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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40年征文

雨珠立树梢荡起笑的漩涡，彩舟撑出夹岸的绿波。细
雨中，徜徉于官洲湿地公园，草长莺飞，圆柳如烟，紫荆花
爆串出一束束温柔的火焰，一树树的红叶石楠染上少女的
红晕，老成的香樟集体举起嫩芽的小手，一片片一簇簇的
新绿翠绿氤氲弥漫。在橡胶坝蓄起的一排近两百米宽的
瀑布快活喧响中，缓步拾阶而上清雅古朴、气势恢宏的风
雨廊桥，欣赏河两岸春意盎然的美景，便油然而生初恋般
的诗情。

崇仁河岸，四季风景如画。县城五公里的中心河段，
横跨着五座各具特色的大桥，宛若五封寄给河水的绵长情
书。文天祥题名的黄洲桥，古色古香，典雅大气，是小城地
标性的彩绘建筑。永胜桥，一座融入了现代元素的斜拉
桥，简洁时尚。崇仁桥，“川”字形，两边的非机动车道，好
似飞翔的双翅。新建的风雨廊桥，更是一座把水的乐曲弹
奏得欢天喜地的人行桥……小城河两岸石铺的平整休闲
道，“回”字形接通。在大小不一、风格多样的临河公园内，
错落有致的景色，蜿蜿蜒蜒的游步道，仿若一朵硕大花朵
舒展出的娇艳花瓣。就连河两边的防洪墙，也在精心绘
制，有当地的理学文化、海洋主题壁画、二十四节气图等，
一对对红黄两色的卡通小麻鸡，陪伴着河边的日月星辰。

河中蓄起的千余亩“人工湖面”，畅游着观光游览船。
坐在木船里，晨看旭日在河里嬉游，划开的清亮水面上，杨
柳垂钓着波光，成群的花儿在露水和鸟鸣中醒来，市民们
晨练的脚步踩踏出欢快的舞曲。河面上，野水鸭在一泓碧
波中游来钻去，水葫芦鸟从水中跃起，溅起一串玉珠，白鹭
犹如高傲的仙女在岸边俏立，倒映在水中的倩影，令欢畅
的鱼儿惊艳不已……

夜坐游船，河水在彩灯下，微波荡漾，婀娜起舞。远
望，河水似绸铺展，静谧安宁，半城的万家灯火，一天的喜
怒哀乐皆消融于水的神秘中。近观，习习的河风，连绵微
荡的暗绿波纹，舒心熨帖，跟随流水泛起的是身心的释然
与开怀。繁华喧闹的城市，活灵灵地辟治出这么一个超凡
脱俗的静心之所！在船上，从低处观赏璀璨的灯景，更是
别具风味，令人神迷。永胜桥灯如变幻的兰花吐蕊，黄洲
桥上灯如古雅的中国结环扣，崇仁桥灯长虹卧波……堤岸
的轮廓灯光映入水中，如流闪的双轨，明媚多姿。难怪，市
民们美其曰“小上海外滩”。

凝视着清澈的河水，崇仁河的新旧画面，像过山车一
样在我眼前飞转。凡是上了年纪的人，小时候都爱到河里
汲水、洗澡，游泳或嬉戏，河水干净，鱼浪欢腾起伏，到浅滩
用网捞鱼、捡螺蛳，是少不了的乐趣。但每到汛期，洪水迅
猛，淹良田毁庄稼，小城临河的房屋、街道，半夜睡梦间浸
没于浑水的淫威中，好似每年都难免的事。人们战战兢
兢，学校停课，家长们无心上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低
端高耗能产业兴起，河水越来越浑浊，河中非法采砂船，轰
隆作响，河里炸鱼、电鱼、毒鱼等现象屡禁不止……崇仁河
成了一位百病缠身、急需救护的母亲。

