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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霞中的鸠兹新村

文竹给我上了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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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金黄

六郎官巷廉之趣

隐居官巷，有一把茶壶
镶嵌在村东头北边的围墙上
廉一点，意韵深刻
这里是一道廉洁之门
留影，也是一道美景

十三官巷的故事，风流传韵
议事厅里的对联，需细致体会
广场上的廉字，像个谦谦君子
一顶官帽置于廉字之顶的真谛
需认真揣摩，当官之根本乃廉也

这里的廉洁文化印记深刻
村头路边的牌子上挂着
古代清官的清廉故事

“一钱太守”与“悬鱼太守”让人感
动

相信古今中外这样的官才让人敬
重

莲谐音廉。莲花，君子者也
官巷门前的池塘里
静静地流淌碧波，荷叶
摇曳风中，圣洁一样的乐音
遍布廉洁的旋律，荡漾水乡

清廉之人一定是勤勉的

一扇形书写的勤，让后人谨记
这里的为官之道——廉与勤
让这一方热土，官道亨通
官运昌盛，官民同乐

这里的水，清可濯足
廉可洁面，也可畅游
有水，才有灵性
水，乃是一面镜子
照得见官巷的一草一木

花桥掠影

500千伏的电力走廊，穿境
似飞龙盘旋于天地
阡陌之上，输送巨大的电能
如画的原野里，分外娴静
执着追求，远方的梦

静美的绿茵地
一排排翠绿的树木
仿佛一个个哨岗
守护，曾经的楚王城遗址
一株株树木，沐浴澄澈的河中

风电，站立山头
强大的电能，别样风情
东门渡桥旁，寻觅
仅存一块碑牌的古窑址

瓦砾的记忆，已远离了视野

水边人家，宛如一幅水墨画
小河，静静流淌岁月的涟漪
治水的祠山大帝依旧驻扎敏灵观

里
自然神韵，弹拨醉人的静谧
天高云淡，水明澄清

火红的枫叶，一颗炽热的心
奔放，这一片热土上
青春活力，绽放最美的旋律
点燃激情，生命里有不一样的精采
神奇的光影，瞬间让万物流光溢彩

盛开原野里，格桑花
像一支清亮悠远的歌
把美丽传情的祝福
摇曳风中
送给世间懂得珍惜的人

霞光洒满东湖

傍晚，东湖的上空
云卷云舒
霞光万丈，天地之间
自由自在的光影
醉了湖中的水，迷了岸边的景

艳丽的晚霞
拔开时光的隧道
时而散开时而跃动
时而聚集时而飘逸
仿佛演绎完美的告白

那一抹湛蓝色的回忆
让湖水越发的碧波潋滟
仿佛是一只蝴蝶在飞翔
抑或是一束云花在舞蹈
还有天边无限的风情在荡漾

天上或人间
水中云花，镜中明月
一切终归一场空
美的让人怜惜，也如画中影
水中倒影存几许?

今夕是七夕
好似一场盛会的前奏曲
此刻，云霞彩排
今夜，天际的牛郎与织女
银河边乘一条彩虹鹊桥相会

立在湖中的琵琶岛上
静静地观赏
天空那一轮弯月儿
悄悄地悬挂空中，朦胧的光影
让人间恍惚，让岁月迷离

在我书房的桌子上，有一株绿植
——文竹。

记得这株文竹是一位友人所赠，
当时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它还是个
小家伙，绿中带点微黄，茎秆的分叉处
还能看到刚探出脑袋的嫩芽，看得出
小文竹十分脆弱，友人故弄玄虚地嘱
咐我：“这文竹说好养也不好养，说不
好养也好养。”我当时并未真正在意，
后来才知道朋友真是用心良苦。

小文竹一天天长大，葱葱郁郁的
叶子，微小，却浓荫如盖；挺拔高挑的
茎秆，纤细却笔直向上而又错落有致，
日日观赏，不厌其烦。我的书桌被它
装点的格外文气，每当案牍劳累的时
候，只要一看到它的身姿，一股绿意便
化作提神醒脑的灵丹妙药，在体内尽
情地舒展蔓延，妙不可言。期间，我试
过换上仙人球和水仙，但都没有文竹
能够给我带来如此惬意，这大概就是
文竹能够长期霸占我书桌的原因所在
吧！我想既然养成了习惯，那以后就
惺惺相惜、彼此相伴吧。

