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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颂

横空出世 莫问
从那里来 宇宙大爆炸
狂飇聚合裂变冷却的星云
光年洪荒
地球受孕
天之才——
—物之精——
—精之魂
—铜
——
……悄然诞生

□吴 笛

隐于野——
—
沸腾的岩浆 缄默的山岭
孔雀石绿了又绿
铜草花紫了又紫
亿万岁月凋零
佛祖出世前 耶稣降生前
……猎人……药农……樵夫……渔翁？
蓦然惊觉一块斑斓的石头
竟在沉思 微笑 唱歌 飞翔
能屈能伸 能柔能刚
亦分亦合 亦真亦幻
慧眼灵心
鬼神颤栗
但隐者出山 必千锤百击
穿越地狱之门
在中国 在江南
铜官铜
遍身是嘴的大山无须再开口
天下井炉九千九
铜官赤金逾半数
三千年炉火不熄
五大洲唯我独有
凤凰于飞 铜韵铿锵
一块石头 就那么一块石头
注定长长长
蓬蓬勃勃 轰轰烈烈
为一座
铜都
隐于市——
—
人间烟火蒸腾
锄锹犁铧 五谷丰豋
煮鱼烹肉 锅碗瓢盆
嘁嘁嚓嚓四季分明
叮叮当当百姓太平
一袋水烟似神仙
钟鸣鼎食大家庭
八角铜镜

照北方佳人倾城
藏江南妖姬倾国
倾城与倾国 没有人不爱
两头四身交叠互拥的四嬉铜娃娃
活泼泼象征意味无穷
蚁鼻钱刀币钱五铢钱半两钱
外圆内方
从酒肆到宫廷
最硬的通行证
此卦对应天圆地方
若大的中华 乞丐布衣 达官贵人
全跳不出它的掌控
铜官铜 梅埂冶
哗哗哗的铜钱激荡千年风云
敲戏台的铜
击龙舟的铜
撞觉悟的铜
最恨 刀枪剑戟
以铜的名义
令人民尸横遍野
陷街市残坦断壁
谁解铜的悔铜的冷铜的情
铜渣与人渣 天壤之别
铜绿与福禄 一脉相承
铜官铜——
—世上最善的铜
生活 生命 众生的保护神
隐于朝——
—
大禹铸九鼎
大美的进贡
金道锡行
车辚辚 马啸啸
周天子醉美的梦 江南
波翻浪涌的铜
皇宫有请 国库有请
鼎 三足举一日
早已变形 再不可团聚众生
吃喝欢娱
三拜九叩 参天祭神
国之重器 皇权象征

堂堂华夏怪兽一尊
问鼎中原
曾刻王孙满的答问
曾有赢荡膑足的命运
拯救西施的铜
葬送刘濞的铜
……铜官铜 直至
凯约翰头破血流的铜
小鬼子灰飞烟灭的铜
当铜制成权柄化身虎符压进枪膛
失却了美 泯灭了仁
物极必反
铜
可以杀人 也可以自刎
可以是金銮柱 也可以是耻辱柱
鼎重千钧
无用民生
—废铜
——
隐于艺——
—
幽幽的箫
烈烈的号
九曲回肠的弦琴
大江东去的瑟琶
拉风汉高祖的铜
慈悲金地藏的铜
高歌李太白的铜
哲理王阳明的铜
王安石看不透的铜
苏东坡黄山谷唱和的铜
沈括《梦溪笔谈》里错漏了千年的冰铜锭
铜官铜
编钟开口贝多芬
管弦拉响莫扎特
宫商角徵羽
五声十二律
清风明月浴身心
黄钟大吕洗乾坤
刻字镌文 雕龙画凤
青铜 黄铜 紫铜 彩铜

女娲手中的五色土
嫪斯口里的天籁声
物华天宝
在江南
人与铜美丽的相遇
铜与心奇妙的共鸣
隐于神——
—
《周易》云 铜之卦象？
其称名也小 其取类也大
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
其事肆而隐
《汉书》说
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
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
铭文文明 雕人成神
铜
君子风度 国士气质
世上从没有铜臭 只有人臭
铜
百毒不侵千年不朽万世光荣
穿金戴银 吞金饮银
就能金刚不坏？
就能茁壮铜的肉身 铜的雕像？
佛祖 观音……
还有那些凡而非凡的人
铜一样奉献铜一样光亮铜一样有益于人
类的人
走进人心 走进感动 走进景仰
最终
—走进铜像
——
请接受铜官铜的邀请
百姓的楷模 人民的英雄
我的——
—神
铜草花的娇女
孔雀石的宝玉
生于这方热土 哪怕
一块顽石
只要投进熊熊的炉火
七七四十九关
九九八十一难
千磨万击
请自信——
—你我
一定会窑变为铜都 一块
响当当光灿灿的铜

