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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春天里的父亲

陈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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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薄雾，在抒写空灵仙境。

这里有毛竹，在抒写玉树临风。

铜钹山幽静深沉，青翠明朗，“ 兀

傲东南第一峰，半开灵境白云中”，拥

有“ 东南第一峰”的美誉。 素有“ 江南

天地”之称的九仙湖，是铜钹山一颗

璀璨明珠，蔚蓝天空和悠闲白云倒映

在水面上，别有一番诗情画意。

“ 世外桃源”小丰村，山深林茂，

水光潋滟， 在一片烟岚中忽隐忽现，

曲径通幽处，则是一幢幢白墙青瓦的

现代农家，宛如山水画卷。 千年古战

场，大宋风情园。 木城关所在地――

高庄，至今依然保留的五代十国和宋

朝时期的古瓷窑遗址、明清修建的古

城墙遗址、清朝客栈等，依稀遥见当

年的金戈铁马、滚滚狼烟，依稀遥见

昔日高庄商业发达、人气鼎盛的繁荣

景象。还有白花岩，远望如莲花吐蕊，

仙气十足，这里则是明代旅行家徐霞

客的游历地。

铁山层层叠叠的梯田，成了大山

的“ 指纹”，铁山的人文历史及质朴，

成为广丰另类的风景。 站在山顶上，

眸里会逐渐丰盈，看山朗润，看水潋

滟，听风吟哦，听雨缠绵，视野里是楚

楚动人的春意阑珊。

“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

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里的每一处

风景，都是一阙色彩斑斓的诗词。 青

山远黛，孤烟落霞。如此纯净，如此唯

美。铜钹山的春天是美到骨子里的春

天， 那种美有着空灵与典雅的寂静，

有着透入骨髓的缠绵，那是心底的爱

在春风里被轻轻撩动的柔软，是人与

自然和谐的意蕴在生命里悄悄萌芽

的律动。

铜钹山的春天是豪放而委婉的，

它如雾、如烟、如湿漉漉的空气在眼

前漂浮。 我愿带着惊艳，走进这片纯

粹的山水田园， 对于自然馈赠的美，

我们终是深感凝望，感受鸟语花香的

自然和谐，沐浴阳光，修身养性，让心

境恬淡明朗惬意。

当你闲下来的时候，不妨去看一

看铜钹山的明媚之春！ 这碧水绿柳，

蓝天白云， 春光斜斜穿过竹林小径。

假如有一场春雨落下，那清凉又温润

的针脚， 款款穿引天地间的景色，那

种被雨滋养过的情怀， 便会纷沓而

来，那些缠绵的意蕴，突然就把你从

喧嚣的红尘中引领出来，你一下子就

可以穿越时间的屏障，回到带着淡淡

忧伤，又有着浓浓诗意的春天。

还有那姹紫嫣红的杜鹃花、金樱

子、玉兰花、迎春花和叫不出名字的

景观花木，绿水山岚，鸟语花香，青竹

临风，简直如入人间仙境。 或许每个

人的心里， 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春天，

而铜钹山里的春天，它散发出的优雅

和唯美，如诗如画，让我们为之痴迷，

让我们为之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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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又是一个母亲节即将来临，于是乎，不忙

