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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是不经意间滑过肌肤的，水一般清凉。人在
漫长苦夏的燥热与沉闷中消耗得太久，几乎要撑不下
去的时候，如水的秋凉翩然而至，顷刻间，风烟俱净，
天高云淡。

我端坐在老屋前的梧桐树下，细细体味这如水的
秋凉。“一叶知秋”，那引来秋天的第一片叶子，一定是
梧桐树叶。我总觉得，梧桐树应该是树中的善于悲秋
的文人墨客，它们比别的树木更敏感，更能觉察出季
节转换的信息，所以最早来到季节的路口，与飒飒秋
风相拥，在秋凉中告别高高的枝头。秋凉如水，不过还
未曾有“梧桐更兼细雨”的凄清之感，秋雨还远，还未
曾来渲染悲秋的气氛。只有微凉的风，如同清远的笛
一般，在每一个清晨、每一个夜晚，悠悠地响起，像是
在吹奏一曲古老的思乡之歌。我端坐在如水的秋凉
里，任凭阵阵秋风吹动轻盈的衣角，吹动额前的散发，
也吹醒了我混沌已久的心。

端坐在如水的秋凉里，我如同参禅一般，肃穆安
静，一颗心沉淀下来。季节的更迭总是这样让人无限
感慨，我总想用某种仪式来迎接新一季的到来，似乎
这样心理上才会自然过渡。年年岁岁，秋天的到来总
是最让我动情，那久违的第一缕凉意会稍稍让人感到
突兀，从而觉察到时光匆促。总觉得那棵枝繁叶茂的
梧桐树还应该在鼎盛年华撑上一阵子，谁知，一枚叶
子突然落了下来——秋来了。

可母亲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变化，此刻她正在屋子
里飞针走线，赶制天凉之后的衣物。斗转星移，寒来暑
往，对母亲来说是最自然的事。母亲在为我的孩子做

衣服，她的手艺到我这里已经失传了，我只有从她密
密缝的针脚里感受丝丝的暖意。父亲也未曾因为季节
变换做片刻停留，他忙着准备秋收。在他看来，最好的
时节要到了，收获是他最幸福的事，他的眼角眉梢都
是笑意。

端坐在如水的秋凉里，我不觉轻轻笑了。冷暖岁
月，深情人间，烟火日子里的每一缕温情都值得感念、
铭记。在季节的转角处，回望来路，感受生活，参悟人
生，忽然觉得有种顿悟之感。秋凉如水，云淡天高。这
样的时刻，适合怀想流云一样渺远的往事，也适合憧
憬高天一样莫测的未来，还应该思考一下时光以及生
命的规律。四季变迁里本身就蕴含着大自然的智慧，
也隐藏着万物生生不息的谜题。岁月如沙漏，即使逝
去的终将逝去，却总会为我们留下一些痕迹和线索，
让我们去揭开时光的谜底。秋凉如水，滤净尘埃，沉淀
思绪。

纳兰性德写到：“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
窗，沉思往事立残阳。”端坐在如水的秋凉里，我并没
有半点这种凄清之感。秋凉如水，这凉意，仅仅停留在
肌肤上，还未曾入骨入髓，所以这种凉应该是最佳温
度。秋凉如水，清爽自然，扫净了溽热烦躁，还未到冷
的程度，恰恰好，最相宜，实在妙。我想，秋湖大概最能
体现这种感觉和意境，清风吹皱一湖静水，周围的一
切都安静下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整个秋天都是旷
远、安宁、缥缈、畅达的。四季如诗，人生如歌。

端坐在如水的秋凉里，我的心仿佛被秋水洗过一
样，清澈，通透，轻松，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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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的，这几日思想老往岁月深处走，目光直钻进

了童年的巷子里。记忆的深巷中，一盏如豆的灯火锁住了
我的心，这是童年的油灯。

山村的夜静止了一般，除了几声犬吠，没有什么可以让
入夜的小山村动起来。其实也不对，错落简易的屋舍里，跳
动最欢的，还有一盏盏如黄豆般大小亮光的小油灯。小油灯
抖动着小火苗，让各家各户看似静止的生活又鲜活起来。