好在，近两年河长制的推行似一场及时雨、一剂祛病
药。

“一个接一个工程，一个连一个项目地支撑打造，河一
段一段地治，岸一寸一寸地理……”崇仁县河长办公室主
任熊县祥满脸疲惫，可说起项目来却精神抖起，滔滔不绝。

崇仁河水是县域1520平方公里的土地之血。全县140
多条河流，条条溪流都明澈，每寸土地都洁净，才汇成这清
洁的主河流。故此，每条河设有河长，每座水库设有库长，
一河一策，一库一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消灭劣五类
水，修复水生态，就像由一个个齿轮组合而成的机车，环环
相扣步步相协，才能滚滚向前。

治河队伍齐心协力，重拳出击，严厉查封非法采砂，
全县 89 个无序采砂点全部取缔。143 座水库全部退出承
包合同，施行人放天养。全面封山育林。引进稻田养蛙
技术，实施水稻绿色环保种植。乡村铺设管道，实行雨污
水分排。严惩非法捕捞行为。外请“河道神”专家，采用
先进的水生态护坡治理措施，用“食藻虫引导水生态系统
构建技术”，科技整治智慧养护。中小河流综合治理，紧
锣密鼓……

全县上下，河里岸上一条心！崇仁河终于华丽转身，
俨然一位妩媚的娇娘！

而今，河里鱼多，岸上鸟多。市民们站在廊桥上，听涛
望瀑观鱼看鸟是一乐。节假日在家，就着油酥小河鱼，喝
一两口本地酿的烧谷酒是一乐。岸边垂钓，吟风弄月赏
灯，与天光云影共徘徊，又是一乐。

河岸，无边光景处处新！我几乎每天在岸边散步，崇
仁河流淌于我体内，成为我灵魂的一部分。它之浑荡，惊
心动魄；它之澄澈，温柔恬美。它所到之处，炊烟袅起，是
我乡愁的载体，情感的源泉，精神的依托。它潺潺不息，就
像一幅流动的山水风光画，一帧帧一卷卷的护河、爱河、美
河之画面在眼前展现，令我感慨动容。

清风中，崇仁河像一首温馨的诗，一曲深情的歌，一条
灵动的彩练，更像一部新时代的“净水”交响乐！

拥有一河清水，小城之梦，甜蜜而美丽，星光闪耀，日月
垂青，万物之爱
有 了 光 明 的 路
标。春天终于绽
放在家乡辽阔的
土地上，蓬勃出
蓝天白云、鸟语
花香和万千的柔
情。

作家博尔赫斯心中的图书馆，
美如天堂：“上帝给了我浩瀚的书
海，和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即便如
此，我依然暗暗设想，天堂就是图书
馆的模样。”

1978 年，正是改革开放的那一
年。我背着姐姐用过的旧书包跨进
了学堂门，那时在我生活的赣东北
小山村，别说图书馆了，连一本课外
书都不好找，很少有人舍得花钱买

“闲书”——连饭都吃不饱，哪顾得
了这个？！

我那会儿热衷“小人书”，有图
有画。没钱买，就涎着脸去借，不让
借，就厚着脸皮几个小脑袋凑在一
块看，如醉如痴。

我的第一本小人书，是用母亲
给的压岁钱买的《小将岳云》。那年
大年初一，我揣着压岁钱，步行5华
里到塘墀乡供销社买到了这本心仪
已久的小人书。回来的路上，边走
边看，爱不释手。

和我同一个年代出生、今天坐
在北京某座写字楼里的徐志霖，说
起童年时的读书故事，与我一样感

同身受：“忆起年少时的幸福与苦
恼，其中想看书而难得的渴望，一直
是我难以释怀的憾事。”

我和徐志霖来自同一个县城，
改革开放头十年，我们的中小学时
光都在乡下度过。我们和书籍的故
事无比相似：那时候能读到的只有
课本，即便读课本的机会都不易获
得。我们像一粒粒沙子，在小学、初
中、高中等各类考试中一次次被筛
选，中榜而且家里供得起的孩子可
以继续升学，而落榜的、或是家庭实
在贫困的同伴，只能从此告别书本。

