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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海 苍 茫

在闽浙赣三省边陲， 有一道

地势险要的关隘，两侧悬崖绝壁，

层峦叠障，苍松翠柏，前后临水，

颇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耸入云天的山岩上， 不时有雄鹰

擦着蓝天画着优美的孤线。 这儿

就是与仙霞关遥遥相望的姐妹

关———二渡关。进入二渡关，便是

一个空旷而巨大的山谷， 山谷用

她宽广的胸怀， 拥抱着一个约一

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广丰桐

畈二渡关村靖安自然村。

村庄像若隐若现的小绿岛。

靖安四周， 掩映着茂林修竹，如

茵碧草。 村庄里，几乎每幢精湛

别致的农家大院，都有连天的碧

树相扶着，簇拥着。山冈上，大片

松林郁郁葱葱 ，遮天蔽日 ；山谷

里，山茶林凝脂欲滴，婆娑翩跹。

远山修竹苍苍 ，随风摇曳 ，构成

一幅淡墨素雅的油画。

树多，鸟也多。 黄莺在林中亮

起了清脆浑圆的歌喉， 杜鹃鸟在

枝头上呼朋引友， 黄鹂在绿叶间

肆无忌惮地谈情说爱， 还有不知

名的鸟儿在奏起了雄浑的交响

曲。 在靖安村， 喜鹊也是个大家

族。 山坡上、村庄里，只要有大树

的地方就有鸟巢， 几乎每户人家

的房前屋后，都有鸟巢。 曾有爱鸟

的孩子不止一次数过，大约有

150

个鸟巢呢。

有了漫山遍野的树林， 水也

丰盈了起来，清纯了起来。即使是

干旱季节， 山上的泉水依然一边

欢快地奔跑着， 一边弹拨着清脆

悦耳的琴弦流入小溪。 小溪一年

四季，流水潺潺，缓缓地流淌、宛

如一条白纱巾， 萦绕着一个个山

脚， 又向前面的高山深处轻盈地

飘拂而去。村子前面的盛堰潭，像

一面明亮的大境子， 倒影着蓝天

白云和岸边丛林的美丽的倩影。

潭中鱼虾成群， 自由自在地游来

游去， 有的则在浓绿的水藻间捉

迷藏，玩着各种趣味横生的游戏。

远远望去， 整个盛堰潭就像一幅

泼满浓墨重彩的山水画。

我是靖安人。在我记忆中，山

谷曾如荒漠。

在物资贫乏的年代，靖安人不

晓得煤是啥样子， 更谈不上煤气

了。 人们要吃饭就得烧柴，天天砍，

天天烧。 本地人砍，外地人也来砍。

宽阔的大芬坪和温坑口公路的两

旁， 挤满了砍柴人停放的平板车、

独轮车和拖拉机，装载柴禾。

一年又一年，终于，漫山遍野

的杂柴和茅草， 都随着缕缕黑烟

在天空中消失了。 山上砍柴的人

多了， 火烧山也多了。 每次火烧

山， 疯狂的火舌都要吞掉大片大

片的树林。于是，人们又争着砍伐

“ 火烧树”，本地人砍，外地人也决

不相让。

山上的杂柴没了， 荒草被刨