文竹何以得名，查阅了很多资料
并都未能得到确切解释。我想或因为
其叶片轻柔，常年翠绿，枝干又有节似
竹，且姿态文雅潇洒故名以为“文竹”
的吧。又或文竹适合种养在书房之
中，再想起此物乃文友所赠，正暗合文
竹之“文”，看来此物名叫文竹真是名
副其实。浮想古往今来，文人书房里，
一株文竹于尘嚣之外，默默地散发着
清新气息，彰显出文人墨客那种不屈
不挠、虚怀若谷的精神，这让我对雍容
华贵的牡丹、芳香四溢的玫瑰、甚至那
绝世独立的兰花都毫无兴致。我爱文
竹，爱它默默无闻、与世无争，爱它不
挑时令、不求环境，爱它独处书室却悄
然生长，绿意盎然。

生活不是演戏可以跟着剧本走，
它常常充满了变数。或许是因为太
过溺爱，我竟然将没有喝完的牛奶，
头脑发热地给文竹来了个加餐。那
效果真可谓立竿见影，没过几天，我
没有看到文竹感恩戴德地昂首挺胸，
却仿佛听到了它耷拉下脑袋的嘤嘤
哭腔，文竹枯萎了。我急得束手无
策，为了能赎回我的过错，我试过多
种方法，甚至用泪水抢救它的生命，
它却不声不响地枯萎下去，文竹被我
的瞎折腾葬送了性命。回想起当初
朋友的那句忠告，对于文竹之死我真
是没有丝毫推卸责任的余地。没有
掌握文竹生长的规律，就是对它的不
负责任。出于对文竹的愧疚，我并未
将它当做垃圾一扔了之。相反，时不
时只要看到文竹生长的土壤变干，我
都会稍加浇水。

那天我在整理书桌上的一堆杂
物，或许是出于对文竹的不抛弃不放
弃，枯死的文竹竟然转死为生重新回
到我的生活。那枯黄的茎秆旁分明
透出了新枝叶，虽然小但却嫩绿嫩绿
的；虽然脆弱，但却蕴含着强大的生
命力；我开心地放下手中的一众杂
事，紧紧地抱起文竹。

想起培养文竹的这次经历，我竟
发现其中居然蕴藏着深刻的教育道
理。其实家庭教育和培养文竹异曲
同工。有时候父母太过爱惜子女，非
但不能帮助子女成长，恰恰相反，还
有可能变成溺爱，最终阻碍了子女的
健康发展。而当溺爱成害的时候，作
为家长一定要对自己的子女不抛弃
不放弃，因为有一天子女心智成熟，
最终还是会感恩父母之爱。

我太爱文竹，文竹却给我上了一
课，我们一起成长。金秋时节，蔚蓝的天空透彻深邃，

白云飘浮。阳光照在翠绿的树叶上，融
融欲滴，就像泼洒了一层油一样润泽。
傍晚，晚霞映红了西边的天际，像老人
红润光泽的脸。夜晚，深远的天空，群
星璀璨，月如银钩，我们期待月圆的到
来。

农林水大楼东侧，小公园篱笆旁有
几棵茂盛的石榴树，长圆形的绿叶渐渐
地枯黄，然而此前它们一直为石榴果遮
风挡雨，完成使命才老去的。那枝上挂
着一个个圆圆的石榴，如一个个圆圆的
小皮球。成熟的石榴果皮呈红黄色，如
健康老人的苍劲面容。你别以为它脸
皮老气，可是一粒粒藏在果皮里的石榴
籽晶莹发亮，味道甜润。