又安静的时候，情不自禁就会想起依旧住在乡下的母亲

的点点滴滴，尤其是母亲那不眠的除夕之夜。

从我记事时开始，连续几年的除夕夜，母亲通宵达

旦，彻夜不眠，熬红了双眼。 因为，她要让自己的孩子们

初一穿上新衣服，吃上热饺子。

那时我们姐弟四个，三个男孩一个女孩。 每逢过年，

母亲都要给我们制作新衣服，新鞋子。 家里没有缝纫机，

母亲都是一针一线为我们缝制新衣的，那细密的针脚如

同缝纫机做的。 因为父亲在离家较远的地方工作，母亲

还需要劳动挣工分，还有爷爷奶奶需要母亲照顾，母亲

的时间就显得很紧张。 再加上母亲会剪裁衣服，年前常

有人找她帮忙，所以，母亲就更加忙碌了。

母亲把父亲买回的布料， 为我们兄妹量身剪裁制

服，然后一针一线缝制成衣。 母亲为我们做的衣服，上衣

三个口袋，裤子两个口袋，穿起来倍精神；妹妹的衣服虽

小，做起来更费时间，她的衣服上绣着小动物，或是花

朵，背带裤上也是三个口袋，每逢穿上新衣服，她都会神

气的对我们说：“ 我的口袋多一个，能装更多的花生瓜子

和糖果”，说着，朝我们做一个鬼脸。 她的调皮让我们觉

得好笑，却惹恼了似乎不懂事的二哥，为了此事，二哥经

常哭闹着缠着母亲。 母亲就安慰他说：“ 明年也给你的裤

子做上三个口袋”。 于是，下一年二哥的裤子上就多了一

个口袋，这就让母亲多消耗了时间。 母亲总会满足我们

的要求，她希望每一个孩子都高兴，也因此，我和大哥从

来不提任何要求，生怕母亲过度操劳。

每年一进腊月，左邻右舍都来找母亲帮忙剪裁衣服，进

门都会客气地说：“ 能腾出时间吗？ 给我家孩子裁一身衣

服。 ”闻声，母亲忙把手里的活计一丢，连声说：“ 有时间，有

时间。 ”母亲就这样，帮了一家又一家。 为此，母亲常常把一

些零活放到除夕夜再做。 除夕之夜，母亲摆好桌子，放上糖

果，再放上烟酒，为了迎接除夕夜前来问候的本家亲人，以

及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然后，还要给父亲准备好烟酒，让他

带着去串门，问候本家的长辈以及要好的邻居。母亲说：“ 在

外挣钱的人，过年回家串门不能空着手去”。

除夕的热闹已过，夜深人静，大人孩子进入梦乡，母

亲就开始把我们的新衣服拿出来， 一件一件的套上，放

在各自的被子上，这样初一穿起来就不是凉的，而且省

事。 母亲还用新布条把棉衣的袖口、衣角、领子包起来，

脏了便于拆洗。 母亲为了我们，用尽了心机，想尽了办

法。 初一早上，看着穿着新衣服的孩子们，个个高高兴

兴，精神漂亮，母亲疲惫的脸上便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深深记得，在我十岁那年的除夕夜，看到了母亲的

彻夜不眠。 那一年，当我一觉醒来，看到母亲还在油灯下

为我们缝制袖口、衣角、领子，我眯着惺忪的眼睛看着母

亲细心的样子，第一次感到母亲的辛苦，泪水也不由自

主地溢出眼眶。 待我第二次醒来，母亲就开始包饺子了。

我小心地问母亲：“ 是不是一夜没有睡？ ”，母亲漫不经心

地说：“ 没事，晚上早点睡就是了。 ”因为那时农村的习

惯，初一清晨是要串门拜年的，我们家在村里辈分比较

小，父母要很早就要走动去拜年的，所以，母亲必须早早

把饺子包好，拜年回来就煮饺子，吃过饺子，打发我们出

去玩耍，母亲才会松一口气，她的这个年就算满意了，就

算过好了。 因为儿女是她生命的全部，是她幸福的源泉。

随着我们兄弟在县城买房后，母亲有时候也随我们

来城里过年，每逢除夕夜，一家人坐在一起看春节联欢

晚会，茶几上放满水果、干果、糖果，母亲说：“ 现在多么

幸福啊！ ”，看着母亲高兴的样子，我心情舒畅，总算能让

母亲享福了。 每逢此时，我常期盼时光静好，真情永恒。

但愿天荒地老人不老；唯愿地老天荒人不荒。

流水时光，今年母亲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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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了，手脚也不利索

了，眼睛也不好使了，可是，油灯下，母亲那专注的神情、

捉针引线轻盈的双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刻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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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田间小路向视线的纵深推

