庄之间，仍

有层层的雾岚笼罩其间，如轻纱，似薄
幕，轻轻飘拂着，也轻轻牵扯着，如徽州
的一缕情丝，连接着山里与山外，连接
着徽州的男人与女人，也连接着徽州的
过去与现在。

在徽州，山上的黄栌、银杏、枫树，
水边的乌桕、枫杨，路旁的梧桐、香樟，
还有在田野间独立，或两三株成丛成列
的各种树木，都在这个季节里站立成自
己该有的姿态和风景，也都在以自己的
方式，在与这个季节对话。我很难理解
它们的语言，也无从知道它们在四季的
轮回里都说过一些什么，但这并不影响
我站立一旁，以默然不语的姿态去看着
它们，去猜测它们，也许这才是与那些
植物所应有的交流方式，也许只有这
样，你才能慢慢理解，熟悉这方山水，喜
欢上这个地方。

匆匆一日，只是短暂一瞥，回程时，
路过太平湖，看到湖水浅了一大截，心
里不免有些失落，这么久的时间没有下
雨了，一座湖也慢慢地瘦了下去。这是
我钟情的太平湖吗？是的。湖水虽浅

了些，远望过去，仍是一片湛蓝，如眼眸
般纯净深邃。在湖面与青山、与湖中众
岛之间，露出了水的瘦影，山的底线。
丰水时节，湖与山岛相依，一座座翠绿
的岛浮于湖面之上，水似碧玉，岛如青
螺，那样养眼。

今天，在湖与山之间、湖与岛之间，
现出了一大截灰白裸露的岩石与山体，
那仿佛一截令人不安的距离，横在我的
眼前，也横在了时光的不远处。我知
道，那段距离，也许只需一场冬雪，或是
一夜春雨，就会消失不见，可我依然会
记住这一天，这一段距离，留此存照。
在以后每一个见到，或是想起它的日子
里重新打开。

今天，我离徽州这么近，我在它的土
地上走过，呼吸着它的空气，看着它的山
水、村庄、田园和山水，一切都可触可感，
可我依然感觉到它距离我的遥远，像太
平湖的湖与山之间那一截裸露的距离，
需要等待一场雪或雨，一段时光去消
弥。这么多年了，我总会觉得，自己离徽
州曾经那么近，又总是那么远。

□章铜胜

路过徽州的远和近

很多人知道金银花，惯常的生活中，或
多或少总受过这一味药的好处。

金银花，这名字也着实好，如金似银般
贵重，生生道出了它的地位。农谚讲：“涝死
庄稼旱死草，冻死石榴晒伤瓜，不会影响金
银花。”虽然贵重，不可或缺，金银花却不娇
气，坚韧得超乎想象。而多数人不知道它还
有一个与之相配的更贴切更朴素的名字：忍
冬。

知道忍冬是在几年前，缘于一个同事。
那时候刚毕业，携着青春年少的张狂和满腔
抱负，然事与愿违，工作上并不如自己的期
许，只在一个企业里扮演着一个小小的角
色。与我合作的是库管老潘，叫他老潘，其
实他也并不老，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不过他
的行事为人倒真的可以称为一个“老”字。
认真负责得有些过分，极其尽心，如同做自
家的事一样。别人笑他，他并不为意。听说
他刚来时，只是一个搬运工，几个月后，就升
为了库管。

老潘除了在工作上一板一眼，尽职较汁
外，人还是蛮不错的。一脸笑容，和气亲切，
热心仗义。而他那坚定的脚步，和刚正不阿
的背影，总让人觉得他身上还潜藏着另一种
无法言喻的气质。

老潘住的地方和我家不远，下班后，我
们常常一块回去。我总爱向他喋喋不休地
抱怨工作上的不如意，他总是笑着，有时候
劝我几句，有时候什么都不说，静静地做一
个听众。