马路旁几棵梧桐树上，一片片枯黄
的叶子如蝴蝶飞舞，纷纷坠落，被清洁
工扫进垃圾桶。大楼后面的几棵香樟
树也开始有枯黄衰叶出现，把继续奉献
清香绿意的任务交给未来萌发的新
叶。后院南面三棵桂花树的绿叶间枝
梢上，开满了一串串米粒大的白色桂
花，如冬天飘落在树枝上的雪花一样洁
白美丽。整个后院弥漫着清香，沁人心
脾。

那天中午，我利用休息时间采摘了
一小篓桂花，带回家用清水洗干净，然
后放在锅里蒸熟，再晒干放糖腌制。等
到节日里做饼的时候，馅里放一点桂
花，吃到嘴里又甜又香，真是香醇飘
逸。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年都把采摘的
桂花浸泡到酒里，等到八月十五日月团
圆、一轮明月当空照的时候，喝着自己
制作的桂花酒，自饮自说：“吴刚捧出桂
花酒，喝着仙酒对月歌。”尽情享受生活
的快乐。

初冬的早晨，淡淡冷意慢慢地笼
罩着全身。地面上一层薄薄的轻霜，
经阳光一照便化为一缕雾气，缓缓地
升在空中，那薄薄的霜，轻轻的雾，让
整个初冬的早晨渐渐显得活跃起来。

走在熟悉的路上，路边景色早已
司空见惯，而突然跳出一株银杏，不由
得使人全身为之一颤。似乎昨天还是
满满的绿意，一夜之间便变得如此的
金黄，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下，那黄黄得
明亮、黄得凝重、黄得惊艳。不知什么
时候看到一张满地落叶金黄的银杏树
的照片，总以为那是人工效果，此时站
在这一株银杏树旁，方知那照片原还
不及这天然的景色。这一株银杏树并
不大，树杆也只有十来公分粗，几根树
杈斜斜地伸向四周，覆盖面也不大，四
周也没有其他银杏树的帮衬。可就这
一株银杏已足够，这树金黄已足够，那
还未铺满一地落叶也已足够。不要去
贪恋成林的金黄，不要去挖掘古树的
历史，不要去追求极致景色。就在这
一小株银杏树旁，自然已给了足够的
诠释，只看你如何享受这孤独的美景。

见过的银杏也不少，曾到过扬州
的平山堂，那里每一株银杏都有着几
百年历史，见证过无数岁月风烟，只是
没有在深秋或初冬去过，没有见到过
百年历史落地金黄的场景。也曾到过
银杏大道，那是一个落日余晖的傍晚，
落日透过金黄的树叶，似乎那黄色是
透明的，那整条道都被黄色迷惑了，晃
晕了，只是道上川流不息的车流扰乱
这一路景色。而今天只是这一小树的
金黄，静静地站立在那儿，沐浴在初冬
的阳光下，那么惹人怜惜，让人不忍踏

足。其实从森森绿意到满树金黄，不
是一朝一夕之事，很少有人注意到这
期间的变化，也没有人在意这过程的
转变，只是到了惊艳的这一刻才留得
人们稍许的驻足。

深秋和初冬本没有什么分界线，
全在人的感受。总以为深秋过于凝
重，悲秋情绪更浓了些，也多了些凋
零的感觉。而初冬则好了许多，虽说
有些冷，但冷也是那么淡淡的，阳光
一出，便悄然而去，初冬的阳光显得
那么温暖而祥和，沐浴在初冬的阳光
里和行走深秋的夕阳里是完全不一
样的感觉。对于这一树金黄而言，若
是你理解成深秋落叶，则有时间荏
苒，岁月不再之惑；若是你理解成初
冬阳光下一抹亮色，则有心旷神怡，
明心静气之意。银杏并不是春的宠
儿，当繁花盛开之时，而她奉献的只
有淡淡的浅绿，寂寂无声；深夏绿荫
深深，她已被浓荫掩盖的杳无踪迹；
秋临她也果实累累，却常常被贪婪的
人们打得伤痕累累；严冬她叶已落
尽，骨杆显得瘦峭而冷漠。只有在这
深秋与初冬的交汇之际，在所有花木
尽藏颜色之时，突然这一树金黄，点
亮了整个空间。