去，弯进田野的深处。 一条灌溉小水

沟缠绕着小路一起延伸。路的尽头被

水坝横切，水坝围兜着湖水，蓝天漂

在水里，也漂着柔美的山脊线。 翠鸟

点水而漪生，倒影扭虚还。 左边狭窄

的山垄梯田层层叠高收窄，右边是连

绵起伏低矮山丘，三三两两杵着几棵

长不高的矮松。 苍耳夹着刺苋的碎

花，牛筋草一节一节扎到地下，扒地

而生托举矮松的伟岸。

暮春， 怒放的油菜花开枝散叶，

一团团簇拥着耀眼的黄。似野火燎原

的延伸四维，又以梯田的姿态铺装了

整个山垄。午后的暖阳调亮了花的色

度，春风拂撩，大地金黄涌动。山丘满

目盎然的绿，挤挨着野草蔽天的小水

沟，勾勒出油菜金黄漫漫的边来。

纵目望去， 漫野金黄有水牛钻进

去，牧童隐没，牛背在花田里起伏，似鱼

背显水。 我看到了年少青涩时光里的

我，还有那蜂蝶浮花而舞的闲暇。 牛不

爱吃油菜花，只埋头专心吃草，牛脚已

踩踏了菜花， 而少年正闻着风的味道，

仰望天空的高远孤云，思绪千川……

山冈水库梯田拼接的自然旷野，

山沿边的几幢瓦屋就安放在这山与

田的缝隙处。这里也安放了我全部的

童年和少年，渗透了我年少时的茫然

与冲动，欢笑与泪水，又落下了我生

命中太多的感动。

山沿边泥墙土路，尘土夏扬冬泞。

鸡狗散在房前屋后， 人和牛一起躬身

田野。 岁月斑驳的瓦屋里最熟悉声音

是鸡鸣狗吠，也有欢笑声、吵闹声、锤

子和锯子的声音……夜幕降临，寂静

染黑了夜空。 门掩黄昏， 屋里声轻灯

浅，檐下蝈蝈，蝈……蝈蝈……月亮

挂在树梢，月光泻下来。翻犁的水田浮

泛着瓦大光斑，蛙声四溢。

这样的夜晚，我曾闹着要跟修子

哥去田野照泥鳅（ 用光照住水田里的

泥鳅，用钳子夹） 。 事实上，修子年纪

也不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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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但他很能干，很老