净了，树也被砍光了，大家又开始

争着挖柴根，掏树根。靖安只剩下

光秃秃的山冈、赤裸裸的山谷。山

坡坑坑洼洼，满眼都是洞。

没有了树林， 野生动物倒霉

了，鸟也倒霉了。 它们失去了栖身

之所，都悄悄地逃走了。 人们很难

看到它们的影子。

人类在破坏大自然的同时，大

自然也要惩罚人类。 春季的雨，下

得又急又猛， 持续几天大暴雨，山

上裸露而松散的泥土被冲刷下来，

汇成一股股浑黄的泥浆水，夹带着

一颗颗大大小小的山石， 直奔小

溪，小溪的河床被迅速地抬高。 于

是， 浑黄的泥水突破两岸堤坝，咆

哮着，怒吼着，淹没两岸农田，卷走

绿油油的庄稼，又汹涌地冲进人们

的房屋， 掠走人们的家什和牲畜。

不少泥墙屋和木料房都被冲垮了，

倒塌了，成为一片废墟。

为了根治山洪之本， 政府组

织当地群众植树造林。 树可以固

定泥沙，涵养水源，旱季溪流不会

干涸，涝季泥土不会被冲走。政府

负责找树苗，当地群众出劳力。我

们以生产小组为群体，分工造林。

每天天一亮，组长哨子一响，造林

队员就自带工具到村口集合，然

后浩浩荡荡向指定的山上出发。

当时， 我家父亲体力衰， 腿不灵

便， 不能上山， 作为家中长子的

我，理所当然要替父造林。

当然栽得最多的便是山茶苗

了，因为山茶林的经济价值稍高。

中午，我们就在山上吃饭（ 饭是自

家带的） 。 落日时，我们才拖着疲

惫的双腿缓缓地走下山去。

终于， 经过广大群众的几年

奋斗， 漫山遍野都被种上相应的

树苗。如今，当我们看到随风涌起

的一轮一轮的绿波时， 心里就会

泛起一丝自豪的慨叹：噍，这就是

我们当年流过汗水的地方， 现在

多漂亮啊！

这个山清水秀的美丽小乡

村，已不再有人乱砍滥伐、乱挖滥

垦了， 原来人们耕种的绝大部分

山地都已退耕还林， 水患也得到

了治理。

这个美丽的“ 小绿岛”，是我

们最美的家园。

假日，我回到家乡，行走在乡

村公路上，望着那碧绿的田野，郁

郁葱葱的山林，弯弯的河水，蔚蓝

的天空，感受山水之秀美，心情格

外振奋。尤其坦荡如砥的公路，掩

映在两边的绿树中宛若飘带，蜿

蜒前行，格外夺目。 身处此境，感

慨万千。

记得儿时， 家乡贫困落后，交

通闭塞， 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出村。

人走在小道上，爬坡，高低不平，叫

苦不迭。天晴一块铜，下雨一包脓。

这句民谣唱出了出行的苦衷。晴天

时，经过太阳曝晒，泥土硬得像铁

板一样，走在上面，鞋子咚咚作响，

有点像踩高跷，敲着鼓点，尘土飞

扬。如遇雨天，烦恼自来。鞋子踩在

湿漉的路面上，发出叽咕叽咕的叫

声。 一不小心踩在坑穴里，由于鞋

的足力， 直挤压雨水往上喷射，溅

得身上满是豆大的水渍。 这还不

够，泥土经过雨水长时浸泡，一脚

下去抬起， 鞋底沾满结块的泥土，