银杏是生命中的活化石，她的生
命能久久地站立在原地，只要人们不
去打扰她，可以一站几百年至数千
年，而这一季一树的金黄，仅仅是她
生命的一瞬，而每一年的金黄却让她
经历了更多的风雨。一树金黄，诠释
的是生命周期的循环；一树金黄，诠
释的是生命茁壮向上；一树金黄，诠
释的是平凡生活中那一抹亮丽。

三楼奶奶，因为早年生病，造成了行
动不便。她原本可以住一楼的，但是为
了每天锻炼身体，她坚持住在三楼，说这
样还可以强制性练习上下楼梯。而左邻
右舍都亲切地称其为三楼奶奶。

三楼奶奶小的时候家境很苦，她还
有一个妹妹，父亲去世得早，全靠不认字
的母亲拉扯长大，从小养成坚强的性
格。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15岁的她
考取了屯溪师范，只身一人前去读书。
她可是正规的师范生，学的是幼师，天生
一副好嗓子，歌声唱出来，都是王昆、郭
兰英那样的民族风极强的韵味。毕业
后，回到家乡小学任教，多才多艺，深得
学生喜欢。

三楼奶奶是个很坚强的人。由于左
脚不能自如地行动，上下楼梯都不知磨
被了多少只鞋。20 多年来，不论寒暑，
只要不是雨雪天气，她每天都会准时 6
点半下楼，拄着拐杖在小区内、马路上走
上一个多小时，而这时候可能很多人还
在梦乡。三楼奶奶身体稍胖，加之身体
不好，走路很是吃力，运动后每每都是一
身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没什
么大不了，不就是行动不方便，我还可以
锻炼恢复，现在不是挺好吗？”每当遇到
熟人拉起家常，三楼奶奶的话语总是这
样充满自信和乐观。

虽然行动不便，但她从不愿麻烦别
人，自己的事情尽量自己做，小到洗菜洗
碗，大到洗衣洗被子。她的几个子女工
作都很忙，为她买了一台洗衣机，她却
说：“洗衣洗被子，也是锻炼的一种方式，

并不是为了省水、省电。”平常，三楼奶奶
和老伴搭伴着完成一些家务活，别看她
手脚不是太灵活，她做菜时刀切的茭白
丝和干丝，比年轻人切得还细致匀称，有
时她烧了拿手的好菜还打电话叫子女回
去品尝。只是那样香喷喷的饭菜，不知
她费了多大的精力。

三楼奶奶曾经是乡镇干部，社会知
识丰富，特别会做街坊邻居的劝解工
作。前几年，隔壁王大嫂夫妻俩双双下
岗，家庭生活没有经济来源。后来他俩
做起了贩卖蔬菜的小生意，由于不懂行
情，生意做得不好，夫妻二人也因此争争
吵吵，继而发展到你一拳我一掌的肢体
冲突，甚至闹到离婚的地步。王大嫂经
常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找三楼奶奶倾
诉。还别说，王大嫂真是找对了人，三楼
奶奶当年就是做调解工作的能手，是小
镇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李干事”。

“姑娘，不要生气，夫妻吵架是常有的事，
吵完了就算了，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
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是夫妻就要相互
包容。你看你家小孩多好，既懂事，学习
又好，别人家都挺羡慕呢，若真离婚了对

孩子是个打击，也影响他的成长。”三楼
奶奶继续安慰她：“生意做得不顺没关
系，这次做蚀本了，下次就有经验了。我
这里有点钱，要不你先拿去用，等生意做
好了你再还给我。”王大嫂不善言辞，被
三楼奶奶的一番话感动得眼泪直流，连
连点头说：“再苦再累，我们能承受，我们
再打架吵嘴，也对不住你老人家，我们哪
能用你的钱？”

背地里，三楼奶奶遇见了王大哥，她
也同样是劝解开导。果然，王大嫂夫妻
家庭的争吵停歇了，转而开了个早餐
馆。“家和万事兴”，早餐店的生意不仅越
做越好，连孩子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经过起早摸黑的辛苦经营，几年后，他们
的经济状况明显改善，还在开发区买了
新房搬走了。搬家的那一天，王大嫂特
意前来向三楼奶奶告别，说如果不是听
从她那一次的劝解，他们也许没有今天
了……

