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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SHUI WUNING副 刊

陈世旭 题

□ 李飞亮

■古调

■风铃

小城印象

人在景中心如花，
满城春色目不暇。
唱游廊桥通西海，
湖光绿岛山水画。
心入桃源人入胜，
地灵人杰传佳话。
家乡赶上好时代，
生态家园百姓夸。

中秋之夜

晴空无云月更明，
灯火飞花玉兔惊。
欢歌笑语心潮涌，
今朝一夕乐盈盈。
银汉宏观万般细，
红尘彻悟百虑清。
引力无穷心至敬，
天地人间一家亲。

闽人做笋，武宁始有闽笋之
称；浙人种菇，山里最早使用真
菌。曰花菇、曰冬菇、曰香蕈，出
朽木而生神奇；形之巧、味之美、
汤之鲜，烹佳肴皆入席中。古之
香菌，野生山谷；大雪纷飞，香滑
绝伦。其形如笠，能吸雾霭；其钉
似伞，傲雪经风。

原始香菇，惟深山至阴处有
生；人工培植，则伐木困三载待
丰。枫树断筒为佳木，砍倒仆地
斧凿痕；每经立春地气发，雷雨震
动出菇丁。采摘穿挂与竹篾，焙

干习惯于炭烘。
药用价值，大益胃气；清热解

毒，降压提神。清香四溢，胜于灵
丹妙药；产奶补元，功效神乎其
神。素食之王，三教九流崇尚佳
肴；药中珍品，五湖四海互相引
用。抗衰老、强免疫，膳食结构改
善；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助
功。药食同源，可谓妙不可言；炖
炒二烹，谁言不是极品！

且看制菇新一代，入驻家乡
在北屏。科学种植，推动行业进
步；生物技术，培育技艺超群。段

木袋料均培植，野外室内都可
行。山乡亦菇乡，当旺东西南北；
产业即创业，扶助山库边穷。夏
家宕北屏新秀，精心营造，富民强
村；环山路玉带盘空，长虹卧波，
异彩纷呈。

噫吁兮，小蘑菇，大产业，聚
合力，兴乡村。摆香菇宴，上谷烧
酒，邀约文朋诗友，悉来登山赐诗
一篇、作文一章，赋歌一曲，方不
负唐宋之后，一千年明月之苦待
也！

我的中学时期是在箬溪度过的，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书是不能好
好读了，但还是要读下去，不管怎样，
也要混个初中、高中文凭。

特殊的年代，派生出特殊的产物，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就是其中之
一。城镇、乡村、工厂、矿山、机关、居
民、学校都有。满山撒籽，遍地开花。

我有幸被选入校宣传队，这是一
件很光鲜的事，为此，我也小乐了好几
天。

乐归乐，就是什么都不会。第一
次排练是表演唱“六老汉开会”，由郑
老师指导。郑老师才艺双全，吹拉弹
唱在学校首屈一指。他幽默，和蔼，严
肃，认真，我们都很敬畏他。一开始，
我木木的，傻傻的，伸出右手忘了左
手，转一个圈后又不知道要回哪个位
置，闹了不少笑话。好在我还有点悟
性，几天之后，也就能得心应手了。

正式演出的那晚，我很紧张，第一
次登台，又有那么多的观众，心里发
怵，楞在台角。我是第一位置，我不出
场其它队员也出不来，这时，郑老师过
来一边提醒，一边鼓励，我终于踏上了
人生登台表演的第一步。

头上扎着白毛巾，腰间也扎着白
毛巾，手里一杆烟袋，鼻孔夹着两撇翘
起的黑胡子，弓腰哈背，一步一摇头，
三步一回首，一出场就引来台下一片
笑声。十几岁的小毛孩扮演六、七十
岁老汉的那种滑稽，本身就是一种乐
呵。演完之后来到后台，取下胡子时
发现一个个鼻子下一抹黑。原来那胡
子是用麻绳搓细后用墨水染黑的，一
遇水汽掉色了。忍俊不禁。