人生无处不乡愁
□王征社
最近在读台湾作家席慕蓉写的一
找一些在岱山岛上陆军、武警或武装部
篇文章，说的是若干年前，一位蒙古族
工作的安徽籍老乡，我们在一起，相谈
画家访问越南，在越南某海滨，突然有
最多的还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要问
一匹骨瘦如柴的蒙古马冲破众人的阻
为什么？无来由，
想念家乡。我有两个同
拦奔跑而至，面对蒙古族画家又是眼
乡战友在汽车连工作，该连队订了一份
泪又是鼻涕，久久不忍离去。据推测， 《安徽日报》，我经常利用周末时间，骑
可能是画家的蒙古族服饰勾起了蒙古
自行车过去，翻看《安徽日报》，了解家
情何以堪！
马的乡愁。马犹如此，
乡变化。因为同乡战友分散小岛各处，
1985 年国庆节后，我们一批枞阳
见一面不易，我们有时通过军线电话，
籍战友，来到舟山群岛的岱山岛，驻守
来个痛痛快快的“话聊”，不知不觉间
在祖国的海防前哨，海岛生活，整天面
半个小时过去了，聊到兴奋处，忘记了
对茫茫大海，天低海阔，云卷云舒，久
时间，忘记了工作，现在想想，都是“长
而久之，人们都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孤
安书远寄来稀”惹的祸。
独、惆怅、苍凉、远离尘世，这种感觉又
说到乡愁，很少有人比当兵的人理
一望西南百
时时折磨人的灵魂深处，让人生出无
解透彻。
“飘然羁旅尚无涯，
在浙江宁
穷无尽的乡愁。何以解忧？唯有乡思。 叹嗟”。我们有个枞阳籍老乡，
多年以后回想，我以为：在人生所
波市找了个对象，这样他的家就安在了
有的痛苦中，最难排遣的就是寂寞和
宁波，我们这些同乡战友都在心里默默
乡愁。而破解乡思乡愁的最佳手段就
祝福他。同样，他的家也成了我们这些
是书信。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战友回乡探亲的中转站。那时交通十分
义务兵免费邮寄书信。有了这个“优
不便，每当我们乘坐海船从岱山岛到宁
惠政策”，我写信的“兴趣”大增，因
波码头，再买好回乡的车票，当晚便借
为我的母亲不识字，回信还得求人，我
宿他家，第二天他会把我们这些从岱山
较少与母亲通信。我那时主要是给在
岛过来的战友送到火车站或汽车站，回
安徽马鞍山市 808 地质队工作的堂哥
家以后，他会连续几天闷闷不乐，他的
写信，堂哥是个老兵，也是安徽冶金系
宁波妻子不知缘故，不敢多问，多年以
统有名的“笔杆子”，他非常理解当兵
后还是他自己解开了这个疙瘩，原因是
人的心，他在书信中经常给我讲一些
他每送走一批战友，就勾起了无限乡
做人处事的道理，鼓励我多做事、勤做
愁。
事，多读书、勤思考，告诉我家乡的点
人啊，有时非常奇怪，在岱山岛时
滴变化，我们通信持续多年，直到他从
我们天天想念家乡、念叨安徽；回到安
808 地质队调到地处合肥市的冶金工
徽以后，在故乡生活久了，又常常怀念
业部华东地质勘查局，我也从岱山岛
曾经训练学习工作过的岱山岛。自打我
调到海军航空兵驻肥东县某部队。
1991 年调离岱山岛后，1992 年春节休
“浊酒一杯家万里”。“此夜笛中
假时自费回过那座小岛，弹指一别二十
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每到周
五年，可能是第二故乡给我打下了太深
末，我们这些战友，或以同一个乡镇为
的人生烙印。无端一夜空阶雨，滴破海
由头，或以中学为纽带，乡党或同学， 岛万里心。每当阴雨天，有时半夜醒来，
通过电话联系，约好地点，见面后多聊
竟然无缘无故想念起那座小岛。更有好
一些故园风物、童年趣事，或彼此熟悉
事的战友建起了微信群，常常在群里发
的人和事，不知不觉间，大半天就过去
些小岛风景照片，或战友当年的合影，
了。记得新兵连分手以后，1987 年春
惹得我经常心驰神往，许多海岛往事历
节，我们枞阳县将军乡（今钱铺乡）8
历在目。近期，战友们又相约今年国庆
个战友，约好正月初一相聚在我工作
节到岱山岛聚会，居然把我的心也说动
的 11 分队，我以炊事员之便，借用分
了。
队的锅碗瓢盆，战友们共同动手，择菜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
凄
人何以堪”。伟人毛
的择菜，淘米的淘米，买酒的买酒，整
怆江潭。树犹如此，
了一桌家乡饭菜，席间大家推杯换盏， 泽东晚年常常默念这句《枯树赋》上的
高谈阔论，共叙乡愁，其喜洋洋。说到
名言，借此怀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纾
高兴处，带出方言，手舞足蹈，泪流满
解自己心中的乡愁。我等凡人，乡愁黯
面。
黯，
亦属常态。看来还真应了那句老话：
大约是太过思乡，有时候，我们也
人生无处不乡愁！