你们可能猜到这三楼奶奶是谁了。
对，她就是我的母亲，我的身残志坚、乐
观贤惠的母亲，善解人意、乐于助人的好
母亲。

常常晚饭后出去走走，昨天偶然路
过鸠兹新村。看到一佳处，乃人口文化
园。欲举步赏游，奈天色已晚，模糊不
清。今天特意吃了个早晚饭，然后径奔
目的地。

鸠兹新村位于六郎镇三十八社区，
整个新村傍水而建，一幢幢二层小洋楼

风光绮丽。走进新村，首先看到刻有“鸠
兹新村”四个红色大字的巨石伫立在路
旁，底座是青色的大理石，显得优雅，人
口文化园的标识就树立在旁。

沿着标识再往前就是一荷塘。塘中
荷叶连连，无穷碧绿，几朵早开的荷花似
亭亭玉立的少女茕茕而立，微风过处,满

池荷叶裙袂飞扬,翩然起舞，不禁让我
想起了杨万里的名句“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一座栈桥蜿蜒并延伸至荷塘中
间，信步上桥，为的是寻找忙碌中的一
份悠然。桥面是水泥板，桥凳乃水泥
柱，两边是铝合金焊制的栏杆。扒在
栏杆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池中的红鲤
鱼自由自在地来回游动。正寻思间，
身旁传来几声纯真的笑，原来是桥上
有几个好事的小孩，正在大人的陪伴
下，将水泼洒在荷叶上，然后摇动荷
叶，看晶莹的露珠如何在叶面上滚来
滚去。

沿着桥往前走至塘中心，是观荷
的最佳位置。放眼望去，目之所及，皆
是荷叶，高高低低，挨挨挤挤地布满了
整个荷塘，这又让我想起了“水面清
圆，一一风荷举”的诗句。不禁发出轻
微的感叹：花引人随，人因花动，人在

荷中间，荷在人心中，不胜快哉！
荷塘左岸，有一处风雨廊桥，供

人们下雨时小憩。此时太阳还未下
山，天空中出现了一朵朵火焰般燃烧
的晚霞，烧红了半边天。霞光照在水
面上，波光粼粼,好似一块绸缎上洒
上一片金粉,加上联排别墅的倒影，
浑然一体，恰似一幅江南水墨画。

忽地，几只白鹭从塘中悠然飞
出，唧唧地在空中盘旋，宛如几位白
衣仙女翩翩起舞。过了一会儿，又齐
整地飞入塘中，就好像特意给我们表
演节目似的。 塘的后面是文化休闲
运动广场，晚饭过后的老人们坐在石
凳上闲话家常，年轻的小伙子则在运
动器械上挥汗如雨，还有一些小孩围
着亭子周围追逐……

而此时，天也黑了下来，我也要
踏上归程。带着满池的清香，我快步
走出文化园，消失在暮色中。

人生中，某个时段如遇见一位能
够让自己难以忘记，并彻夜挂念着的某
个人，或许这是人生中最幸福的遇见。
可是，这种遇见，徐志摩说过，一生至少
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
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
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
里，遇到你……

寂夜渐深，陋窗半隐，仰天外云影
重重，不见月儿全！

一纸素笺，苦酒满杯，兴笔墨孤钟
嗒嗒，醉写痴碎梦！

其实，人生只是敞躺在河底的鹅卵

石，风平浪静时，你见它五彩斑斓，润泽
柔滑，你可知道它经历了多少回激流的
冲刷。又像是屹立于碧池中的一朵红
莲，绽放时，你见它摇曳清香，芬芳妖
娆，你可知道它经历了多少次痛苦的挣
扎。

岁月风华有朝有暮，花开花落阴阳
交错，人的一生啊！何须多求、又何须
强求，遇见就是一种幸福的奇迹，释怀
心胸，坦然面对。

红尘繁华，寂寞难奈，在一个寂静
的夜晚，煮一壶清酒，举杯问月；磨一池
砚墨，兴笔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