还有一个小话剧，叫《革命梆声》，
说的是一个潜伏的特务搞破坏后企图
逃跑，途中被敲梆巡逻的老贫农发现
并发生搏斗，最后被赶到的民兵排长
抓获。我演的是那特务，猛子稳重诚
实，他扮演敲梆老贫农，宣传队长元昌
高个英俊，民兵排长就是他的了。那
时演反派人物尽管往丑里扮，蓬头垢
面，衣冠不正，慌慌张张，鬼鬼崇崇，像
幽灵一样在舞台四个角游戈。边逃边
躲边唱“老鼠爬竹蒿，越爬心越跳，边
界在眼前，生死难预料”。刚一落音，
就被猛子发现，他立刻敲梆报告，于是
展开搏斗。搏斗中，我拿出暗藏的柴
刀向猛子砍去，他一闪身，飞起一脚。
本来那一脚是虚的，也不知怎地实打
实地踢在我屁股上，我重重地趴在地
上，柴刀也脱手了，我爬过去要捡起柴
刀，这时，民兵排长元昌出场，一个箭
步踩过来，应该是踩在柴刀上的，结果
踩到我的手背。一出小戏，二个失误，
我痛了三天。

舞蹈是宣传队的主打节目，那时
的舞蹈有着很强的时代感，斗志昂扬，
群情激奋，就是现在所说的“忠字舞”，
代表作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

“大海航行靠舵手”。其表现的力度、
气势、亢奋是其它节目不可企的。除
了两个拉二胡的和郑老师拉手风琴
外，所有队员一齐上阵，十几个人，清
一色的绿军装，只是那军装不是正宗
的军人服装，是那种绿不甚绿，黄不甚
黄绿中带有土黄的染色布裁制而成。
一杆红旗开路，先在舞台倒腾一圈之
后，其它队员一溜烟似地一个接一个
进入舞台开始表演。昂首挺胸，步伐
坚定，时而双手左右摆动，时而举过头
顶，一个顿步，足可以将舞台踩出一个
窟窿。几个简单的队形变换，最后弓
步屈手握拳置于胸前，围着红旗手，目
视前方，一个放大的集体亮相。

那时候，没有音响，凭两把二胡和
一架手风琴很难形成气势，于是只能
借助队员的唱力。与其说唱，倒不如
说喊更为贴切。只要歌声能上去，也
就不管在不在一个调上了。下到后
台，一个个气喘吁吁，有的队员嗓子都
哑了。胖大海成了最常见的润喉必备
药品。

当然，宣传队还有其它的舞蹈：有
柔情似水的“远飞的大雁”，有活泼轻
松的“洗衣歌”，有明快欢乐的“车水
忙”，有怒目横刀的“大刀向鬼子们的
头上砍去”等等。还有三句半、对口
词、相声、话剧以及其它节目。这些节
目有的是上海知青教的，但大多是我
们自已编排的。尽管还很幼稚、简单，
我们却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和快
乐。有一年，我们代表箬溪公社出席
县文艺调演，这是一种殊荣。

宣传队要经常下乡演出，有的地
方还比较偏远，再远我们都十分高兴，
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喜欢一路走一路
看，一路追一路赶，一路唱一路喊那种
无忧无虑的忘乎所以，那种在无尽的
空间放飞心情的感受。大山、田野、河
流、农舍、水牛是那么的亲切和贴近。

有一年冬天，郑老师提出想带我
们到周边的公社去宣传演出，当时，那
高兴的劲头别提有多足。但是，他又
怕我们体力吃不消，这个时候，学生的
那种狂热和冲动表现的淋漓尽致，也
不知是谁带头读了一句最高指示“下
定决心”，紧接着异口同声“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语录连续
读了三遍。出发的那天，漫天大雪，我
们一点都不觉得冷。白天走路，晚上
演出。我们的器乐和道具都不多，那
些鼓、锣、钗、二胡，手风琴等器乐都分
配到男队员负责，女队员只是负责自
己的行李和道具。宣传队长元昌比较
辛苦，他和另一个队员要抬着一盏大
汽灯，乡下没有电，全靠汽灯照明。他
还要打前站，协调落实演出场地，吃
饭，还要安排好住宿的地方。我们常