防微杜渐保清白
—观新编黄梅戏《一代名相》有感
——
红红火火
可 可 摄

也是家家
生姜，
是铜陵八宝之一，
户户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我独爱生姜
它
貌似莲，
如能工巧匠般展现它的美，
还是一味中药：具有发散、止呕、止咳
等功效，
同时也是健胃驱寒的良药。
铜
陵的生姜以“块大皮薄，汁多渣少，肉
质脆嫩，香味浓郁”等特色而久负盛
名。
刚出土的生姜像一座小山，剥落了
泥土，呈现在你眼前的是黄白色的姜
体依托着淡红的小段，上面是绿的枝
干，剪去枝干再看，那就是个艺术品
就像刚出
了。
姜体中星星点点的红色，
水的莲花，
含苞待放，
加上姜体的黄白
色，层层叠叠竞争高，如此形态，真不
忍心去折开它们。

金秋时节话生姜
□吴必松
首先要清洗泥
每年的九月份是生姜收获的季节， 少的传统。买回家的生姜，
掰成小
市场上，随处可见生姜的身影，新姜、嫩
土，
然后要剪去上面红色的枝干，
你买我卖，
十分热
加半盆水，
姜，
应有尽有，
客商们，
块，
清水泡上，
旁边放上一盆，
闹；
小区里，
大盆小盆中流淌出的欢歌笑
就开始刮生姜皮了。家里有现成的不锈铁
那薄
语声是刮生姜的喜悦，也是一次次邻里
调羹，
握在手上轻轻在姜体上划动，
明天
就
相处的机缘，
今天我给你家刮生姜，
薄的一层皮就下来了，你手用劲大了，
你到我家来帮忙，
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其
刮到了姜体，旁边还有许多含苞待放的
乐融融！
“莲花”芽，那就是细活了，调羹要调个
腌生姜是我们大多数铜陵人必不可
头，用把子的弧度轻轻的伸进去轻轻的