那个星期天，老潘邀我去他家吃饭，说
是做几道他家乡的菜让我尝尝。只知道他
住在公园里，并未去过，他也未告诉我位
置。冬日的公园满目萧条，光秃秃的枝丫，
一地落叶残乱潦倒，清旷岑寂。我一直往里
走，高架桥旁的一片绿意葱茏吸引了我，是
什么植物呢？当满世界灰茫茫时，它们依然
勃发着生机。绿意之间点缀着两间低矮的
屋子，一个屋子往外升腾着热气，门外摆放
着几棵白菜。

太阳很好，暖融融的。一个小桌子和几
把凳子安然地在那一片植物间晒着太阳。
这或许就是老潘的住处了，他曾提过媳妇在
公园看高架桥。高桥边有旋型楼梯，怕有人
上去危险。我站在那里兀自出神地时候，老
潘突然从屋子里出来了，一手端着一盘热腾
腾的菜。他笑着神秘地说，冲着这片绿意，
就知道你不会迷路，找不到地方。

他的媳妇闻声也跟着出来了，笑眯眯地
向我打招呼，拉我在小桌子前坐下。她，朴
朴实实的，眉眼温柔，和老潘一样热情。老
潘去屋子里忙活去了，她坐下来同我聊天，
问长问短，亲切得像故知。

问起那些绿色的植物，才知道原来竟是
金银花，在他们老家叫忍冬，大面积的种植
呢。忍冬的叶子凌冬不凋，来年春天，花开得
尤其好看。老潘特别喜欢，便从老家带了一
些。她向我说起老潘，眼睛里蓄满了骄傲。

原以为老潘不过是一个勤勉的普通打
工者，未曾想，老潘曾经如此辉煌过，在老家
有过自己的公司。一着不慎，生意惨败后，
并未一蹶不振，而是带着妻子和他喜欢的忍
冬，他乡求生，甘愿放低姿态，从零做起。

对老潘，我从内心里开始起了敬意。同
是遇到了人生中的寒冬，我的姿态不及他的
万分之一。我如此年轻，却一怀怨愤。老潘
本是意义风发的年纪，遭受重挫，心中依旧
月朗风清，荡漾着一片油油的绿意。像忍冬
一样，寒冬里始终不肯凋零。

回去后，在工作上，我不再有抵触的心
理，而是极力和老潘配合。在我们的努力
下，最糟糕最混乱的库房，变成了最优秀的
库房，几乎不曾出过差错。一年后，因为认
真谨慎，我被调去了总部，老潘也升职为库
房主任。这以后，鲜有见面的机会了。

后来，为了追逐年少时的文字梦想，我
离开了这家企业，与老潘，更没有机会见面
了。文字之路，磕磕绊绊，更是不易。我总
会想起老潘，想起他喜欢的忍冬。

□耿艳菊

忍 冬

秋风未竟的事业，冬天并没有
置之不理，而是投入了更大的热情，
强劲的西北风，让本该在秋天就该
结束一个轮回的叶子找到了归宿。
这世间，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来与
回的故事，过程也许并不美，但结局
由不得你不去深思。飞鸟的影子少
了许多了，走的终究要走，去了它们
要去的地方，留的总会留下，去与
留，诠释的是缘聚缘散，滚滚红尘，
原本就不存在永恒，要去的也并非
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留下的自然也
不会长久地停在一个地方或者枝头
上。

寒冷中，冬阳似乎善解人意地
释放着温暖，冬天也不尽然是寒
冷。阳光和煦，这样的阳光照样在
催生着万物，只是你看不见。不要
过分地相信你的眼睛，眼睛能看到
一切事物的表象，却不一定就能看
到诸多事物的本质。躺在泥土里
的种子，并没有就此安歇，而是在

不断地积蓄着所需要的养分。有
些种子之所以永无出头之日，那应
该是修行不够，或懒惰，或贪婪，贪
图安逸，不愿出力；或许选错了地
方站错了队，位置也能决定成败。

碧空如洗，风平浪静，在安详
地享受着这美好的时刻的时候，你
该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准备，寻常之
中往往包含着无常，没准，这就是
一场暴风雪的前兆。猝然而至的
雨雪陷你于无措，要教训的恰恰是
你对大千世界的领悟的缺失。这
个世界，历来只对有准备的人温情
脉脉。