重有几斤，走了几米，累得气喘吁

吁。 稍有不慎，身子前倾，滑步跌

倒， 常弄得身上像打鱼的一样，既

脏又湿，回到家时，少不了父母的

心疼与责怪。那时我们吃尽了路的

苦头，心中盼望有一天有一条好路

修到家乡该多好啊！

家乡终于修公路了。 路宽了，

来往的人多了， 我的眼界阔了，一

阵微风吹来，心里顿感惬意。我想，

过去那泥泞不堪的小路结束了，宽

敞厚实的新路开始了； 路在改变，

家乡的生活也在变！农用车满载着

鲜活的农产品突突前跑，人们笑脸

相迎，幸福的歌声随风飘荡。

如今，家乡的公路美了，两边

布满绿树鲜花， 临村的路灯像哨

兵一样昂首挺立。 我走在这繁花

簇锦的路上， 用心丈量着前方的

路，宽敞明亮，一路春光，喜不自

禁。 交通方便，缩短了城乡距离，

自然而然，农民多了份愿望，进城

买房的多了。下田是农民，上岸是

市民。一种新型农民职业观，如春

风扑面，暖人心房。过去由于交通

不便， 从乡下进城要花二个多小

时，如今不到二十分钟，交通条件

的完善， 为多少人节省了路途奔

波时间，也赢得了不少商机。

交通畅，市场活。 随着城乡建

设发展远景整体规划，半小时经济

圈，休闲圈……应运而生，中心突

出，四周开花，有效地助推了观光

农业的发展。 村级旅游的兴起，使

农民增收，分得路边经济一瓢羹。

如今，交通的便捷，给我们带

来了生活上的方便， 使我们享受

美好生活的同时， 感受到城市大

了，农村美了，人也亮丽了，实实在

在分享了祖国快速发展的红利。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徜徉在

城乡间，路上车水马龙，南来北往，

川流不息。 生活的改变，美无时不

在，在眼里，在笑中，在足下。 人们

钱包鼓了，生活观念转变了，出外

观光旅游日渐增加。 有时，工作之

余， 我开车带上八十多岁的母亲，

到城市观光，让她享受一下都市生

活的快节奏。 由于路好车稳，母亲

坐在车上眼睛不时透过窗外，树树

红花，流光溢彩，在她闪动的眸子

里一一掠过，艳丽多姿，美得她心

里乐滋滋的。

晚饭过后，我来到阳台上歇凉，一抬头，一个圆

月挂在空中，明晃晃的。 如果不是漆黑的夜幕衬着，

说它是早上的太阳也未不可。

月亮真圆啊， 再过一个月就是中秋了， 中秋的

月，团圆的夜。

中秋，月华初上，光洒庭院，一张圆桌，几样瓜

果， 再加上一个圆月饼，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中秋佳

节。

儿时不懂赏月，中秋那晚，父母叫赏月，我就装

模作样地，像一只呆狗似的对着天上的月亮傻看，而

心思呢，全在那个月饼上。

但月饼一直在月下供着， 只到赏月进行得差不

多时才会切开，然后大家分着吃掉。 家里姐妹众多，

一个月饼往往被切成五六份，那时我经常恨恨地想

:

要是我妈生我一个就好了。有月饼吃总是幸福的，哪

怕只吃到一个月饼的五分之一呢！

而父亲的童年却连月饼长啥样也不知道！

他第一次见到月饼是在他的母亲， 即我的奶奶

生病时才得以见到。

我的奶奶那时病已经很严重了， 她已经连续几

年在家吃药打针，还看了许多的医生。她自己那时已

经抱定将死之心了，只是可怜孩子幼小。

一个远房亲戚听说后，将她接到县城检查，随行

的还有父亲。检查的结果是可以治疗，不过需要一些

时日。奶奶听后略宽了宽心，就住在亲戚家慢慢地治

疗起来。不几天是中秋了，乡下人的中秋无非是吃几

颗自家地里种的花生，炒一把南瓜子，而在县城，在

这个亲戚家，人家却拿出了月饼。

月饼圆圆的，散发出一股香甜的气息，奶奶舍不

得吃，用一张纸包起来，让父亲带回乡下给家里一家

子吃。在父亲把月饼揣进怀里准备出发时，奶奶却叫

住父亲，她慢慢打开了纸包，从月饼的边缘揪了一点

放进父亲的嘴里， 然后把剩下的重新包好叫父亲出

发。

父亲出发了，怀里揣着个香喷喷的月饼，嘴里还

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 这个中秋对一个农家孩子来

说是多么新奇！ 原来城里人过中秋吃月饼哩。

家离县城二三十里路， 一个半大小子走着走着

肚子就饿了，饿了就想到了怀里的月饼，但想起奶奶

的叮嘱硬是忍住了， 那是要带回去一大家子尝的稀

罕物哩。

但慢慢地他的意志就薄弱了！ 理智告诉他不能

吃，但意志却坚持不了，于是乎，一路上他走走停停，

停一次揪一点，揪一点走几步，走几步又揪，回到家，

哪还有月饼的影！一整个他全吃了，他无法面对自己

的家人，愧疚万分的他哭着跑向家中的大水缸，呼呼

地喝下几大口水，然后哇哇地哭起来！

许多年后，父亲总说这个月饼，他对自己那时的

馋十分愤怒。 但谁又能说那不是时代所致呢！

第二年的中秋，奶奶主张买一筒月饼，自然，大

家十分高兴。 一筒月饼有四个，四个月饼圆圆的，香

香的。她拿出两个，一个给了她的外甥———我的大表

哥。 大表哥是我姑姑生的，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我

姑姑和我父亲相差的年龄非常大， 所以就有了这种

外甥舅舅差不多大的现象。 另一个让我父亲他们几

兄弟分了。

我的大表哥那时五岁， 得了个大月饼自然十分

高兴。但乐极生悲，他举着个大月饼往家跑时，进门时

忘了抬高脚，愣是摔倒在了门槛上，那门槛是一块石

头，凸出半尺，不偏不倚，他的嘴巴刚好嗑在上面，立

时上嘴唇中间被“ 切开”，血流如注。我姑妈看见了，吓

坏了，抓起一把香灰往他嘴上抹，然后抱她去医院缝

了好几针。 所幸小孩子的肉皮嫩，没几天伤口就愈合

了，也没留下什么疤。 但吃月饼的惊心却一直留在了

大表哥心中。

月光下， 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这两个故事， 而

我们或许早已瞌睡连连， 收拾了桌子， 凳子， 告别那

轮满月， 我们要去做一个甜甜的梦， 梦中有吃不完的

月饼……

在梦中， 神因为过于宠爱某个人———这个人似乎

正是我———特意赶来铸了金、银、铜三枚巨币（ 足有脸

盆大小） 。然后他叮嘱我，在彻底凝固之前，千万不可移

动它们。他离开后，不知何故我必须动用银币和铜币下

方的物品，短暂的犹豫之后，我移开了它们，于是，它们

变成了波浪状的废品。

醒来之后， 我疑心这个故事的蓝本是我在哪篇鸡

汤文字里看来的，并试图解读它的寓意。也许它指向的

是获得和失去；但是最终，我确认它在劝诫我学会等待

与耐心。

大约十年以前，我对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和聚会还

满怀热忱———官方的会议总是富丽的， 酒店堂皇如宫

殿， 而高档羊毛地毯在高筒皮靴的踩踏下焕发奢侈的

质感。 觥筹交错，是人世间触手可及的繁华。 我游走其

间，觉得虚与委蛇也是人生风度的一种，而言语机关勾

心斗角也不妨视作智慧体操。 但是这样的时光着实短

暂，不过三五年，我已对这一切心生厌倦。又过了两年，

就连剩下的最后一点耐心也彻底耗尽。这样一来，往日

的乐事成了苦差，从游刃有余到左支右绌到避之不及，

这中间似乎缺乏完整的过渡。 我发现了繁华背后的阴

影？ 还是人情深处的虚妄？ 总而言之，酒桌前的泛泛交

游并不曾给我的人生带来真正的慰藉，我也终于明白，

现世利益的交集依次划分出结盟者的领地， 而作为百

无一用的书生，我注定不可能成为谁的盟友之一。