我家住在村子的东头，每当天色暗下来，母亲划一根
火柴，再撩拨一下灯芯，小油灯发出的光，窄小的屋子便依
稀可见了。油灯制作特简单，一个用过的墨水瓶，加上一根
长度适中的灯芯，里面倒满煤油，一个简易的小油灯就做
成了。油灯下，母亲一边忙活计，一边总会把枯燥的时光变
得快乐而有趣。母亲总这样对
我说：“快去写作业，等完成了
作业，娘给你做一个好玩的纸
飞机。”母亲还会说：“上次作
业得了98分，要再加把劲，得
个满分，娘就去菜地把套种的
那几个甜瓜挑个熟好的摘下
来给你吃。”母亲的话让我饶
有兴致地拿来书包，把小油灯移到小方桌上，趴在那里就
去写作业。姐姐大我几岁，要懂事一些，她也凑过来与我一
块写作业，还会瞅一眼母亲，煞有介事地说：“今天弟弟字
写得特工整，比我写得好看多了。”我和姐姐低头做功课，
都不敢大声喘气，怕一不留神把小油灯给吹灭了，屋子就
黑作一团。可很多次，小油灯如豆的小火苗，还是被我不小
心吹灭了。我和姐姐抢着去找火柴，像蒙上眼睛在抓瞎。那
次一头瓷牛碰到了地上，摔掉了一条腿，母亲也没有生气。
现在想来，还真挺开心。

小油灯跳动的火苗下，写完作业的日子最快乐。母亲
给我做好了纸飞机，纸飞机像长了翅膀的鸟，满屋子来回
飞。我从屋子东头跑到西头，又从南墙根跑到北墙根，一颗
小童心像是在飞翔，快乐极了。等满屋子跑累了，我就闹着
和姐姐玩翻绳，姐姐答应得特爽快。姐姐随手拿来一段长

短适中的细绳圈，用左手的拇指、小指和右手的小手指挂
住绳子，再将左手中的绳子旋转挂在右手小指上。然后用
食指挑起小指内侧的绳，用中指相互勾中指和无名指上的
绳子，小指勾拇指内侧的绳。最后将食指放在这个绳套中，
松开拇指，食指向外挑，绳圈竟变成蝴蝶状，真像一个展翅
欲飞的小蝴蝶。姐姐左手和右手一摆弄，很娴熟地将一个
细绳圈变换出蝴蝶的样子来，我高兴得一抬脚就蹦起来。
姐姐见我兴致正浓，又用灵巧的手指将绳圈翻出一个好看
的五角星，我越看越觉得，油灯下的童年美如云朵，快乐如
鱼。那时童年时光虽简朴，但油灯下的日子却充满无穷的
趣味和欢乐。

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纳鞋底，缝衣服，为了疼爱我，母
亲还会在油灯下给我做麦芽
糖吃。麦芽糖做起来尽管繁
琐，但母亲仍是不厌其烦，像
做一件快乐的事。母亲先将
小麦浸泡，待发芽三四厘米
长，母亲就把油灯移到跟前，
借助微弱的灯光，把麦芽切
碎，然后将糯米洗净倒进锅

里焖熟，与切碎的麦芽搅拌均匀。等到发酵冒出汁液，再将
汁液滤出，用大火煎熬成糊状，冷却后即成琥珀状糖块，麦
芽糖便做好了。乍一说好像简单，真正操作起来要繁琐得
多，母亲常常在油灯下忙到深夜。母亲操作的每个步骤，我
都形影不离，耐心地等待着母亲给我做麦芽糖。看着做好
的麦芽糖，我忍不住直流口水。母亲就切出一块，将其加
热，再用木棒搅出，如拉面般将融化的糖块拉至银白色，鲜
亮亮的。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一点点含进嘴里，心里就像
喝了蜜。母亲做的麦芽糖，越嚼越甘甜，好解馋。我感到，油
灯下的童年甜蜜而快乐，充满了色彩和味道。