我和徐志霖都是幸运儿，高中
毕业后顺利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学
府，用知识改变了命运。

来到城市，我们终于走进了图
书馆，置身书海，那种幸福的滋味无
与伦比；捧读书籍，那种充实的感觉
回味无穷。

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前后，我们
都离开了乡村，走进了城市。我在
上饶，徐志霖在北京。北京就不用
说了，图书馆、书店里的书汗牛充
栋；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书店也不

少，两座图书馆都是国
家一级图书馆，藏书丰
富，窗明几净，免费向公
众开放。街头巷尾还有
很文艺范儿的书吧。买
书方便了，大家手头也
宽裕了，不会为买一本
两本书而心疼了。

图书服务方便快
捷，不只限于城市。改

革开放三十周年前夕，即 2007 年 3
月，国家开始实施“农家书屋”工
程。由全国农家书屋工程协调小
组办公室主办的“中国农家书屋
网”介绍：“农家书屋工程是五大文
化惠民工程之一。农家书屋是为
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建在行政村且
具有一定数量的图书、报刊、电子
音像制品和相应阅读、播放条件，
由农民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公益
性文化场所。每个农家书屋按照 2
万元标准建设，配备图书不少于
1500 册，品种不少于 1200 种，报刊
不少于 20 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
于 100种（张）。”

十余年过去，如今，在我工作的
这个设区市，全市已建村级农家书
屋2493个，藏书400余万册，它们就
像一座座宝库，为今日的乡村输送
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

2018 年开春，江西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在《致全省农家书屋管理员
的新春慰问信》中说：江西农家书屋
工程“于 2007 年启动试点，2008 年
全面推开，目前共建有农家书屋
17391 个，基本覆盖具备条件的行
政村。在 2007 年至 2017 年的十年
里，全省农家书屋共配送图书 3478
万册……”

书香在向大地深处播撒。除了
政府层面的农家书屋建设，一些有
识之士也开始投身乡村图书馆的建
设。2018 年元旦，一个消息在我的
老家传开：一座漂亮的图书馆，从北
京城“飞”过来，降落在赣东北一个

偏僻的山旮旯里。
馆名很大气，叫“明德书院”，源

自《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

馆舍很气派，三层，白墙黛瓦，
充满书卷气息，在一群民居里“一眼
就能认出来”。

山旮旯是一个唤作塘塭的小村
庄，躲在上饶市广丰区一个绕来弯
去才能走到的山坳，离城区 20多公
里。村子巴掌大，只住着 30余户人
家、150余位村民。

建馆的人，就是徐志霖。
故事并没有结束。塘塭的这座

山村图书馆，成了附近孩子们的“天
堂”，不仅村里的孩子一有空就往图
书馆里钻，十里八乡的乡亲也带着
孩子去看书本里“美妙的世界”。

“每天这里一开门，我都是最早
到的。”12 岁的徐子妍爱上了这座
气派的图书馆。以前假期和课余时
间，除了找同伴玩，就是一台电视机
守半天。“现在好了，有了这个学院，
孩子都爱往这里跑。”徐子妍外祖父
徐光禄按捺不住兴奋，“感觉像变了
个人。”

60 岁的村民徐光福毛遂自荐：
“这是好事啊，每天开门、关门的事
就归我了，不要工资，义务的。”

由此激起的涟漪一圈圈地荡
开：在上海的周泉恭博士想在老家
排山镇塘上村领建一个山村图书
馆；在上饶的书法家杨剑计划在桐
畈老家领建一家山村图书馆……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

进，乡村的山更青了，水更绿了，路
越来越平坦越来越宽阔了，房子越
来越好了，村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
红火了。从乡村洗脚进城的人们感
叹：“怎么也没想到，今天的乡村可
以建设得这么美丽！”