风雪在它们该来的时候总会要
来，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们自身强
大的力量。悦纳冬天里的风吧，它
其实在谆谆告诫着你关于这个尘世
的太多的道理，它教会了人们不应
该满足，应该像它那样具有迎接挑
战的精神和勇气。

雪来了，房子变白了，地变白

了，地上的一切的一切，都被雪覆盖
了。你可能会说：真好！雪是花朵
么？花朵没有那种铺天盖地的阵
势，雪也没有花朵所能有的芳香，但
它们蕴含着一种芳香，只是你没有
捕捉到。替代与被替代的事儿，不
会发生在雪与花朵的身上。雪的到
来，使得红尘达到了没有纷扰的清
静的最高境界，那个时候，天地真切
地归一了。诚然，这种归一不过只
是暂时，就是这种暂时，总会使得智
者去思考。

水变成了冰，冰还可以还原成
水。这不是嬗变，而是态势。生命
就跟水化成冰冰还原于水一样，也
会更换着态势，只要心中不遭遇严
寒，生命的之水才会呈现出恣意的
活力。

蛰伏、等待，并不代表逃避，更
不能看做消极地终止，生命可以终
止，但冬天不会终止，自然界里的一
切都不会终止。

□范方启

冬之禅

清晨，通往矿区的马路上，是一
辆接着一辆“上班族”的私家车。时
值秋高气爽，气候宜人，很多车都是
敞开车窗一路驰行，那爽朗的笑声
或优美的乐曲不时地从车窗传入路
人的耳畔，有时身后会响起一阵嘟、
嘟的喇叭声，回头侧望，原来是熟悉
的工友正鸣笛向自己打招呼呢，一
派车水马龙的矿区景象，无不增添
了几分别样的矿山秋韵。

接近矿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那巍峨高耸的井塔、高端气派的井
口“建筑群”，拔地而起的井塔，屹立
在叠翠流金的环山之中，越发雄伟
壮观，更加富有立体感。高耸的井
塔仿佛是矿山的向导，正绘声绘色
地讲述着美丽矿山的绿色与生态，
赞美着矿工的勤劳与智慧，擎画着
矿山的建设与发展；置身于井塔脚
下，它又仿佛是一位睿智的指挥官，
正一手有条不紊地指挥协调每一项
安全生产，一手忙碌着为矿山浓浓
秋色再着色添彩。

位于井口旁的采矿综合楼、

员工餐厅楼，在一座美丽小花园
的点缀下极具现代建筑风格，也
展现出独具特色的矿山文化魅
力。每天途经小花园的矿工们，
充满无比自信，无比快乐，无比
幸福；小花园里成片的香樟树郁
郁葱葱，花苗成林的小花园，吸
引着成群飞鸟停栖筑巢；错落有
致的花坛里，栽有一棵棵桂花
树，虽已深秋，它们依旧吐蕊，依
旧盛开，依旧沁人心脾。带着芬
芳馥郁的桂花香，迎着秋日暖
阳，几位身着橘黄工装的女工，
围拢在花坛前，正忙碌着修花剪
草，赶在入冬前为花草树木保暖
御寒，她们用一双勤劳灵巧的
手，把那金子般阳光洒满矿山的
每一个角落。

此时，灯火明亮的千米井下，矿
工们驾驭着凿岩车，正为夺取年度
大干开足马力掘进采矿。秋天是收
获的季节！奋力冲刺的矿工们在地
层深处与隆隆的爆破声对歌，跟轰
鸣的机械声对阵，共同创造出流金

溢彩的矿山丰收美景，难怪曾有人
赞誉：矿山秋色是在焊花飞溅的巷
道里应运而生的，是在半自磨前精
挑细选出来的，矿山秋色要比任何
地方有力度，有气势。于是我感悟
矿山秋色美景，有大自然鬼斧神工
的季节轮换，同时也来自掌子面的
馈赠。

