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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坐落在三叠泉水流过的
河畔，一个不到十户人家的小村
子。深秋的枫叶红透了，年复一年
却从来没有在意过，五老峰下被红
枫浸染的山谷，仿佛一幅油画，定
格了一种成熟的美。我也说不清
楚，为什么今年有了这种感觉？或
许是到了这个年纪，眼里的棱角圆
润了许多，对待身边的事物，自然
是赞美与欣赏的目光占了主导。
周末一家人聚在一起，不经意间谈
起这种感觉。女儿说庐山正在举
办“赏枫节”，微信里刷满了红枫的
景致，那可是不一般的美。夫人也
说，正好我没坐过缆车上山，听说
只要七分钟时间，不如今天一起去
牯岭街凑个热闹。这个倡议，全票
通过，真格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女婿有任务不能同行，小外孙
还不到两岁，高兴得表演着咿呀说
唱。

我们简单收拾好行装，不过十
来分钟的车程，便经过了东林寺，
来到庐山缆车山下的站点。这时
候天公却不作美了，雾锁群峦，牛
毛般的细雨，料想山上更不是赏枫
叶的好天气。夫人抱着小外孙有
了些许犹豫，我说莫打退堂鼓，既
来之、则安之，或许雨中“枫情”更
好些。女儿很快从车里取来雨具，
四个人、两把伞、一个大背包，我们
径直来到了缆车售票大厅。大厅
里的人并不多，听口音大部分是本
地人，缆车往返六十块钱，大家都
比较满意。女儿去排队买票，我和
夫人哄带着小外孙，一眨眼的工夫
便进入候车区。工作人员说，今天
不用排长队，天气晴好的周末，等
两三个钟头的情况都不稀奇。听
完这一席话，我和夫人会心一笑，
这兴许是意外收获吧，可省出等车
的半天功夫，品一回雾雨濛濛的

“枫”味。
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缆车，居

然配置了四排座位，可以一次性载
客 30名，应该代表了当今世界的
领先水平。满车的乘客由几家人
组合而成，各自说着浓郁的乡音，
伴着三五个小孩的嬉闹。车窗外
仿如仙境一般，白茫茫地笼罩了时
空。如果不是车厢有些许抖动，还
以为处在静止的状态。向上仰望
只见三条粗壮的钢索隐隐约约，往
下俯视偶见几抹峰峦和几垄云雾
茶园。也是一种缘分吧，同车人中
居然偶遇了一位老友，十多年未曾
见过面，拉着手用心的寒暄。夫人
和女儿抓紧了时间，刚把小外孙的
尿不湿换好，将厚些的衣裳重新穿
戴整齐，缆车便停靠在山上的终
点。和老友来不及更多的叙旧，微
笑着为这伟大的时代和科技的腾
飞点赞，因为以前上趟庐山可真不

容易，现在只需换块尿不湿的功
夫。

冷雨慢条斯理地洗涤着匡庐，
山上的温度完全是冬天的节奏，幸
好我们御寒的功课做得充分，小外
孙戴着一顶大红帽，雨雾中显得格
外亮眼。“赏枫节”有专门的公交路
线，二十块钱一张往返车票，可游
览植物园、花径等多个最佳“枫
景”。天气阴冷的好处，就是用不
着排长队等，一会儿工夫我们便乘
上了专线中巴，如孙行者一般穿行
在雾海中。这时候心里却犯了嘀
咕，这种天能见到“霜叶红于二月
花”的美吗？红透的枫叶是否已完
成了“归根”的愿景？小外孙这么
栉风沐雨会着凉吗？同车的几个
伙伴开始抱怨起来，昨天还是晴空
万里“枫情”万种，今天怎么就这么
不给力，不行的话到站就不下车
了，仍坐这趟车返回下山去。一些
人附和着，形成了一些消极的氛
围。夫人也问我后悔了吗？我和
女儿逗笑着小外孙，重复着先前说
过的话：既来之、则安之，既来之、
则安之……