练， 他能像手艺人一样做滑板车、木

陀螺、 链子枪……他自己动手制油

灯，没钱买铁钳子，就用竹篾做。做钳

比做灯难 ，要把竹子破 、刨 、磨 、切 、

钻、定、绑，工续繁，要求精。修子心灵

手巧，硬是把竹钳做成铁钳样。 有一

次，他拗不过我的吵闹，就让我背个

竹篓跟着。 灯光照到泥鳅，泥鳅闻光

不动，钳也悬在水面不动，田野静的

能听到心跳的声音。 夜空深邃，远处

树林像一团黑影逼近，惊悚一下从四

面围拢上来，瘆人。 我紧紧拉住哥的

衣角，修子哥会嗔怪着把我的手拽的

更紧。 夜茫茫，哥是我的依靠。

见猿比古， 父辈的劳作手段之与

古人沒有太多的变性，仍然是胼手胝足

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桑少闲，年轮

往复的汲水耕地播种收割。代代萧规曹

随的种养：种水稻、种油菜、种蔬菜、再

养头猪，就足以岁岁生活无虞。

面对城市化浪潮力有未逮，现代

推土机翻转形塑了山沿边的模样，村

庄文化逐渐失势破碎解离。草垛子间

的泥战逸失，茂盛的紫云英里蜂蝶舞

动的记忆凋零，余烬中原貌难窥。 膛

目前后， 还是这块开满油菜花的山

垄，用草坪鲜花玻璃幕墙重构，呈现

在面前的是如此的美学截然：咖啡和

山泉，蓝调和蜂鸣，咖啡美媚和放牛

女娃，闲花点点淡淡春与花开漫野怒

放春，这个同框不同景的画面，是岁

月在打磨。

曾经的山田牛耕， 原来是街道、

公园和写字楼的拼图。那块最爱远眺

的高地，已然是座雅致咖啡馆。 还是

暮春，在悠然午后，只为一种隔开历

史的寻找。我来这咖啡馆，人静光朦，

思绪和视野合并穿过玻璃，穿过大数

据公园，对人工的鲜花草坪，假山假

水的意兴阑珊。 路那畔，默默停守在

拆迁过处唯一保留下来的老樟树上。

蓦然回首，人生已经没有来处，犹如

海浪冲刷的沙滩， 来时的脚印荡存，

斜阳樟树成了现实与记忆的交汇点。

空间重叠，时间为壑。 我轻轻搅动意

式咖咖、 蓝调音乐忧郁的和声萦纡，

还有吧台半掩的专注女生；而彼时此

地油菜花丛中的少年， 置身天空之

下，大地黄花，伴随的是水牛，邻家小

女和她的牛。 蜂嗡嗡嗡嗡舞动，还有

风流动的声音。

共同地域的画面变调，在空间上

已经失去，时间上又得到延伸。 失去

的无可挽留，所有的东西终将尘土水

空。人类文明向来是人的精神高于肉

体，而我也是心里想象的饰润犹于物

质上的现实。 时间远了我的年少，沉

淀的记忆却一如既往地原味尘封。唯

有凝视远方的想象在极速奔驰，建立

的想象也赶不上现实的嬗变。回望过

往， 个体的生命没能脱离历史的建

构。 每一次离开，以为就是农村圭臬

的挣脱。远方总是诗意的，行远而归，

也许并没有走远， 甚至就在原地，只

是风情另种而已。

村庄已远，老樟树根埋过去向阳

生，所有樟树你最美。你已溶解到四野

无人我独舞的身体里、 耳麦孤聆萨克

斯的嘶吼里、故乡已故的散文追忆里、

画笔凌空静止在痴痴的发呆里……

村庄在视野的空间消磁，又在时

间的心魂摆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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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力量，无形却强大。