美丽的不只是乡村的景，还有
一直牵挂着乡村的人们，以及一脉
脉伸向大地深处的书香。

2017 年 12 月 19 日《人民日报》
刊载：“截至今年10月末，全国有农
家书屋 58.7 万家。10 年来向广大
农村配送图书突破 11 亿册。农民
人均图书拥有量从工程实施前的
0.13 册增长到现在的 1.63 册，增长
了10余倍。农家书屋建设10年来，
在增强农民文化自信、保障农民基
本文化权益、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
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7 年 6 月 5 日，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发出《关于深化
农家书屋延伸服务的通知》，要求各
地“要推动农家书屋向村（社区）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村务大厅、养老
院、电影固定放映场所、广播台站等
便民服务场所延伸，向自然村、新农
村小区、祠堂、文化热心户等行政村
以下居住地延伸，向中小学校及校
园周边、留守儿童之家等青少年聚
集的地方延伸，向书店、商店、村邮
代办站、农家乐、电商服务点等商业
设施延伸。”

书香，一丝丝，一缕缕，向大地
深处播撒……

书香播撒在大地上书香播撒在大地上
□□ 刘诗良刘诗良

很久未曾见到月光了。先是
淅淅沥沥的雨声，连响了半月，其
间也有过云开日出的时候，但一入
夜，晦暗的天空又抛洒下几个雨
点，月亮躲在乌云后，难得一个全
须全尾晴好的日子。因此，那个晚
上见到它的刹那，宛若故友重逢，
心中有无限的欢喜。

正是五月之望，月亮圆圆满满
浮在空中，天地澄澈空明。月光还
穿过玻璃，透过半掩的窗幔，泼洒
在桌子、地板和几册散乱的书籍
上。因为月光，这些寻常的物事顷
刻有了灵性，满室流动着动人的韵
律。

月光如霜、如水、如银子……
都是前人用过的，一时语塞，找不
出更好更新的形容。但我一点都
不沮丧，甚至还有些兴奋。我放下
手里的书，踱到窗前，一棵桂树撞
入眼帘，桂树的枝枝叶叶落满了月
光，这棵落满月光的桂树，与平日
见到的似乎全然不同，突然有了某
种神性。

桂树在围墙边，已二十年了。
是家人从山上挖来的野桂，树形不
怎么美，随便种在院子里，疏于管
理，无人剪枝也没人施肥，不经意
间竟长成了庞然大物，已经高过两
层的屋顶，站在二楼阳台，似乎能
够与旁逸斜出的桂枝牵手致意。

二十年光阴，足够一个婴孩长
成青年。一棵树得雨露阳光，又怎
能毫无变化？所以讶异，是因为平
常我对它关注太少。

一直活得潦草，简单，不喜一
切费神费力的事物。小小的一个
院子都懒得打理，任野草葳蕤。再
说，一棵树，沉默、无害、不产生一
丁点的不良作用，又何需我的关
注？

白天无视它，夜晚，则有意回
避它。那一团黑乎乎的树影，似乎
藏着无限的秘密。胆小的我从未
在夜晚仔细打量过它，从未发现它
在月下的层次与美感。

但那晚，我突然有了好好看一
看它的想法。结果发现在月光的
照耀下，桂树的叶子有了变化。它
在幽暗里泛着微微的白光，那白光
是跳跃的，从这里到那里，点状、片
状的白光如花屑，如落英。经过月
光的层层过滤，每一片叶子看起来
都不相同。一棵二十年的桂树，叶
子层层叠叠，数不胜数。初夏的桂
树上，老叶、新叶，色泽的丰富自然
更是无法描摹与形容。

桂树左边一株棕树，右边一棵
杜鹃，它们无一例外都矮小瘦弱，
似乎患有营养不良症。杜鹃是与
桂树一同种下的，棕树应该是飞鸟
衔来或者是风吹来的种子，桂树的
周围还有茸毛一般新发的草棵，现
在它们全都藏匿在阴影中。