中巴车很快接近植物园了，并
不宽敞的沥青路面，两侧停放的车
辆多了起来，参天的古木变得逐渐
清晰，不远的山峦成了白色为底或
红或黄的调色板，三五成群的游客
已经不见撑伞者，披着雨衣的也将
帽子扯了下来。不知不觉雾已经
变轻变淡了许多，雨也知趣地歇了
下来，同车的人喜乐的节奏也跟上
了旋律。“看哦，这片枫林真美！”中
巴车到站才刚刚停稳，不知哪位女
士喊出了声，大家往窗外望去，路
旁正是一大片枫林。天气有些好
转了，红枫叶就在眼前，大家的抱
怨情绪一扫而空，一下车便备好了
各种摄影工具，汇入了先前的游客
人群。还别说这一处枫林，颇有几
分额济纳胡杨的韵味，几十株错落
有致地挺立着，树干显得不是特别
粗大，但每一节都遒劲有力，好似
撑起了一顶顶皇家的华盖。那红
得不同深浅的湿漉漉的枫叶，一半
还潇洒地挂在枝头，联成一匹匹油
亮的缎子面，另一半却随性地铺满
了枫林成长的土地，那落叶归根的
悠闲姿态，恐怕只有我们这个年纪
的人才能领悟。

红枫最有看头的还不是这片
林子。随着客流步入植物园简易
的大门，来往的人群已是熙熙攘
攘，“赏枫节”的主场愈发热闹了。
小外孙似乎被这种情境感染，竟扭
动了身子从手上挣脱下来，蹒跚着
小步快跑起来。奇妙的事情，有时
会发生在一瞬间，对于这一点我以
前少有经历，但我们即将抵近那几
株三百岁的“枫王”时，西侧的天空

转眼间蓝得那么透彻，紧接着蓝天
的领地迅速扩大，竟然吐出了一抹
金灿灿的阳光，毫不吝啬地洒在

“枫王”周边，也洒在这群风雨之中
吸满潮气的游客身上，有些还披着
雨衣的居然镶上了一道道金边。
雨后的红枫在阳光下显得那么耀
眼，远处的雾气还在徘徊不定。石
径右侧布局的几株“枫王”，一眼望
去仿佛修得了仙风道骨，恐怕蓬莱
仙境也难觅几处媲美，靠近观赏就
像一顶顶打开的暖色降落伞，敞开
了胸怀方才飘曳着陆的定格。树
冠所及荫庇之处，少有杂草灌木，
树下满坡的枫叶一层又一层，红
的、黄的、竭的、紫的，就像刚举办
了一场盛大的典礼，燃放的烟花与
爆竹留下了满地的喜庆。也许，多
数人看到的是红红火火的壮美，而
我看到的却是轰轰烈烈的落幕！

植物园里，游客们无不为自己
的幸运而欢呼雀跃，连小外孙都摆
着各种姿势让女儿拍照。料想今
天的游客当中，一定能产生几幅获
奖的摄影作品。就这样热闹了二
十分钟的样子，老天爷又匆匆地关
上了这扇窗户，四周围重新聚拢成
奶白的雾海，连“枫王”的一片铠甲
也休想再见。一家人又随车浏览
了如琴湖与花径，再没遇上植物园
里的幸运，白茫茫的世界看不清十
米远，湖中的曲桥亭榭不见了踪
迹，唯有倚着花径的园门，将“花开
山寺、咏留诗人”的楹联记录在手
机，倒是堤旁一树苍翠松枝闯入了
镜头，增添了一种别样的意境美。
返回牯岭街的大巴车上，许多人意
犹未尽喃喃叹息。夫人却学着我
的口吻说：既来之、则安之，咱们去
当美食家吧！