三个多月前，因为父亲的离去，我们肝肠寸断。 如

今，走在没有父亲的春天里，我们也可以笑着说，春暖

花开，天气真好。

清明将至，

83

岁的母亲坐在我身边，我们平静地说

着话，吃着新摘的草莓。草莓很新鲜，也很甜。母亲很快

乐，我也是。

悲伤，曾汹涌如巨浪的悲伤，仿佛不曾在我们家翻

滚过。只是，当深夜，一切都静下来，心里的那道伤口会

依然隐隐作痛。

半夜， 驼背的母亲来到我的床前， 为我掖一掖被

角，轻叹一声，默默走出去。我不出声，呼吸均匀。以前，

为了照顾好父亲， 母亲晚上都起夜好几次。 父亲病重

时，母亲夜起的次数更多了。她用瘦弱的肩膀替我们扛

了太多。

似睡似醒间，耳畔有声，仿佛是手杖点地，由远而近

……父亲，是您来了么？ 骤然醒来，万簌俱寂，什么声音

也听不见。打开台灯，父亲在温暖的灯光中向我微笑。那

是一张照片，前些年陪他在龙潭湖公园散步时我为他拍

的，他站在湖边，花影和湖光衬托着他平和的微笑。

去年夏天起，父亲开始整夜整夜地咳嗽，气管里总

有丝丝拉拉的声音……凝神看，父亲头发几乎全白了，

眼神变得浑浊，抱过我牵过我、在夜里轻拍过我的那双

手，瘦得只剩了皮和骨头。

冬至，腊月快要来临，就要过年了，热闹和喜庆触

手可及，春天已经在路上了。我和哥哥姐姐们倔强地以

为，到了春天，父亲就会好起来。

可是，就在那个黄昏，窗外刮着风，下着雨。父亲走

到了时光的尽头，去了比远方更远的他乡。父亲走的时

候，平静地躺着，没有痛苦的表情，脸上似乎略带微笑，

就像睡着了一样。

出殡那天，像个迷路的孩子，我一个人跪在村口，我

多希望，这只是一个悲伤的梦，就如同所有做过的噩梦一

样，只要醒来就可以重启；我多希望，那熟悉的身影还能

从田埂上走到我身边，亲切地拉起我的手。 可是，田埂边

枝桠上挂着的白幡那般醒目。一阵阵青烟下，在雾色苍茫

中，在唢呐声声里，悲伤一浪一浪地袭来，淹没了我。

父亲，就这样孤零零地走了，留下母亲一个人在人

间雪满头。 父亲走以后，母亲总喜欢坐在廊前看流云，

她不知道，哪一朵是父亲变幻的。

父亲，曾是最明亮勇敢的少年。 早年丧父，兄长被抓

了壮丁，是他用双肩，撑着一个家，保护着多病的母亲和

幼小的妹妹，努力让她们健康快乐。

9

岁时，父亲远离家乡

帮人放牛，

11

岁回乡当了邻村一户人家的养子， 砍柴放

牛，尝尽人间疾苦。 正是年少知疾苦，让父亲成为一个温

暖的人。 这温暖，他给了家人，也给了父老乡亲。

命运的眷顾，在父亲

18

岁时来临。 那时，幸运的他遇

见我母亲，结婚后夫妻恩爱，人生渐有春色。 勤劳刻苦、

乐观热心的父亲， 为让村里乡里的百姓过上更好的生

活，他带领大家开山路、修水库、做礼堂、封山育林……

我们整理父亲的遗物时， 翻出一大摞静静地躺在

旧公文包里的荣誉证书，一个个大红的印章，见证了父

亲四十年的基层奋斗岁月和赤子之心。

证书虽在， 可是那个把自己鼓成我们生活之帆的人

却走了。 有些时候一闭上眼，父亲期盼的眼神就会在脑海

闪现。 我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是父亲最大的骄傲，这慢

慢变成我前进的动力。 生病前的很多年，他都会拄着拐杖

去到水南的报刊亭，买发了我文章的报纸和刊物。

成长的岁月，没少让父亲操心。

7

岁那年，学校刚开

学，我却因为严重的脑膜炎住进了医院里。 出差回来得知

消息的父亲便顶着滂沱的大雨，一路赶来医院。 幸好治得

及时，不久后我又活蹦乱跳。 后来再大些，会躲被窝里写

情诗，逃不喜欢的数学课，拿着父亲给的在食堂打饭的钱

去买琼瑶和金庸的小说……现在想起， 为着我这种种任

性，父亲的内心，承受了多少担心和牵挂呢？

父亲退休后，带着母亲回乡下老家住了段时间，我

们担心，把他们接回城里住。 一段天伦之乐的时光后，

父亲又强烈要求回乡下。乡下有泥土的味道，父亲可以

锄禾种地。 西红柿、豌豆苗、嫩嫩的水白菜……每一季

收成都很好。父亲说，自己种，施农家肥不打药，小孩子

吃了安全。周末，我带着儿子回去，坐在地埂上看书、看

流云，看地埂上泼泼洒洒的野花，看蚂蚁打架，看瓢虫

搬家……

更多的时候，父亲就坐在院落里，阳光撒在他的身

上，他一句话都不说，眯眯笑着，悠闲地抽着烟，似乎一天