每到班中就餐时，员工餐厅里
早已是飘香四溢，丰盛的舌尖美味，
浸润着浓烈醉美的矿山秋色，沿着
巷道一路飘向热火朝天的掌子面。
一辆辆订餐车如约而至地驶入“员
工餐厅”前，“送餐哥”们将一份份香
喷喷的饭菜装进餐盒，风风火火挑
往井下，送到每一位矿工手中。

这个月底，就到了“送餐哥”老
杨的退休年龄，每每提及“退休”话
题，杨师傅总是流露出太多不舍与
眷念之情，他说：“等到下一个大美
深秋时节，我将退休告别工作了近
40年的矿山，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
样强烈感受到工友情、矿山美的挚
爱亲情。”

矿山秋色分外浓
□汪为琳

秋之色
秋之韵也
风中飘摇的落叶
纷飞了一季的浪漫

凭空远眺
那点点金黄色脆

温婉了一季的柔情

晚秋之韵
凋零之美
让人无法不眷恋
这万物皆灵气的轮回

□余 喆

秋 语

落叶是冬天的请柬。叶一落，
阳光就淡了，叶一落，雪花就快来
了，在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
不觉间，冬天已经悄悄来临。

枯叶蝴蝶般飞舞着，仿佛正向
人们宣告着又一个季节的轮回。冰
冷的雨一场接着一场，寒风裹挟着
斜飞的雨丝，只有几株历经风霜的
菊花，依旧在逼人的寒气中傲然挺
立，捍卫着秋天残存的最后一丝温
情。该告别的就告别，该恬静的就
恬静，该遗忘的就遗忘，大自然赐予
的初冬，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种
思索，是一种感悟……

在一片湛蓝的天空下，没有了
虫鸣，没有了蝉声，天地间一片寂
静。放眼望去，初冬的原野显示出

了大度和宽容，大自然似乎屏住了
呼吸。虽然没有了春天的欢快，没
有了夏日的热情，更没有了秋天的
色彩，只有无边的寂静和素洁，洋溢
着一种淡定的平和，但那凝重而又
深沉的原野里萌动着无数的生命，
单等那春风沉醉的一刻，续写生命
自强不息的传奇。

冬藏于心。
劲风荡尽了天地间的尘埃，艳

阳高照，碧空如洗，空气纯净而清
冽。人们在经历了春的播种、秋的
收获，此刻，只需静静地接受严冬的
馈赠。火锅支起来了，虽然缺少了
炒溜煸炸的繁琐，却也能将红红火
火的日子在沸腾的汤水中捞起；厚
厚的棉衣穿起来了，虽然没有了夏

日的敏捷，却也能将冬日笨拙的憨
态体现得一览无余。

街道里飘荡着烤红薯的清香，
那是来自乡土最香醇的美味；村巷
间回响着爆米花的轰鸣，延续着我
们童年最难忘的记忆。越冬的植
物，懒懒地趴在地上，冬夜悠长，满
是人们沉醉的鼾声。在梦境与现实
之间，我们静静期待着今年的第一
场雪，跟随雪花走进冬天的童话，走
进了生命激情最初迸发的地方……

冬天的大门就这样悄悄地打
开，迈进了冬天的门槛，迎接着岁月
的寂静！我默默地祈求那片藴满生
命希望和辛勤汗水的土地以及生活
在土地上的人们，经过冬天的洗礼，
定将走进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

□徐学平

迈进冬天的门槛

爬绳

一根垂直于天地间的绳索
将青春和梦想启迪
用双手握紧努力向上的方向
每一把奋力攀爬
都在诠释
救援与太阳的
距离——

障碍板

像一道
横亘于每一个救护队员
心里的坎
恐惧的心理与急盼的眼神
复杂而矛盾的交织着

让我们用坚实的蹬踏
甩掉懦弱
奠定向上的自信
一次又一次鸽子般飞跃
展示救援人的自豪⋯⋯

矮巷

穿越矮巷
我们在匍匐中前行
身上背负的
不是沉重的BG4
而是遇险人员
沉甸甸的急切期望
每一次迅速的穿越
都是与死神争夺
时间——

□云水禅心

秋季大练兵

欢乐之秋

快乐之秋

希望之秋 夏 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