月亮经过大半夜的跋涉，已经
西斜。隔壁高楼的影子正好倒在
桂树脚下，桂树就这样被烘托出
来。

桂树没有舞台经验，似乎有些

害羞。树冠上的叶子微微颤抖着，
侧耳凝听，有沙沙的脆响。在白
天，桂树是热闹的，枝头上栖息着
鸟，鸟的数量可以群称，品种却是
平常，灰黑或者麻灰的羽翼，估计
就是麻雀。它们整日价不知疲倦
地唧唧喳喳，斗嘴、吵架或者歌唱。

现在院子里非常安静，夜鸟归
巢，月光无声照耀，时间缓慢流
动。一切都那么轻、那么柔、那么
亮，宛若一片洁白的羽毛，可以乘
风飞去。

月光无限广阔，它抚摸着山
川、河流、屋宇，也抚摸着一棵桂
树。

桂树轻轻抬起头，看到了月亮
里面婆娑的影子，浮想联翩。它其
实是知道那个传说的，知道吴刚日
复一日高高举起利斧砍向一棵桂
树。那真是一棵和自己一样的桂
树吗？据说它有五百丈高，是棵神
奇的桂树。吴刚的劳动，完全是徒
劳。一个人，如果想凭借着杀伐征
服树或许不容易，但如果人类都联
合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呢？桂树想，
好在自己的主人是个懒到连刀斧
都不愿使的人，因此，它在这个院
子里是十分安全的。

桂树的命，在这个时代似乎成
了一件卖来买去的商品，很多桂树
被刀斧砍去枝叶，只剩一个光秃秃
的枝干，像极了截肢后的残疾人，
它们被移栽到陌生的地方，桂树的
伤口，十年都无法复原。桂树庆幸
自己主人的慵懒，因为懒，才没有
过强的物质欲望。它的主人既不
会把它卖了，也不会以刀斧对待
它。它想长成什么样就长成什么
样，它能活多久就活多久。桂树很
开心，很放松，枝叶轻摇，禁不住跳
起舞来。

月光盯着这棵树。它知道这
是一棵自由的树，它还知道这是棵
会开花的树。到秋天，淡黄的、细
碎的花朵悄悄绽放在茂盛的绿叶
里，暗香浮动，内敛、悠长，如一个
淡泊的古人，宽袍长袖，在院子里
徘徊又徘徊。月光惭愧自己的体
温，像一处莫大的冷宫，冷宫里桂
树永远开不出馨馥的花朵，自然酿
不出醇厚的美酒。吴刚捧出桂花
酒不过是诗人浪漫的想象。再说
吴刚本是专与桂树过不去的，何来
雅量放任桂树开花，再以花蕾入
酒？

月光如一束舞台追光，似乎是
专程来看望桂树的，它眸子里流出
动人的光来，桂树既羞答答，又坦
荡荡，真是妩媚撩人啊。

此时的世界似乎只剩了两件
物事：头顶上的一轮月亮和围墙边
的一棵桂树。在这个时间点，它们
相互吸引，倾诉，如一对知己。

我站在窗后，不敢挪动步子，
我甚至连呼吸都尽量放轻，生怕惊
扰了这动人的约会。

偶尔见证了这个时刻，但是，
我把它当作一个秘密，放在心里，
妄想着有一日，月光也来看看我。

于岁月，我们所感知的老和
新，都只是一种直观理解。譬如
我家的老屋，一百余年的历史，对
我已度过的四十余年光阴来说，
是老的。

老村位于村子正中，有一个村
人皆知的名号“高屋里”。老屋和
晚清一位探花的官邸一道，是村里
极少几个有名字的居所之一。从
门口的晒谷场走进老屋，需上九级
台阶，所以每年春天久雨涨水时，
邻居家里都会进水，独老屋因地势
高了许多，从未被淹过。老屋门口
是一个条形的大池塘。