最后就放到
刮，
那层薄薄的皮就下来了，
旁边的清水盆里。再看那简直就是艺术
但又
品，
黄白色的姜体，
就像少女的肌肤，
层层叠叠像是种生命要履行它的使命，
为
人类驱寒养胃。刮好的生姜，
要稍微加点
用簸箕放阳台，
晾
盐腌制一下，
三小时后，
生姜用刀
干水分。准备好腌制姜的瓶子，
拍一下，
整齐的码放到瓶底，一层生姜一
层糖，
并将准备好的白醋倒入瓶中。封好
瓶口，
一个星期就可以食用了。
我爱生姜，爱它所展现出的独特之
美。
现在，
生姜在铜陵已经形成了文化并
带动产业发展，今年还成功举办了铜陵
白姜文化节，人们在一起唱姜、品姜、论
姜，
绘就了一幅生动的生姜文化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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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勤华
张若松博学多才，官宦世家，深
得皇上喜欢，被朝廷委以重任，可谓
少年才俊，仕途光明。却也遭人嫉妒
和暗算。
又由于张若松的父亲是深为三朝
皇帝倚重的老臣、
且被大臣们赞誉为严
格自律 “五十年不犯错” 的楷模张廷
玉，加上张阁老虽然年过七十，但为朝
廷仍然殚精竭虑，大力整饬盐贪，从而
得罪了朝廷里的一些既得利益的权贵。
因此，
一些贪官污吏和不法盐商对张氏
父子既恨又千方百计想加以陷害。
虽有乾隆皇帝的信任，张廷玉深
知朝堂险恶，每每告诫儿子在为官为
人和为事上一定要小心加小心三思
而后行，张若松也果然不负父亲的谆
谆告诫，却最终还是中了小人的圈
套：张若松在朋友处看到一幅名画爱
不释手，便借回家去临摹，哪知画里
藏了五万两银票，分别是几个盐商所
贿，对于年俸仅 300 两银子的张阁
老来说，一下子便明白了这是一个陷
阱，对儿子的疏忽大意不禁又生气又
伤心，赶紧采取补救措施，不顾老迈年
高，让儿子和自己连夜挨家挨户将银
票一一退回，又在夜深去皇宫向乾隆
皇帝请罪说明原委。得到了皇帝的谅
解。
可是，在朝堂之上，却发生了两派
对立意见，一派认为张廷玉父子拒贿
行为精神可嘉，
应该予以表彰。另一派
则抓住机会攻讦张廷玉父子虽然将赃
款退回，但有受贿之实，应该将张若松
严惩。乾隆皇帝虽知张廷玉父子明明
被人陷害但也很为难，思考再三表示
不予治张若松的罪。反倒是张廷玉并
没有偏袒儿子，而是请求皇帝派人进
行彻底严查，待真相大白后再予定案。
乾隆皇帝欣然同意。
张若松后悔不已，为自己未有听
从父亲的谆谆教诲才至今天的蒙冤而
羞愤，更为父亲也被牵连受辱而心疼
张若松在悔恨交加
和愧疚。三个月后，
中溘然而逝。张廷玉为丧子而伤心欲
绝，但是，他没有沉沦，主动向皇帝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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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免去先皇赐予他的百年以后可“佩享
太庙”的殊荣，
将所追查的官商勾结、背
后主谋的线索交与皇上并请辞回乡，促
请皇帝为了民生和社稷一定要不徇私
情坚决打击贪腐，终于让贪官得到了应
有的惩处，还了儿子张若松的清白，也
让自己晚年的清誉得到了确保。
这是新创黄梅戏舞台剧 《大清
名相》 展示给观众的一个跌宕起伏、
让人欲哭无泪的故事，剧中艺术地再
现了张廷玉父子及乾隆皇帝嫉恶如
仇、整肃贪腐、壮士断腕和知耻而羞、
不计个人得失的家国情怀，几位演员
的唱、念、做等皆显功力，塑造的人物
既朴素丰满更动情感人，看罢，让人深
思并有所警醒。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
腐利剑高悬，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
郭伯雄、徐才厚及杨振超、陈树隆、周
玉春等等一大批高官因贪腐被纷纷斩
落马下，毋庸讳言，他们曾经凭着自己
的才干为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过一
些贡献，但是，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
下，他们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由
开始时的接受一点小好处发展到贪婪
无厌的腐败分子，将党和国家及人民
的利益置之脑后，终于走向了正确人
生的反面。“利益”是诱惑的，它伴随
着 每 个人 的 一 生 ，如 何 正 确 对 待“ 利
益”，却是对每一个人一生的考验，有
的人从一开始便经不住诱惑，成为了
不当利益的牺牲品；有的人虽一时抵
御了利益，但是，在看到更大的利益
时，防线滑坡还是当了俘虏；还有的
人，如张若松一般被小人拉下水，但是
却没有勇气像张若松那样从水中爬上
来……正所谓“贪似火，无制则燎原；
欲如水，不遏必滔天。”不少腐败分子
之所以越陷越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是从一开始时就没有把握好清正廉洁
的总开关，不能做到防微杜渐，须知蚁
穴不除终可决堤。
其实，无论为官为民，无论官大官
小，
无论权责多大，
在面对利益的诱惑时，
就会越
须当谨慎又谨慎，
一旦把持不住，
陷越深，
届时必然后悔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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