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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山驿路问双松开山驿路问双松（（国画国画））
王义凤王义凤 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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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武秋色真武秋色（（国画国画）） 吴定玉吴定玉 绘绘

●季宏林（无为县）

秋季是一首诗秋季是一首诗

水的自述水的自述

诗诗路路花雨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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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

旗袍不老
我怎能老去

●葛维敏 有雪的东湖不寂寞

杂杂树树生花生花 ●范德洲

感谢他人的苛责

岁末年初的一场寒潮，送给大江南
北人们的礼物是，玲珑剔透的雪花。纷
纷扬扬的雪花，飘呀飘呀，整整飘了一
天一夜。

东湖，是县城百姓休闲、娱乐、锻
炼、交流的好去处。我早已熟悉东湖随
春夏秋的季节变换而不断变化的景色
了。春天里，柳丝轻拂湖面，蝶儿花间
蹁跹；夏夜里，灯光五彩斑斓，人们歌舞
弹唱；秋风起，丹桂清远飘香，菊花傲放
霜寒。从春到秋，东湖一直有“朋”相
伴，不曾寂寞。如今，风雪中的东湖是
否孤独、寂寞？

翌日清晨，拉开窗帘向外看，整个
世界全白了。粉妆玉砌、白雪皑皑、千
里冰封、万里雪飘……只要是能够想到
的词语都可以用来形容。作为南方人，
能够看到如此厚实的积雪也算上是奇
迹。据说，这次是三十年不遇的景观，
故一种喜悦在心中难以压抑，不断激
荡。是喜悦让我激动，还是好奇心的驱

使让我行动，迅速穿衣，直奔东湖而去。
远看东湖，如身着婚纱的待嫁新

娘，那婚纱如白云般铺天盖地，遮住了
她圣洁的肌肤。她躺在高楼鳞次栉比
的县城与庄严肃穆的楚风塔蟠龙寺之
间，静静地等候那心仪已久前来迎娶她
的新郎。蟠龙桥是她项上的银项链，长
虹卧波桥是她白色的束腰带。西风劲
吹，波起浪涌，是她心旌在摇荡。惊涛
拍岸，花飞雪溅，是她心潮在澎湃。大
自然的神奇造化，让东湖徒增几多妩
媚，几多娇羞。

踩着松软的厚雪，仿佛走在羽毛堆
上或者是棉花上，又感觉是漫步在月球
上。鞋会陷得很深，雪会沾到鞋面上，
跺一跺脚，雪自然落下，鞋面依然干
净。走在结冰的路上，冰面的碎裂发出

“咔嚓”声让人胆战心惊，体验着那种如
履薄冰的感受。公园里，原本高大的如
松树、香樟树之类常绿树，也穿上了羽
绒服，显得矮小了；原本矮小的黄杨、红

叶石楠等早就在棉被下面捉迷藏了。
那些落叶的树木，统统被穿上了银装。
冬风呼啸，寒气逼人，绿意盎然的公园
在广袤的白雪覆盖下亦显清寒。

不久，太阳出来了，一缕缕红光给
东湖抹上了可人的胭脂。鸟儿从树杈
里钻出来，为这待嫁的新娘歌唱；爱美
景的人们也从家中出来了，他们要在心
底留下新娘最美的容样。

看，摄影爱好者，他们或趴或立，歪
头佝腰，寻找角度，用光与影记录；晨练
的年轻人，穿火红的运动衫、跑鞋，在雪
地里奔跑，永不停歇的是追求爱的步
伐；看景的老人，包裹整齐，但不时抽出
手来指指点点、说说笑笑……

听，一对恋人，面对东湖大声宣誓
“我爱某某到永远”！尾声在园中久久
回荡。之后，树林里留下他们互相追逐
的身影，雪地上留下一大一小的两串印
记。一对母子，从小树、草地上捧起厚
厚的积雪，塑起雪人来。这雪人有鼻子