从前，老屋里住着八户人家。
每到下午放学，各家孩子把书包一
扔，便三三两两在一块疯玩：有的
在砖地上画方块图形跳圈，有的用

废旧书本折成的一种“板”，拍着比
赛，有的玩藏猫猫……这时候，老
屋热闹非凡，惹得附近的孩子都
往这跑。我不喜欢玩这类的游
戏，喜欢看小人书。家里肯定是
没有课本以外的任何书的，村里
一老先生家有。他的孙子和我一
般大小，他家的藏书颇丰，还订了
一份《中国少年报》，我便经常去
他家蹭书看。

老屋里的老居民“成分”复
杂：我父母这一辈，连我父亲在
内，从事耕作的农民有四位。有
两位是供销社职工，在我们眼里
是国家干部；还有两位奶奶，他们
的儿子在县上或外地工作。这两
位老奶奶一位尖酸刻薄，极尽挖
苦显摆之能事；一位慈眉善目，对
邻里多有帮扶，对看不惯的人和
事一点不客气，那些喜欢占小便
宜的人在她面前总是战战兢兢。
这两位奶奶的为人处世对我影响
颇大，在其后成长的岁月中，择善
而从，受益匪浅。

饿着肚子在鸡飞狗跳的老屋
度过了小学时光，母亲找了一个

远房亲戚，让我转学到了一个当
时升学率比较高的乡镇中学就
读，从那时起，我便离开了老屋，
也离开了那段现在想起来快乐无
比的岁月。

现在回到老屋，已经看不到
往日景象。岁月自然流逝，孩童
都已长大，或远嫁他乡，或外出谋
生，老人大多已作古，坚守在老屋
的，仅剩一两户。有几处天花板
开始脱落，屋顶的瓦片掉下来，蓝
蓝的天从漏洞中挤进来，在原本
漆黑的老屋内显得那么明亮。

老屋里，母亲陪着父亲的照
片活在想念里。在老家这个传统
与现代交融、历史与未来交织的
交叉路口，人们正在依靠好的政
策和自身的努力，用勤劳、智慧和
双手创造着新生活。每周，我都
会开着车走一趟回老家的路，看
望仍在老屋里回味历史、安享晚
年的母亲。

人都会老去，只要基石尚牢，
老屋便不会倒塌。或许，在某个
时段，承载着老家人记忆的老屋
会被人推倒，然后在上面建起一
排崭新的房子，装点老家的形象，
装饰老家人的生活，这是一种历
史的走向。

新屋会逐渐代替老屋，我们
老去了，新的一代已经走在了路
上。

老屋，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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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的桂树
□□ 蓝燕飞蓝燕飞

老 屋
□□ 帅学习帅学习

夹岸美景蘸水开
□□ 吕丽珍吕丽珍

岚，是南山的障眼法，朦胧，
迷幻，一旦绕在山腰之上，南山的
山峰就隐了起来。说是南山，其
实应称丘陵，驼峰似的，叠着弧
线，环成半圆状，就有了弯弯的泊
水河，以及山环水绕的黄源村。
在黄源当地，南山是分上下的，却
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山场，民居，
茶园，田畈，菜地，聚拢又散开。
往下游走，原先秋口林场的河畔，
渡口的欸乃之声早已远去。