跟 他 开 玩 笑 ，谁 叫 你 是 队 长
呢。我们途经中黄、金汤、罗
坪、洞坪、杨洲、三洪等地，每个
地方演一晚。这是我们走得最
远、到得地方最多、出去时间最
长的一次。

有一次到东山大队一个叫
南源的生产小队去演出，这是
一 个 偏 远 的 山 沟 沟 ，比 较 贫
困。与到其它生产队一样，快
临近的时候，我们把锣鼓敲起
来，这时，生产队长首先来到村
头，随后不少的男女老少寻声
而来。他们之中有柱着拐杖的
老者，有面带烟火色的妇女，有
尚未放下裤褪的青壮年和流着
鼻涕的儿童。他们聚在一起，
没有任何仪式，没有掌声，也没
有欢迎的口号，就站在那静静
地等待我们从他们的身边走
过，目送我们跟随生产队长进
村。

那时吃饭是由生产队长指
定几户家境比较好的人家分别
接待二、三个宣传队员的。那
天晚饭是一个大约三十岁左右
的青年带着我和葵子来到他的
家。这是一栋明三暗五的土砖
老屋，屋顶盖的是一半瓦一半
杉树皮。他的母亲和一男一女
两个小孩站在大门口，见到我
俩过来，马上招呼我们进去吃
饭，又叫他把两个小孩带走。
屋里没有什么陈设，一张吃饭
的方桌，四条长凳，几件农具放
在门的角落，但是非常干净整
洁，一看就知道是一户勤劳人
家。

菜已上桌，都是新鲜的蔬
菜 ，另 外 还 有 一 大 碗 鸡 蛋 皮
汤。老人非要帮我们添第一碗
饭，还表示欠意，说没有好东西
招待。那是白花花的米饭，很
香啊。我们请他们一同吃饭，
老人说，你们还有事不能耽过，
又指了指墙边下的鼎罐说，饭
在那，吃了再添，吃饱啊。我俩
狼吞虎咽，把饭吃了个精光。
刚放下碗筷，只见小女孩端着
碗进来，里面装的全是红薯。
这一刻，我明白过来，他们把最
好的东西给了我们，自已却在
将就。我当时不知是感动还是
过意不去，出门的时候，脚有点
沉。晚上演出，我从未有过的
卖力，认真。

有的时候，一个不经意的
动作，就是一个灾难的前兆。

郑老师为了丰富节目类
型 ，写 了 一 个 相 声 ，题 目 是

“好”。那时还不知道逗哏、捧
哏，都是甲和乙。我演甲，葵子
演乙。这个节目也是郑老师指
导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甲、乙
相逢，相互问候，而甲回答就是
一个字“好”。于是，乙向甲提
出不能说“好”字，如果说了就
算输。而乙的每句话每一件事
讲出来看似非说“好”不可，但
是甲却很机智、很巧妙地用其
它词取代了“好”的意思。如，
俄语的“哈拉索”，英语的“顾
得”，新疆话的“亚克西”等等。
当乙最后说一句“用最优异的
成绩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喜”
时 ，甲 情 不 自 禁 地 大 声 说 出

“好”。这时，乙伸出小拇指对
着甲，意思是：你输了。就是这
一个小小动作，被人无限放大，
说是对领袖的极大不忠，是蔑
视。祸从天降，郑老师差一点
万劫不复。从那以后，郑老师
离开了宣传队。

宣传队的那段时光，我跑
遍了箬溪每个大队和部分生产
队以及有些很偏远的地方，就
是有些老箬溪人也不曾有我幸
运。我体念了泉溪大山对峙，
小溪清流的静谧，看到了新坪
一望平川如大漠般的旷野，听
说了龙腹是龙栖息之地的美丽
传说，还有在那东山山顶之上
那棵硕大仰视苍穹的野生板粟
树……箬溪真是一个好地方。