的疲惫也像一缕青烟散去了。院落里大丽花、鸡冠花等开

得姹紫嫣红，花丛中，还有一棵枣树，每年八月，果子挂满

枝头。 枣子打下来，父亲母亲与村里的人一起分享。

那个泼满阳光的院落，那个父亲坐着休憩、母亲在

一旁洗新摘的菜的院落， 那个飘满烟火气息泥土芬芳

的院落，是我心中最美的一幅画，是我走过千山万水也

不会遗失的美好。

树下的那个父亲，还伫立在树下。 他慈祥地叮咛：

好好努力，别回头！

在父亲的鼓励下，我们勇敢前行，陪伴他们的时间

少之又少。

“ 一夜思亲泪，天明又复收。恐伤慈母意，暗向枕边

流。 ”曾经悲伤成河，曾经心意难平。 院子里，长椅上孤

独地坐着一位老者，我紧盯着；公园小径上，颤颤巍巍

走来一位单薄瘦弱的老人，我会怔怔……

四月的故乡， 微暖的风带着树叶和花香的气息扑

面而来。

父亲，又是一年春到。 您归于的黄土已青草盈盈，

开满鲜花，有风轻轻悄悄吹过，树叶哗啦啦地响。

父亲，我们把您种在了春天的泥土里，为您许下了

一场草长莺飞的约会。 我们相信，每一个春天来临的时

候，渐渐返青的柳色，迎面的和煦春风，田野间每一棵刚

刚发芽的小草，都是我们温暖而又生生不息的思念……

山野间，云卷云舒；阡陌里，勃勃生机。这是父亲心

心念念的地方。 我们相信，最亲爱的父亲，和大地融为

一体的父亲，呼吸着故乡的雨露，一定是充满欢喜。

������

一直盼望体验鄱阳湖的辽阔和秀美，

想与那些珍贵的候鸟亲密接触，近距离地

感受生命的奥妙和自然万物的神奇。

机会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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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季， 应好

友朱建群的邀请，我向着余干、向着鄱

阳湖奔去。

车子一进入鄱阳湖，我的眼前豁然

开阔。 只见一条平坦而宽敞的公路沿着

湖边，不，简直就在湖的中央，向着远方

蜿蜒。 这条大路路基巍然，气势不凡，两

边开满野花。 车行其中，犹如行进在云

水之上，涌入眼帘的是一幅幅流动的国

画。 朱建群告诉我，这是康山旅游公路，

去的地方叫忠臣庙。 司机善解人意，车

速缓慢，让我得以静静地欣赏湖边的美

景。 洪水期已过，近处浅滩上露出的是

一丛丛野生的芦苇和青草。 三三两两的

野花，撒落其中，鲜红的、雪白的、蓝紫

的，各种各样，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行至半途，同行的两个女伴发现了一大

丛野花，尖叫着停车。 车一停，急匆匆地

跳下车，喜滋滋地扑向花丛中。 她俩将

这些粉红的野花编成帽子， 戴在头上，

骄傲地站在路边，催着我帮着拍照。 我

特意选了两个背景，一张身后是浩瀚无

垠的鄱阳湖，远处的湖水在阳光下闪着

金辉， 空中恰巧有一群白天鹅飞过，拍

打着精灵的翅膀，逍遥而欢快。 还有一

张身后是那条弯弯曲曲的公路，取景框

里，公路犹如一条彩虹，飞翔在高远的

蓝天下，飘荡在鄱阳湖的绿水间。 这照

片里现实的大留白，给观者打开了一片

无限的虚构空间。 这两张照片，她俩一

发微信朋友圈， 立刻收获大批点赞，引

得俩人兴奋得咯咯直笑。

上车后，又行了许久，竟然还看不

到路的尽头。“ 这条路，大手笔啊！ ”联想

到在水里勘测、设计、围堰、施工，修建

这条公路的种种艰难，我由衷地发出了

感叹。 朱建群笑而不语，似乎藏着不可

道破的秘密。 我不敢错过太多的风景，

赶紧转过头，向着窗外张望。 果然，但见

几群大雁，散落在湖边，步履从容地行

走着。 有几只行几步，又张开双翅，向着

那边的草丛飞去。

到了忠臣庙， 我又有了新的惊喜。

没想到，景区内，道路四通八达，连停车

场都坦坦荡荡，感受不到丝毫的局促和

拘谨。 也没想到，庙是高头大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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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忠