有眼睛，还咧着一张大嘴巴在笑。这对
母子也在笑，笑声惊得高树上的积雪

“簌簌”而下……
随着太阳威力不断增加，附着在花

草树木之上的雪不禁娇羞起来，滴下汗
来，让人能够看到一些植被的本来面
目。黄梅花儿在雪的包裹下，呈一只只
精巧的金色钟状，散发出清幽的香味；
茶梅花露出红色的灿烂的笑靥，花蕊上
留有一点洁白的香粉；裹在冰雪里的细
长的柳条，有青芽微微凸起，撑开一丝
缝隙；身盖羊袄的丹桂树下，有青色的
黄豆大小的果子如风铃在摇摆；凤尾竹
的成年竹叶上负着厚厚的雪，让它不得
不低下高贵的头，而那还没有完全抻开
枝叶的幼株却傲然立于其中，那笋衣还
套在枝上，挂着白羽……这一切，都是
东湖在向人们证明春天是从冬天开始
的。

人们常说，有雪的日子不孤单；我
要说，有雪的东湖不寂寞。

阳光，半岛，单看这两个词，就给
人一种明媚的意象，无限的遐想。如
果把她们组合在一起的话，那只能用
珠联璧合来形容了。

这是方偏安一隅，静如处子的玲
珑地。一走近她的身边，我的目光就
被一块半圆形池塘牢牢地攫住，很自
然地想到了宏村的月沼。相较于月沼
而言，这儿显然多了些风情的点缀。
清浅的池塘里残荷疏影，犹如一幅淡
雅的水墨画。即使在初冬，我仍能想
像出夏荷浴日时的艳丽，仿佛嗅到了
一缕缕幽香。

池畔，树木繁茂，却错落有致。一
两蓬细竹，葱葱绿绿。三两棵桔子树，
枝叶间露出黄橙橙的桔子来。一片绿
树丛中，恰到好处地逸出几棵红枫。
几棵高大的乌桕树，树叶惊人的浓艳，
橙色，红色，紫色，云霞一般绮丽。叶
子落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像铺上一匹
色彩鲜艳的锦缎。

池上卧着一座小木桥。栈桥曲曲
折折，转几个弯儿，便见一处小亭子。
还有一段狭长的堤埂，像一只螃蟹的
螯伸向池心，那就顺势建个亭子吧，好
让游人休憩、赏景。

一切看似有意，却又近乎随意。
凡此种种，可谓匠心独运，大有古朴之
风，审美之情趣。小小的池塘，恰似迎
面高层的一道屏风，有着含而不露的
艺术之美。在乳白色的薄雾里，一切
显得静谧而神秘。

后院，有一个大泳池，依山而建，
蜿蜒曲折，穿桥过林。漫步其间，曲径
通幽，一步一景。转过一片竹林，便有
一座草寮。穿过一座廊桥，抬头便见
半空垂下的簇簇藤蔓。

庭院深深深几许。这处庭院也真
够深的，深得可以容纳下一条弯弯的
河流。清澈的河水犹如佳丽深情的眼
眸。脑子里突然蹦出西塘、周庄、西湖
等地方，她们都是脱胎于江南水乡的
姊妹，芳名唤作小桥、流水、人家。人
与水，相谐，相趣。孔子说：智者乐
水。可以说，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灵
气，就会有诗意的生活。

水上有座大舞台，央视曾在此现
场直播过中秋晚会。单从其气势来
看，就可想见昔日的辉煌，让人不禁生
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之叹。

小河悠悠，一路向远方逶迤而
去。两岸树木叠翠，建筑风格各具特
色。一边是欧美风格的别墅，另一边

是粉墙黛瓦的徽建筑。倒映水中，如
诗如画。

泛舟河上，景随舟移。两岸风景
如画，最醒目的，莫过于那一座座造
型各异的建筑。遗憾的是，一些建筑
好像停工已久，好似一只只搁浅沙滩
的船。雾尚未褪尽，远处的高楼若隐
若现，那里似乎藏着一个未解的谜。