于是在正街上寻了一家干净
些的土菜馆，黄豆烧鱼、西红柿炒
蛋、木耳青椒肉片，还有一大碗三鲜
汤，顿时一种饱满的幸福感油然而
生。今天“赏枫节”的任务结束了，
时间还比较早，带着小外孙在街心
公园的云雾中转了一会儿，便动身
来到缆车站乘车返程。在候车大厅
里，碰巧遇见了一位初中同学，也是
周末一大家子相约同行。姊妹几个
谈论着今天的收获，都觉得云里雾
里的没有尽兴，下次天气晴好再一
起上山，定要品味一番庐山枫叶真
正的美。同学热情地邀我下次同
行，我拗不过只有委婉地谢绝了，因
为我知道“庐山真面目”的本义。小
时候经常与同龄的伙伴一起，坐在
村口的石桥上眺望五老峰，最难忘
的便是一年当中，庐山很少不是腾
云驾雾的模样，不但孕育出“云雾
茶”而茗香天下，而且让众多文人骚
客魂牵梦绕，我便牢记了一条“只缘
身在此山中”的哲理。

另一种枫景
胡定文

鹤舞鄱湖鹤舞鄱湖
徐玉桥

鄱湖雾幕渐拉开，白羽仙姝展艺才。
交颈啄头如点豆，穿梭抖尾似摇筛。
雁书人字从天落，鹤唱欢歌动地来。
喜庆诗都三十载，群芳斗艳表衷怀。

浔阳赋浔阳赋
李国玺

历代诗家咏九江，垂杨拥翠吐芬芳。
花期古郡翻新曲，魅力浔阳换锦装。
浩渺鄱湖鸥戏水，巍峨牯岭蕊飘香。
彩虹飞架连吴楚，崛起隆兴百业昌。

别样新村别样新村
傅义华

新村样板易家河，广种橙柑贾客多。
绿树枝头藏硕果，红莲缝隙隐新荷。
一条高速穿西海，数眼温泉卧北坡。
致富山民开口笑，廉明党政亮喉歌。

永修工业园永修工业园
赵政文

曾是荒山历万年，欣逢盛世玉音宣。
几冬拼搏呈新貌，数载辛勤改旧颜。
四海宾朋观胜景，五洲商贾结良缘。
喜看今日永修美，秃岭建成工业园。

昌九工业走廊昌九工业走廊
袁汝勇

昌九长廊工厂多，柴桑纺织绞穿梭。
浔阳机械重洋涉，冶炼原油港口拖。
星火精硅销澳美，丫丫系列售欧俄。
十年崛起超强市，国梦今圆奏凯歌。

遣遣 怀怀
陈飞

碌碌浮生日似烟，篱边播种两瓜田。
一壶老酒连心醉，几卷诗文伴梦眠。
世态炎凉墙上草，人情深浅手中钱。
是非遍布眼尤净，青白平分自在仙。

贺浔阳江诗词集锦征稿贺浔阳江诗词集锦征稿
吴桂香

雏鹰展翅出青林，明月清泉奏宓琴。
宋雨佳词情久远，唐风雅律境幽深。
匡庐璞石能雕玉，九派诗文可点金。
破浪扬帆天地阔，潮头蘸笔任长吟。

庐山西海揽胜庐山西海揽胜
彭年祥

一坝拦湖碧玉填，群山露顶种青莲。
鸥翔云聚同留影，客往桥浮各搭船。
雨雾朦胧琼岛隐，晴波荡漾翠峰翩。
凡心已净尘嚣绝，别样蓬莱好化仙。

写在第三十四个教师节写在第三十四个教师节
黄秉林

栽花种树乐耕猷，风雨沧桑四十秋。
剪叶修枝除品劣，追肥提质植材优。
辛培若烛燃灰去，苦育如蚕作茧囚。
两袖清风归故里，常闻桃李五洲牛。

黄昏把盏饮缠绵黄昏把盏饮缠绵
秋风

黄昏把盏饮缠绵，半醉聆琴独自眠。
绪绕窗前难述苦，思飘楼外有谁怜。
问君怎忘今生恋，教我何知那世缘。
只叹依偎曾太短，唯求能与两情牵。

“童年生活何必
非要是美好的，苦难
的 人 生 未 必 就 是 坏
事，古往今来，多少成
功人士成长于苦难之
中，多少人在成功后
感谢童年的苦难带给
他们的辉煌！”饭桌
上，面对提出“每个人
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
童年生活”的文学青
年夏小飞，大师侃侃
而谈，把那青年说得
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的。