臣，依次挺立，武相庄严，气象恢弘，彰

显了朱元璋大战陈友谅的威武和霸气。

忠臣庙，顾名思义，传承的是忠义文化，

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道义和文脉。 从

这儿，我还第一次得知，江西老表的来

历，知道江西老表这四个字，与忠义有

着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

“ 下一站，去古竹山庄，让郭兄看看

乡村风光。 ”朱建群热情地嘱咐司机说。

古竹山庄？ 来之前，我做了功课，但在余

干的旅游版图中，好像没这个名字。

“ 路好走吗？ ”我不好意思说自己晕

车，只能委婉地表达一下心中的疑虑。

“ 放心 ，各景点纵横自如 ，来去自

由。 哈哈———”好友爽朗地大笑起来。

行了十多分钟， 证实好友所言非虚。

车子无论行驶到哪里， 都没有什么颠簸，

更没有会车时必须后退的尴尬。眼前的道

路笔直透亮、又宽又平。临行前，两女伴也

有点担心乡间公路，可能晕车。此时，两人

坐在车后座上，兴高采烈地交谈着，不时

用手指点着车外的景色。

古竹山庄坐落于石口镇的古竹村，

车一停稳，庄主朱文才便迎了上来。 他宽

脸大耳，慈眉善目，一看就知，是条敦厚

朴实的汉子。 他笑盈盈地说：“ 山庄正在

建设，请你们多提宝贵意见。 ”山庄面积

挺大，依着山势，规划了种植项目。 我们

看见紫薇、海棠、玫瑰等一批风景树正在

迎风生长， 还有大片茶树也在悄悄地积

蓄力量，准备长出令人吃惊的景象。 山下

有新开挖的池塘， 里面将布局盛开的荷

花和水上娱乐项目。 山庄还制定了野生

动物养殖蓝图， 目前养殖的是常人不敢

轻易涉足的种类———蛇。 当饲养员将我

们带进一个个小养殖间时， 一股难以言

状的腥味扑鼻而来。 我怀着有点恐惧、又

有些渴盼的矛盾心理， 小心翼翼地走进

了养殖间。 一间间屋子狭小、幽暗、潮湿，

打开门， 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床床带点湿

润的旧棉被。 饲养员揭开棉被，一大群纠

缠交错的蛇“ 霍”的一下，插入眼眶，心里

不禁为之一颤。 蛇蠕动着身子，嘴巴里吐

着鲜红的信子， 一双眼睛发出可怕的寒

光。 两女伴一见，忙跑开了。 我惊讶于饲

养员的勇敢和无畏， 也惊叹于老板选择

项目的独具眼光。

回到县城，我追着好友领我去拜访

心仪已久的史俊先生。 真是马不停蹄

哦！ 幸运的是，城内交通畅行无碍，左转

右弯，处处敞亮，如同小船行进在湖泊

之中，车旁涌动的是人群的波浪，还有

欢笑的浪花。 史俊是省内有名的剧作

家，十多年前，我在创作电视剧本《 柿子

红了》的时候，就渴望拜他为师，让他现

场指点一二。 相见恨晚，我们一谈就是

两个小时。

夜晚，好友将我安排在余干宾馆住

宿。 车子沿着山间公路盘旋，徐徐而上，

那种感觉十分奇妙。 无疑，这条宽阔的

公路就是一条温暖的丝巾，围在了东山

岭的颈间， 既装饰着东山岭的风光，也

装饰着每一个游客的美梦。

华灯初放， 城市在夜间也睁开了眼

睛，反刍着白天的过往。我打开电脑，点开

了余干县政府的网站。我看到有游客在网

站这样留言：“ 余干分散在鄱湖的生态湿

地，以及各处的乡村旅游景点，犹如一颗

颗诱人的珍珠， 而一条条旅游公路的建

设，就是佩戴在鄱阳湖身上的项链，将它

们一一串起，璀璨夺目，引人入胜。 ”

诚哉斯言！ 我终于理解好友笑而不

语的含义。 原来在余干，一个游客，哪怕

拥有再多的发现， 也不需要大惊小怪。

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辛 苦 的 母 亲

蒋学华

岁 月 重 合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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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铜钹山

刘 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