行数里，便见一处小岛。众人弃
舟上岸，走过一段浮桥，踏上金色的
沙滩。几只尖尖的艳丽的游艇卧在
沙滩上，像几尾休憩的美人鱼。滩上
有几处凉亭，下面放着黑色的躺椅，
供游人休憩。见一方舞台，落寞无
语，似乎又若有所悟，洗尽昨日的铅
华，一心静听流水的潺潺。

岛上，山环水绕，曲径幽深。漫
步其间，一一探访小岛的隐秘。树
丛，竹林，假山，每每经过，你总会惊
喜地发现一座精致、玲珑的紫红色小
屋，无一不是临水而居。若是三五个
好友，有缘相聚于此，开轩面清流，品
茗，闲谈，赏景。亦可弹琴，吟诗，作
画。岂不快哉！

半岛，是游客的好去处，也是拍
摄婚纱照的好地方。沙滩上，幽径
旁，草寮前，一对对年轻的情侣摆弄
着身姿，一脸的灿烂。

想起《红楼梦》中的一节，元妃回
乡省亲，众人簇拥，同游大观园。也
是弃轿登舟，山一程，水一程，赏不尽
的奇花异草，看不够的亭台楼阁。如
此美景，光玩不行，还得玩出点风
雅。于是，才子佳人赋诗助兴，吟出
了“借得山川秀，添来气象新”“一畦
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的好诗句。

游子意，思乡情。成龙、赵薇等
演艺明星，也曾回乡省亲，入驻半岛，
或赏景，或献艺。半岛，是江南水乡
的一个缩影，也是他们心中的大观
园，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故乡情结。

半岛的前世今生，本就是一段传
奇的故事，她有过辉煌和荣耀，也有
过无奈和失落。无论如何，我还是钦
佩岛主的眼光和气魄，称赞后继者的
坚韧不拔之志，愣是将一片荒野滩涂
打造成闻名遐迩的景观。

我想，但凡世上美好的事物，绝
不会有与生俱来的幸运。她们有玉
成于汝的磨砺，也有破茧化蝶的欣
喜。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云消雾
散，半岛上空终将迎来一片阳光。

借一砚江南廊檐下悠悠的雨水
和着暮秋紫菊的一缕残香
研成一抹胭脂的红
浸润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庞
而画笔却是山的色彩
倔强而又完美地在眉间收尾
唇 温和着太阳的本色
也温和着不老的四季
白发如一掬霜花
粘贴年轮冰冷的笑意
身着旗袍的腰板啊
却并无倦怠
傲然明媚着不老的光阴

旗袍依然高贵
高贵在钢筋水泥的冷酷中

鲜活地穿行
旗袍依然优雅
优雅着无需修补的东方神韵
琵琶扣下
已没有凹凸玲珑
可胸前的锦缎
曾沸腾了几多故事
曾摇曳了几多风景

修剪几缕白发
浸染水墨丹青
挽沧桑与淡雅
拢华丽与高贵
优雅于旗袍
旗袍不老 我怎能老去

秋季是一首诗
在绿色与黄色间流出诗韵
风儿，吹乱你的思绪
树叶，是你的文字

秋季是自然馈赠的厚礼
满眼的金黄带来沉甸甸的喜悦
溪水弹起丰收的和弦
弹去了辛劳，弹来了收获

原野上漾起层层金波
枝头的果实跳起欢乐的舞蹈

葳蕤，换上一坡淡黄
一阵阵果香，染醉村庄

哦，秋季有一树的诗语
额上有草儿载不动的露珠
拾起你斑驳清瘦的倩影
盘桓心间，听一路秋日私语

人们都说，上善若水。仿佛我就是
完美道义的代言。殊不知，我也有我的
喜怒哀乐、纸短情长。你看我快乐时，大
家都说我涓涓细流、汩汩清泉。我顺心
时，大家都说我是轻盈的小姑娘，一路跳
起那优美的华尔兹。我发怒时，大家都
说我凶恶异常，你看那大浪滔天、赤壁畔
卷起千堆雪。我哭泣时，就是那不起一
丝波澜的死水一潭。