大师姓刘，年轻
时演讲天赋极高，中
年习画一举成名，后
又 结 合 人 生 经 历 写
作，在文艺上颇有造

就，渐渐地就成了当地文艺界的权威，
年轻人心中的泰斗。当地凡有文艺比
赛都邀请大师为嘉宾或评委。

终日忙碌于各种事务后大师创作
少了，评点风格却是大变。人们谈起任
何观点，大师大多持反对态度，并引经
据典，旁征博引而论证。某次座谈会上
一青年画家提出“画家应多坚持自己的
风格。”大师立即说“一个画家，也未必
非要坚持某种风格，把一切艺术都装入
自己的所谓风格之中，就会产生统一模
式的矫情艺术。如果绘画不为了某种
风格而创作，让一切画都自然而然的展
示出来，这样的画更接地气！”

有次在酒桌上有人提起学生的作
文题目《难忘的一天》，大师说：“这出题
的老师脑子有问题，为何不让学生写平
凡的一天呢。这种题目会让学生以后
只记得难忘的事，忽视了平凡小事或小
细节的观察”。

应该说，有些事无论从正反哪个方
面来看，都会有自己的道理。所以，大
师所到之处，年轻的艺术家们都被他的
观点所镇住了，凡大师批评谁，被批评
者自己不好说什么，听者更是或掌声或
赞叹，对大师钦佩有加。

再后来，人们发现大师的话越来越
长，但凡艺术界人士聚会交流，大师总
是打断不同朋友的话，强力推销自己的
观点，有时别人的观点还没展开，就被
大师批评。特别是私人交流或饭桌上，
大师更是以自己的权威掌控了大多数
发言。当然，大师批评的，大多是年轻
人或者刚开始文艺新人。对于领导对
于更大的权威，大师是一直管得住自己
的嘴的。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渐渐地，大
师对所有新人提出的观点都要进行反
驳，甚至有些自己提出过的观点，大师
也会反驳。比如有次大师说“记者要有
自己的观点”，后来有人想捧大师两句，
原样说出这一观点时，大师却说“记者
何必非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什么不能
坚持群众的观点呢？”大师说“人要有自
知之明”，可当有人说出“人要有自知之
明”时，大师却批评说“自知之明往往会
捆住人的手脚”。大师说过“行为艺术
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他们的艺术形式是
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不同的社会现实”，
可当有人说出这句话时，大师说“行为
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好，特别是有自残行
为的艺术更要坚决反对”。总之，凡是
地位没大师高的人提出的，即使大师曾
观点，大师也定反对；大师说过的话，只
要年轻人说出，大师必批评。 他所经
历的事，也被他几次几十次地做例子讲
给别人听。可能有些观点，被大师颠来
倒去的反复多次说出后，连他本人也不
知他和大家讨论的观点中，哪些是自己
提出来的，哪些是别人提出来的了。

那次盛大的文学艺术交流会上，大
师终于遇到了硬茬。当他打断一名似
曾相识但又记不起名字的年轻人发言
后，年轻人也边听边打断他的话，反复
地向他追问不同的尖锐问题，现场气氛
陡然紧张起来。不过，大师毕竟是大
师，他一直笑着反驳年轻的人问题，一
副胸有成竹地对他进行。不料正这时，
年轻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文化人是
不是不应该坚持一个前后统一的观
点？”大师说“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一个
文化人应该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应该在
一定时期内坚持正确统一的观点，如果
发现自己的错误后，当然也可改变自己
的观点，切忌观点朝发出夕改变，今天
说一套，明天说一套。”年轻人一听，立
即说：“刚才我提出的问题，都是你最近
提出来的。第一个出自于你的新书《文
化警示录》中，第二个出自于你在上个
月在全市文艺交流大会上的发言，第三
个问题出自上周的美协座谈会上……
而且，这些观点都是您提出来的，我想
请问，这么短的时间里，您对您提出的
观点进行全盘否定，是你以前提出的问
题全部错了，还是……？”大师听了，一
下子脸红到了耳朵根，全身大汗淋淋，
讲话也突然结巴起来，说出的话答非所
问，后来竟然连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