这 几 年 外 出 时 间 比 较
多，每回家一次总感觉家乡
的变化太大太快，新城高楼
林立，道路纵横交错，有点找
不着北了。这次下决心多住
些时日，好好体验真正退休
的自由和宽松。我们办了老
年卡，乘公交很方便，公交线
路不多，1、2、3路车可以逛遍
老城区每一个角落。虽然回
来只有三个月，可遇到的一
些人和事，却让我们对“最美
小城”刮目相看。

每当我们踏上公交车，
有时座位已满员，但还不算
拥挤，总有人客气执意给我
们让座，弄得挺过意不去。
一次一名妇女抱着小孩上
车，就接连站起几个人纷纷
让座，其中有学生，也有年过
半百的老年人。望着车厢温
暖的场景，使人如沐春风。
在交通拥挤的大都市这些可
并不多见。

一天傍晚散步，来到沙
田桥头，正要过马路去联盛
购物，红灯亮起，闪动秒次在

“76”字上，我们只好停下，站
在人行横道线那耐心等待。
此时车辆稀疏，行人不多，有
爷孙二人和我们一起等红
灯。爷爷有点着急，脚已踏
上 水 泥 路 面 ，随 时 准 备 通
过。小孙子把爷爷拉上来，
并说：“爷爷，老师讲要站在
马路牙子上等红灯，你这样
不安全。”我侧目望去这位小
朋友大约五、六岁，应该上幼
儿园，马上说：“小朋友，你说
的对，做得真好。”他立即回
答：“谢谢奶奶！”绿灯亮起，
我们愉快地通过了人行横道
线。

记得很清楚，那是去年
的一个清晨，大约六点二十
分左右，我和刘丽霞老师去
参加桥中桥教育系统老协组
织的柔力球集训，刚走到古
艾桥的中段，突然听见桥头
有人大声喊叫，人声嘈杂，听
不清楚。我们意识到出了什
么事，加快脚步，一边往桥下
观望，只见有一男子光着膀
子跳入湖中，正奋力向水深
处游去，随即托着一个人艰
难地划往湖岸，岸边有几个
人拿着绳子和木条在接应这
位救人的男子，大家推的推，
拉的拉，好不容易才将那人

救上岸。我们赶快跑下台
阶，看看能否给他们一些帮
助。原来救上来的是一位二
十岁左右的姑娘，穿着一身
红色运动衫，衣服紧贴身上，
全身上下湿漉漉，脸色苍白，
双目紧闭，一句话也不讲，大
家七手八脚把她扶到石阶上
坐下，本想和她交流，好让家
人来问清情况，怎奈她不吭
声。这时有人打 120 寻求救
助，过了十多分钟 120 还没
来，只得打110。虽然该姑娘
生命无大碍，但早晨温度比
较低，加上受了惊吓，姑娘冷
得瑟瑟发抖。见此情景，马
上有一男一女毫不犹豫脱下
外衣披在女孩身上，我们几
个围成一圈挡住外人视线，
帮她脱掉湿衣服，换上干衣
服。110 在 6、7 分钟之内赶
到，随行来了三位警察，一个
在咨询了解事情经过，一个
在做笔录，另一个和旁边群
众立即把女孩抬上车送去了
医院。原来最早发现的是一
位环卫老工人，在湖边清扫
道路，听见有人跳水的声响，
立即大喊“救命”，说时迟，那
时快，这时在湖边锻炼的一
位姓冷的小伙子二话不说，
脱掉上衣就跳入湖中奋不顾
身下水救人。岸上赶来的同
志组织接应，原清江学校校
长陈英洪赶紧联系营救，大
家齐心协力把这个姑娘救上
来。真是好险，一条鲜活的
生命得救了。等我们缓过神
寻找那个救人的小伙子，围
观的人说，他见姑娘没有危
险，穿上衣服悄悄地走了。
这样不图名利，不计报酬，连
夸赞的话也不愿多听。救人
性命的故事听过不少，但真
切地目睹全过程还仅此一
次。一群素不相识的人，有
老工人，有老校长，有普通市
民，有匆匆赶上班的公职人
员，大家共同演绎了一幕舍
己救人、见义勇为的生动情
景剧，真的令人感动。这就
是“最美小城”的文明市民，
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英
雄故事。