有时，我的胸襟无比广阔。海纳百
川，有容乃大。我就是那可以包容一切
的大海汪洋。任何的鄙视、不屑我都能
一笑了之。这时的我正是那最大的“藏
污纳垢”之所。

有时，我又是个气量小的凡夫俗
子。任何的杂质都不能影响我，非得和
他们分个一清二白、泾渭分明。这时的
我正是那能照彻心灵的一汪清泉。

有时，我是个比较好讲话的人，只要

不触犯到我的原则，我还是容易接受
的。你看那细沙、污泥，只要他们不太过
分，我还是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的，这
样的相处使我们成了小池塘中孩子们嬉
戏的玩物。

有时，我又是个立场鲜明、态度坚定
的七尺男儿。谁要是触犯了我做人的基
本准则，无论你是帝王将相、还是王公贵
族，只要你忤逆民意，你过来，我就 360
度转弯，将你沉到河底。

有时的我，是个浪荡少年，常常为身
边的奇闻轶事而驻足不前，你看那回水
弯中的我没有一点男儿气概。

有时的我，又是个有志男儿，当时机
不到时，我会卧薪尝胆、蓄积力量、把自
己的厚度积累起来。当时机来临时，我
会毫不犹豫地奔向大海，成就自己的生
命。

有时……

“白露凋花花不残，凉风吹叶叶初
干。无人解爱萧条境，更绕衰丛一匝
看。”这首诗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写的，抒
发了自己对眼前萧条景色的喜爱，也表
达了诗人对往昔美景的怀念和对自己
处境的感慨。我认为残荷虽褪尽浮华，
但仍然坚守着一份生命的冀望。

深秋再至，满眸的繁华已无踪，看
到的半是萧条、半是如诗的残荷清骨。
坚守着一份生命美丽的本质，清美的傲
骨，残缺的韵意，在深秋的湖里无意雕
琢却成了一处感人心魂的风景。隆冬
季节，一片残荷在冰冷的湖中静默，一
份寒彻清净，岂是常人能够忍耐与承受
的煎熬。满塘残荷败叶如苍老的老人
佝偻着身躯，在清冷、淡静、旷远的冬色
中，从老态龙钟的脸色中流露出旷达、
幸福的神色。你别以为它枯干的残荷
蔫头耷脑似的，可是它在肥沃的泥土中
培育出如白胖胖、粉嘟嘟的手臂似的
藕。走进它周身都能感知到残荷散发

出来的坚毅、清逸、顽强和力量。
有一次，我回老家来到新塘埂上，

看到天空正纷纷扬扬地下着雪，个个头
顶上落满了雪，如戴着一顶顶白帽子似
的在风雪里粲然地笑着。落在老荷身
上的雪，有的像扎着白毛巾的老人似
的，有的像身上披着白色的披风似的，
还有的像白色花朵…‥如一副美丽的
油画。

小时候，我看到商店里营业员阿姨
们，销售员师傅们，把称好的盐、白糖等

一份份放在一张张铺好的荷叶上包扎
好卖给顾客，这样做既环保又防腐。妈
妈每年冬至腌香菜、豆腐卤，先把盐和
佐料和好，再装进罐子、坛子里，然后用
荷叶封口，能保持原汁原味。

记不清残荷老莲的第一片花瓣是
从哪一天开始凋落的。残荷如今已风
烛残年了，但她儿孙绕膝，子孙满堂。
她老了，白发苍苍，脸上皱纹一条条如
刀刻似的，安详地坐在沙发上，孙女给
她梳理头发，孙子端来热茶，子孙满堂，

晚年享着清福。残荷曾经为莲藕遮风
挡雨，她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儿女，用心
血为儿女们付出，是自己苍老了；用自
己辛勤的双手为人民创造财富，累成了
枯槁的身体；她如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
人，似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崇高精神。