什么了。
交流会后，大

师大惭，很少出门
参加活动。他终于
知道，自己处处以
大师自居的病应该
好好治疗了。

在母亲的目光中远行在母亲的目光中远行
柯水生

或远或近
我都愿在母亲的目光中前行
母亲的目光温暖又绵长
还有父亲一样的慈祥

站在四季的风口
总有一双眼睛
在默默地注视每一次远行
有时候，一些尘埃模糊视线
那粘在心头的想象
就会灼痛久久的牵念

远去的风帆
遮盖不住村口边母亲孤独的凝眸
远行的脚步叩叩碰碰
想停下来转身望一望
可我知道即便很远很远了
母亲依然会在那里张望

这一刻
所有的愿望都会悄悄地增强
仿佛不断垒高的土坝
想着蓄满一个冬季的力量
期待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由衷地飞扬

会有不少的文字和语句
表述不清
会有亲人的嘱咐
随风洒落
阳光风雨中
总有一双目光被刺痛
总有一双目光被淋湿
抚摸澎湃的思绪
总有一种希望在流淌

或近或远
在母亲的目光中前行
总有一种温暖又坚实的力量

大大
师师
病病

杨
清
舜

在我的家乡，在我的记忆最深
处，便是那群洁白而美丽的蝴蝶。
它们常常翩跹于爷爷耕作的稻田
里、麦穗上和金黄色的油菜花丛
中。

这一群洁白的精灵是家乡最
常见的，它往来于农田与村庄之
间，喜欢栖在紫红的旋复花上，或
者草叶上、泥土上；或者它不愿停
留，在堆满了麦杆的道场上空舞
蹈，在上下欢飞的时候，它们展开
的双翅像一片片洁白的雪花，在炎
炎的夏日里给劳累了一天的爷爷
带来阵阵快意。

飞翔，便是它们生命全部的内
容。当它们简单地把薄薄的翅膀
展开，就不再打算收拢，在它们飞
翔的天空中，没有路。任何地方都
是它们出发的起点，只要有炊烟，
有庄稼或草垛的地方，就会看见它
们欢快而轻盈的身影。

它们时常在晨曦中伫立在麦

穗上，颤巍巍地抖动湿漉漉的翅膀
等待着阳光的来临，好像没有在乎
其他什么的存在。也许在它们的
视线和意识中只有麦穗，当艳阳高
照时，它们便要为麦穗从青到黄而
舞而吟。我经常会被这一情景打
动。

记得小时候一个初夏的黄昏，
我看见一群蝴蝶随风一起伸入麦
田深处，不见了。但我渴望它们重
新飞起，因为我担心明天早晨它们
脆弱的薄翼是否能承载得住晨露
的浸湿。我知道，每天太阳升起后
都会有一群美丽的蝴蝶往来于村
庄与农田之间，但明天我所看见的
小精灵是否又是我今天看见的那
一群呢？

但它们永远存在于我怀想的
思绪里。每一回我都祈愿它们的
天空每一天都明静而温暖；每一回
我梦里的蝴蝶的翅膀擦过庄稼的
穗粒、草木的叶子、故园的炊烟和

日落而息的父亲的肩头时，都能使
我的灵魂为之颤动。

我想：如果没有蝴蝶，天空就
不会美丽，人间就少了生机，在田
间劳作的爷爷就会很孤独。

我永远会记得前年五一长假
爸爸带我回家去看望爷爷的那一
幕。

我和爸爸行走在田间的小路
上，一群美丽而洁白的蝴蝶和孩子
们一起闪入庄稼深处。他们钻进
钻出时，那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在
他们的笑声里便结出了青嫩的角
子。

其时，我看见了正在弯腰劳作
的爷爷，看见了一只美丽的蝴蝶歇
在爷爷的草帽上。我正想赶上前
去喊一声爷爷，爸爸却朝我摆摆手
止住了我，我看见爸爸的眼里也蓄
满了泪水。我这才知道，爸爸是怕
我惊动了那只陪伴爷爷劳作使他
的双眼为之湿润的小精灵。

蝴蝶歇在爷爷的草帽上
童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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