自此我独往独来，并相信这就是人生必经的路径。人

到中年，繁华谢尽，生命的每一根枝条都展露它原初的姿

容，无论丝绦或利刃，再也无须隐藏。 对个人而言，这是最

舒适的状态，即使它触犯了某种约定俗成的禁忌。 但所谓

禁忌，不过是大家一起努力相信皇帝真的穿着他的新衣；

我再也不能端坐在观礼席上， 假装自己从来不曾笑场。

不，我不是所谓骄傲的大动物，它们的孤独过于醒目。 我

看起来更像一只猫，或者更小，一只蚯蚓或鼹鼠。 它们自

生自灭，却也能自给自足。

我也疑心，我的前世是一棵树，立足于旷野，满足

于眼前有限的世界：阳光，雨水，草地或山石。或者再奢

侈一点， 有小溪自不远处潺湲流过———在一棵树的一

生中，并不需要更多了。

是的，就是那样的一棵树。 许多个世纪以前，泽尔

克西斯———有人认为他就是《 圣经·以斯帖记》里提到

的波斯国王亚哈随鲁， 也有人叫他薛西斯一世———这

个名字里有一个勇往直前的战士。在即位后的第二年，

他出兵镇压了一场埃及暴乱。此后，他又亲率大军入侵

希腊，浩劫了雅典。 大约就是在这次行军的途中，他看

见了一棵树，一棵伫立在旷野中的桐叶枫。

这棵桐叶枫与其他的树有什么不同？ 我不能确

定。 但是它站在那里，肯定有许多年了。 很可能，它是

那片旷野中唯一的一棵树。 当它还是一枚褐色的树

籽，与它孪生的兄弟共同享有一对薄如蝉翼的翅———

没错，生命在开始的时刻往往并不孤单———当这对由

上帝精确塑造的、深合力学原理的翅膀带着一双孪生

子脱离母体，打着旋缓慢地飘向大地，一阵小风刚好

自此路过，将它们轻轻托起。 风的接力赛把它们一直

送到了这儿。 那么问题来了：它亲密相依的兄弟去了

哪里？方寸之地并不足以让两棵树并肩而立，即使枫树

家族中最幸运的孩子，存活的概率也只能二选其一。从

萌芽时分开始，这棵树就远离了它的同类，直到它的根

越扎越深，树干越拔越高，它终于同时把自己嵌进了天

空和大地，成了这片旷野的一部分。直到那骄傲的泽尔

克西斯从地平线上走来，远远地，他看见它站在那儿，

有如自天而降的一道神谕。他伸开手臂，命令他那宏大

的军队就地宿营。 一连数日，他仰望着这棵树，为它的

美而满怀震惊与狂喜。 我知道，在那一刻，他忘记了他

恢宏的王国， 忘记了他一统天下的野心……直到几天

后的清晨时分，他回过神来，命侍卫传唤金匠。 熔炉里

的火焰燃起来了， 黄金的圆镜镌刻下一棵桐叶枫的雕

像。 他戴上它，让它紧贴着他滚烫的胸腔。

临睡之前我读过这个故事，就是这样，一枚硕大的

金币，出现在我的梦里。

于是我明白了， 为什么我在梦中手持废币不知所

措，却并不感到痛惜；为什么留下的，恰好是一枚金币。

感谢神 ，作为一个对越来越多的人和世事丧失

了耐心的人 ，即使在梦中 ，他仍为我保留了这世上

最贵重的那一部分。

沙爽， 作品散见 《诗刊》《散文》《钟山》《天涯》《大

家》等刊。 出版有散文集《手语》《春天的自行车》《逆时

光》、长篇历史人物传记《桃花庵主———唐寅传》、历史

随笔集《味道东坡》等。

行走在故乡的路上

王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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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敏

月 饼 如 那 轮 月

李玉红

中国人对月饼情有独钟是与生俱来的， 中秋节

这个传统节日的厚重，正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体现。无

论经历怎样的世事沧桑都不曾改变。 而每到这个节

日，自然而然让人想到家乡，想到无法割舍的那轮故

乡的月，故乡的情。

提起故乡的月，便会想起母亲。人们常说母爱如

月，即便行走在暗夜，也会照亮你前行的脚步。于是，

无论你走到海角天涯， 那一轮明月成了你日夜无法

拒绝的乡愁。因而，才有了诗人笔下“ 举头望明月，低

头思故乡”的深切思念。

母亲四十年代初生人，命苦。 听母亲说，嫁给父

亲那年正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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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闹饥荒。 姥姥去世的早，姥爷常