新鲜藕在不同的季节里，吃法也不
同。夏秋季节，妈妈把白嫩的鲜藕切成
一片片的用白糖腌拌，吃在嘴里脆甜。
她还把藕切成丝，再放一片片红辣椒，
然后放进盐油在锅里炒熟，是一道别有
风味的菜。冬季里，妈妈把一节一节粗
硕的藕孔里塞进糯米再放红糖，然后放
在锅里焖熟，香气馥郁，吃起来糯软，能
增加人身上的热量。莲藕还能治病，它
味甘、性寒入心、脾胃经，具有清热、生
津、凉血、散瘀、补脾、开胃、止泻的功
效。

在一隅平常的角落，从容地凋谢，
哪怕身形憔悴枯槁，傲人的风骨依然如
画如歌。

自从有了“心灵鸡汤”这一概念，我
们几乎每天都被大量的鸡汤所包围。
坦白地说，我不太喜欢这些鸡汤，这些
所谓的鸡汤，说成是鸡肋可能更恰当
些，不过，有一碗鸡汤，还真的让我有了
一些感受。“感谢那些挑剔你的人，正是
在那些挑剔中，我们才获得了积极上进
的动力。”与所有的鸡汤一样，这一碗鸡
汤的版本也是不一而足，但基本意思都
是相同的。我对这一句鸡汤的感受，在
兼职校对的过程中，尤为深刻。当我克
服了种种困难之后，回想当时的点点滴
滴，有时，还真的感谢那些挑剔，感谢那
些苛责。

几年前，凭着自己的爱好，我接触
到了文字校对这一工作，本以为那也只
是改改错字、订正标点之类，但很快我
就发现，仅仅是涉足这个圈子的外围，
就已经感觉到，这一潭水，简直就是深
不可测。那些纯粹专业的知识与技能，
毕竟还是有章可循。更何况，百度在
手，困难无有；而网络中永远不缺少高
手，只要我们谦虚求教，总有人指点迷
津。因此，硬性规定，皆为浮云中的几
个大字，“那都不是事儿”。可怕的是，
不同的编辑，各有各的要求。就像文字

投稿一样，有些编辑只允许用附件，而
有些编辑见到附件就是咬牙切齿，还有
一些编辑，则会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要
求。校对，也是如此。有的编辑要求
word 文档修订模式，有的编辑则发来
pdf修订模式。至于修改，除了那些通用
的修订符号外，不同的编辑，也都会脑
洞大开，规定各类奇葩样式。而字体、
颜色、字号等，也都不尽相同。而无论
是哪一种修订模式，又存在着版本不同
的问题。甚至连校对完工之后的标注
样式，编辑们也都是别出心裁，姑且就
将这些要求称之为苛责吧。因为“我的
地盘我做主”，除非你不想踏进那一块
地盘，否则，只能接受这一切挑剔与苛
责。

在这样的苛责中，你绝对有狂摔电
脑的冲动。好几次，我都已经在QQ对
话框中打出了“实在抱歉，无法完成”的
字样，就在敲击回车键发送之前，想想，
还是消除了那一行字。不会，那就慢慢
学吧；不对，那就认真改吧。也正是在

这样的苛责中，我竟然掌握了许多操作
层面的技能，而在刚刚接触校对之前，
我连最简单的word文档的修订模式，都
不知道是什么概念。现在，即使是不同
版本的pdf修订模式，夸张一点说，我也
是得心应手了。这让我欣慰也让我惭
愧，就校对而言，我充其量也只是个半
路出家的门外汉，现在，也能够像模像
样的做着兼职校对的工作了。说来好
笑，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临时校对，竟然
还指点过一名专业校对员，而他当时已
经被编辑的各类奇葩要求，折腾得抓
狂。

在不能改变编辑的各类奇葩要求
之前，适应这些规定，应该是最好的选
择，而适应的过程，其实也正是自我提
升的过程。许多事情，其实都是这样。
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碗鸡汤，“改变能
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完全不能
面对别人的苛责，是不是也说明了我们
的能力不足？当然，心高气傲者不在此
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