赞曰：
山水武宁开新篇，最美

小城誉满天。
鱼跃龙门归大海，艾地

风骚史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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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二题
□ 严 平

香菇赋

静谧的北屏山腰，座落着一排排钢架大棚。正
前方竖着一块牌子。静静地待在大路旁，看起来并
不十分显眼。前行的车停了下来，我们北屏山之行
的第一站到达了：山上佬香菇基地。

香菇，一种鲜美的食材，吃着非常美味。它是怎
么长出来的？你们知道吗？确实在此之前我也不太
了解。我们一行人由香菇基地负责人夏先生带着走
进了香菇棚内，虽说外面看着不起眼，里面却大有乾
坤。香菇是食材，可棚内竟全不像种菜的行头，更像
是进入了一个大型超市一般，一排排的“货架”上横
放着一条又一条长长的木屑棒，再定睛一瞧：“哎
呀！这不是蘑菇嘛。确切一些，这就是香菇呀！只
见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有的冒出了头，有的撑开了
伞，还有的呢，开出了“花”。看着就觉着十分喜人。
接下来就开始采香菇了，刚一接到篮子，就被夏先生
他们带着去摘花菇。“花菇又是个啥？”我暗自嘀咕，

“这一天尽涨知识了，嘿嘿。”我们从第一排“货架”过
道向里走了十来米，看那一袋袋长长的木棒屑上开
出好些香菇，他们边摘边向我们介绍：“这种就是花
菇，你看它伞盖上开出一道道裂痕.像刀刻一般,这说
明它的品质很高，口味也更好，也更鲜甜，销量也是
最好的。”听他们这么一说，我立刻来了学习的兴致：

“那没开花的呢？”“没开花的呀！就是草菇了，草菇
的营养也挺不错。”“它们不都从这一条木屑棒里长
出来的吗？”“哈哈，这个叫菌棒！花菇，草菇都是从
这一条菌棒里长出来的，但是因为温度和湿度的差
异，长出的香菇种类也就不同了。”夏先生微笑着说

道。“这真是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呀!”谈笑之间，手中
的篮子里已采满了花菇。

马不停蹄，我们赶紧上车赶往夏宕村的村口，几
株百年枫树站在路旁，守望着这个宁静的村庄。往
里点是个休息平台，上面铺满了水泥，还有些休息的
石板。地方虽不大，却是个拉家常的好去处，特别适
合这暖暖冬天的午后。不远处就是一座小小的拱
桥，桥下流水已经干涸了，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它绝
美的景致，不留下几张照片可真说不过去。

边拍边休憩，要去往下一站了，这时候换车了，
我们坐上了越野皮卡，我们要上北屏山顶了，说去看
一个茶叶基地。我心里还纳闷呢：“为么要换车呀！”

车子一发动，只过了几分钟，我心里就有答案
了。刚上坡，山路还只是有些蜿蜒，路两侧是满眼的
红，甚是好看。这红是枫的红，这红是老乡口中红叶
柴的红，像一团团火，一簇簇花。点缀在青山之上，
甚是秀丽。

车行至半山腰，车子就似一把利刃、直插向山
顶。车中人则紧贴住了座椅背，人们的手都紧紧攥
着安全带。这感觉就好像人和车都要翻倒下山似
的，属实紧张。没过多久，车就开到了山顶。山顶上
则完全是另一番奇景了。