黄源，我无数次路过，专门进
村却屈指可数。一次是去黄莲
寺，一次是去青黎别院，还有一次
是去田坞看荷，剩下的几次都是
去流苏小筑了。然而，最先去流
苏小筑是什么日子，真的记不起
来了。每一次，我能够做到的是
入乡随俗。据上了年纪的老人
说，黄源是明代嘉靖年间隔壁的
李坑人看中了河曲水潭而开基
的，早年叫泓源潭。后来，村西建
有黄莲寺，才改为黄源村。想必，
不光是黄源，寺下、新村都与黄莲
寺有所关联。是久远的晨钟暮
鼓，还有进山膜拜的香客，让寺
下、新村有了人烟。依着山，傍着
水，黄源村粉墙黛瓦的样子，遗有
岁月的蚀痕，内敛，宁静，质朴。
一条河的流程与景象，取决于山
与村的风貌。宽阔清澈的泊水
河，飘逸如带，它的上游来源于段
莘水和江湾水，往下一径淌，便是
星江河。理学家朱熹，经学家江
永，都与这条河流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荷塘，只有浅浅的一匹水，恰
好能够映出荷影。麻雀，绿鹦嘴
鹎，在坡地有各自的茅丛，晃悠悠
的，把茅秆压向一边倒伏。荷塘

与坡地之间，铺展而平缓，客串的
只有白鹭。与驮犁荷锄相比，篱
笆与瓜架仿佛是一种乡村农耕的
衬托，那攀缘的藤蔓，毛茸茸的，
努力向上探着触须。一畦一畦的
菜地呢，时蔬长得疏密有致，盈盈
的，满园都是生发的新绿。只要
躬身，随手就可摘一篮的鲜嫩。
柴门相拱，竹丫编篱，一条青石的
小径紧挨篱笆蜿蜒。临着木屋，
是硕大的山石砌出的水池，宛如
水榭。

不经意间，就听到了蛙鸣。
三角梅，杜鹃，竹子，香樟，成了木
屋自然的围篱与墙垣，让披檐鳞
瓦的木屋多了几分隐秘。廊亭相
衔，遇荷堂，一低舍，橐橐阁，仿佛
是源自《诗经》或《汉书》中的意
象，木质的纹理里，俨然都是时间
与空间的编码。而那庭院，廊柱，
榫卯，墙体，栏杆，石础，甚至石
磨、陶罐，呈现的又是徽州人家古
朴典雅的意境。想必，流苏小筑
的院名，内里藏着的应是主人的
一份诗心与一种情怀吧。

在南方婺源的院落，茶室是
必不可少的。流苏小筑的茶室可
谓别出心裁，紧贴着河畔的古樟，
像树屋。茶室因陋就简，却有几
分清雅，窗外便是水埠，还有靠岸
的木船。河风，荡着水波，也荡着
木船与天光云影，恍若带入了野
渡无人舟自横的闲淡与宁静。放

眼望去，泊水河，以及远处绵延的
山峦，一览无余。老藤环绕，古樟
遮蔽，树与树之间，留有平台，木
梯连接。树荫下，平台上，一张茶
几，几张藤椅，泡上一壶茶，便有
了闲适的好时光。在我看来，汲
一壶山泉水，泥炉炭火，抚琴而
歌，才不失为烹茗的标配。

好几次，主人邀我留下品茶，
可惜都是时间不济，没能如愿。
时间的短促，使我不忍心浪费了
一壶好茶。往往，在乡村行走的
步伐加快了，就忽略了生活中的
慢。其实，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慢生活一直是我的追求，包括享
受行走、读书、写作，还有品茶。

蝉鸣的声音，许是一种自恋
吧，“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起起
伏伏，分明都在叫着自己的名
字。据说，那只是雄蝉的欢鸣，雄
蝉充满激情而有磁性的声音，是
在示爱。有时，几个人躲在树荫
下聊天，便觉得蝉噪得莫名其
妙。倏忽，蝉声停了，又觉得少了
什么。挨近傍晚，河边垂钓、嬉水
的人就多了起来。垂钓的垂钓，
嬉水的嬉水，隔着水域，互不干
扰。

不知不觉，夕阳西下，红霞满
天，泊水深潭，波光潋滟。一抹天
光，掠过泊水河畔的流苏小筑，仿
佛给我融入了一种山水人家的意
境。

流苏小筑
□□ 洪忠佩洪忠佩

豫章
随笔

（配图摄影：郑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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