年有病。 母亲是长女，没上过一天学，为了家里年幼

的弟妹，过早承担起养家的重担。 那年冬天，父亲赶

着雪地里的马爬犁，带着一袋小米，从几十里地的大

山里接来母亲，没有任何聘礼和嫁妆，那一袋小米，

救了弟妹的命。从此成了我劳苦一生的母亲，又和父

亲挑起了十几口人家的大梁。 那年母亲十八岁。

母亲结婚近十年后才怀了大哥， 生有我们兄妹

五人。只是生二姐时正赶上寒冬腊月，不知患了什么

风病，不到一月便夭折了。 母亲常遗憾地说，没赶上

好时候， 那时候家里穷的叮当响， 能吃饱饭都不错

了，没钱给孩子看病，都是靠天养活。而对于月饼，只

是看过有钱人家吃过。 偶尔有城里的远房亲戚带来

两包孝敬老人。 那时的月饼一斤四块，块大皮薄，五

仁的醇香透过纸包，弥漫着诱人的香味儿。对于十几

口人的大家庭，母亲也只是看一眼而已。

怀大哥的那年秋天， 母亲说她最想吃的就是月

饼。父亲在村里小学当教师，爷爷家规严厉，父亲每月

不足十元的工资必须如数上交， 否则爷爷就会大发

雷霆。一次父亲发工资，看母亲特想吃月饼，就背着全

家人给母亲买了一斤月饼。怕被爷爷发现，晚上，母亲

蒙着被子偷着吃的月饼。 母亲说，她不知道那月饼吃

的是什么滋味儿。

母亲性格刚强。生产队里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肩挑背扛，是男人堆里的“ 男人”。 生二哥那年，本就

清汤寡淡的日子，二哥又整夜哭闹，常惹得爷爷大发

脾气，母亲不得不整夜抱着入睡。 还没满月，因受了

风寒患上了严重腿疾。 两条腿肿得像杠子一般无法

下地走路。父亲不得不背着母亲四处求医，几年后才

逐渐治好腿病。 在我四个月大的时候，因过度劳累，

母亲病倒了。 那年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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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父母已由近二十口

人的大家庭中分家另过，寄人篱下。 转年四月，正是

青黄不接的时候，父亲自己拓坯盖了两间小草房，还

没来得及抹好一指宽的墙缝，我便出生了。 八月，母

亲病命悬一线，连续三天不明原因的呕吐昏迷。半夜

大雨滂沱，父亲赶着生产队里的马车，把母亲送到十

里之外的医院时， 已是奄奄一息。 医生查找不到病

因，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无奈做腹腔手术进一步检

查， 待取出贴在后腰上黑色腐烂的盲肠时， 医生感

叹，这该是怎样的一个刚强的女人。

有一年中秋节，父亲下班回来，手里拎着白色的纸

包着的二斤月饼， 我们兄妹几个像小燕子般叽叽喳喳

地围在父亲跟前。 父亲小心翼翼地打开神秘的一层层

纸，我们各个眼睛不敢离开，生怕一不留神月饼就“ 飞”

了一样。 露出最后一层浸透油脂的白纸时，我们几乎垂

涎欲滴。 兄妹四人，每人一块，剩余四块月饼

,

父亲交到

母亲的手中。 一块月饼，贪婪的几乎没吃几口，手里就

剩下月饼渣了。 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沾在手上的月饼渣，

送进嘴里。 中秋节半夜，母亲把剩余的四块月饼悄悄放

在我们每个人的枕边。 直到我们逐渐长大成人，为人父

母后方领略了母爱的蕴含。 那一块块月饼，也仿佛一轮

明月，深深地挂在了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结婚那天，母亲一人偷偷地躲在门后流泪，以

至于三天后我回家的时候，母亲的眼睛都是红红的。

那份作为母亲的不舍和牵念， 是在我身为人妻人母

之后方真正懂得， 世上唯一一份不求地老天荒的母

爱深情。

每年中秋节， 我们都会把各式各样的月饼捧到

母亲面前， 母亲总是微笑着合不拢嘴。 今年， 母亲

年近八十， 抚摸着我们买回去的广式月饼。 慈祥的

笑容里，我分明看见，那年秋天的月亮格外光明。

我与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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