远山都在眼皮底下，山谷中散落下一片片的小
小村落。几树枯木孤零零的倚在绝壁之上。尽是苍
凉壮阔之景。让人忍不住想要放声高歌！

探北屏：乐哉、悠哉、壮哉！

北屏山上采蘑菇
□ 罗 英

小城遇见
□ 卢其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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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6年，又一次踏上武汉之程，不同的是上一次是
踌躇满志意在征程，这一次是暮年无措意在求医。只是
青山仍旧在，几度夕阳红。路不再是那条尘土飞扬的老
路，从澧溪上高速。高速公路像一条银色的飘带，柔软的
弧线缠绕着青山峻岭，客车穿越在座座青翠的山峰之间，
时而像骄龙腾飞，时而像穿山甲钻入大山心脏。兜兜转
转一个华丽的转身，从山城来到大都市武汉。疫情后的
江城虽没有百业萧条，满目疮痍的迹象，但给人的感觉还
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不管男女老少，还是闹市
僻处，人人都戴口罩。好在先生明智，出门带了口罩，才
不致于让人拒之门外。

这次慕名求医，实在是无助之举。人们都说“人生难
得老来瘦，”可先生的清瘦非平常人之样，真个是鸠形鹄
面，骨瘦如柴，由此先生忧虑重重，更添病容。我是求佛
求道，用尽心思，终不见多少好转，思虑再三还是求医为
好。进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发现这类病人太多
了，而且以青年为多，我们这病室三个病人，两武大学生，
病房隔壁的隔壁还收进了一个就读于武汉大学研究生的
女黑人，由此可见现代人的精神压力。

一个人总要到了一定年龄，才能恍然醒悟许多东西，
才能比较清楚明白活着的意义。人生就像一首诗，当我
们年轻的时候，往往读不懂它，而当我们读懂它的时候，
不再年轻。红尘来去一场梦，醒来已是晚年。比起青涩
年轻，我似乎更喜欢现在的自己，纵然芳华流逝。可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便是幸福。能打败人的，从来不是年龄，
而是放弃追索最真实的内心。昨天都过去了，还有什么
过不去的今天。生活有苦也有甜，就如一枚青果，你含在
嘴里慢慢嚼，便有许多滋味在舌尖上蔓延，也苦、也甜、也
酸、也涩。生活的态度不是躲避，而是努力化解。命运的
精彩在不仅是辉煌，那些平淡与平静，亦是心灵的另一种
体现。此生不长，唯有珍惜，才不会错失今世的美与爱，
让遗憾尽量少些。人的一生注定要颠簸，有眼泪和汗水，
有委屈和失望。可看看周边，有多少不及自己的人大量
存在，人之所以不幸福，就是欲望太多，追求太高，计较太
多。我总觉得先生的焦虑症就与他的一生执着、认真的
性格分不开，若能凡事求半分满，则能少多少烦恼。

有些笑容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有些麻木不仁背
后是历尽沧桑的淡漠。越是到老，我们越是懂得为自己

筑起高高的围墙，深掩起所有的无奈，以最深的孤独，静
对这个世界。满目山河依稀远，落花风雨空惆怅。短的
是人生，长的是心路。老天分给每个人一杯甜酒和一杯
苦水，有的人先甜后苦，有的人先苦后甜。来这人间一
趟，你总要尝尝甘苦掺半的滋味。所以我很坦然的面对
先生身体的欠安，我只用心去呵护他的周全。这就是我
能给他的，也是他该拥有的。滚滚红尘，一梦千寻，这一
生忙着赶路，忙着快速苍老，蓦然回眸，西风飒飒，冷月无
声，楚地临窗伫立，不思量已是怆然。

或许，最好的人生，就是有能力爱自己，有余力爱别
人，有时间去完成想做的事，有情怀去探寻诗和远方。我
始终相信，人的生命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衡量，当心中充满
爱，刹那即为永恒。当灵魂起舞，生命才觉得有意义。

山水兼程，春秋几度，烟水繁华，一生尘梦。那些时
光深处的无以言说，那些内心深处最深的情缘，那些细碎
而美好的感动，伴随着每一个平常的日子，就是最温馨的
温暖。原来，最美的感觉，不过就是和懂得的人，左手握
右手，在暮色的屋檐下，喝一杯老茶，翻阅一起走过的时
光，说句：愿君此生无恙安好！

愿君此生安好
□ 李朝兰

■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