时代往前迈了一大步，电灯、空调、电脑闯进了我们的新
生活。崭新的日子里，我常转身回到岁月中，去打捞那些难忘
的生活片段和记忆。走过去的简朴时光里，童年的小油灯，曾
给了夜幕中的小村庄和童年的我忘不掉的温暖和欢乐。

童年的油灯
董国宾

曾经的赛罕坝气候有多恶劣
一位老职工说
冬季是最难熬
零下四十多度，滴水成冰
大雪被风一刮，屋内就是一层冰
晚上睡觉要带上皮帽子
铺的毡子全冻在了炕上
想卷起来得用铁锹慢慢铲
一年一场风，年始到年终

遭遇过严重的“雨凇”
五十七万亩林地受灾
二十万亩树木一夜之间被压弯压折
四十厘米长的枝杈
挂冰约十公斤
一棵树承载冰重达一吨多
经历过严重的大旱
十二万亩树木被旱死

但赛罕坝人没有被击跨
含泪清理受灾林木
从头再来
六女上坝，夫妻护林

“三锹半”植苗法
“马蹄坑大会战”
一代接着一代干
用了五十四年时间
森林面积增长了近五倍
资产总价达到206亿
是总投资的二十倍
这是一个奇迹
更是一种精神

赛罕坝的风沙与冰雪
给绿色让出一条大道
绿色给世人一个大大的惊喜
被联合国环境署授予环保最高荣誉

“地球卫士奖”

赛罕坝的风沙与冰雪
田治江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
去”，很多年前，背诵白居易的《琵琶行》
的时候，总觉得这两句诗再平常不过
了。但人生这艘船，航行于汪洋，谁也不
知道下一站会停靠在哪里，就在这样的
机缘下，终究在昌江河的岸边，见到了
那座从诗画里走出来的浮梁城了。

浮梁古城的夜景是很别出心裁的，
它宛如江南女子一样的别致，静美。幽
深的庭院，有着古徽州建筑的特色，白
墙黑瓦。深深的小园里偶尔探出几朵桃
花，在灯光的映照下别具风采。

白天和黑夜的古城始终是有区别
的。白天的时候，古城墙上，县衙署内，
到处分布着各地的游人。路的两侧摆放
着各色瓷器，嘈杂的人声充斥于人流中
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夜晚就有所不
同，路灯照耀着，月儿高挂着，坐在南门
渡的青石板上静听，还能听见昌江河的
水声潺潺。这里一直流传着苏轼、佛印、
黄庭坚从南门渡码头登船夜游昌江河

的传说，还有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失败
后逃到红塔躲过一劫的故事。我不知故
事真假，就如《红楼梦》中所说“假作真
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真假假
谁又去计较这许多。

丰子恺说，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
水。的确，人散后，抬头看见天上的新
月，内心的情感是不由分说的，无论是
孤独的，还是静好的，都是发自心灵的
想法，这种感觉很真，很美好。当缓步千
年瓷廊，从晋朝到新中国建立，古朴的
瓷板上记载着的不仅是这座城的历史，
同时也是这世界千年的变化。

透过夜色，始建于唐的红塔像一位
沧桑的老者，站在夜深里，站在人心处，
看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老了又死去。人的
生命和这千年古刹相比始终是短暂的，
但这也是很自然的，倘若人的不死不
灭，那从古至今，人类也没有多余的空
间可以生存了。万事万物，皆有始有终，
看破了，也就没有这许多的烦恼。

夜游浮梁城
牧 遥

在山乡的村头，有口老井，祖辈人吃水都靠
它。这口老井，水质清纯，井里的水离地面仅有二
三米深，取水也十分方便，老井是山村的象征，老
井是山村的灵魂，老井是山村人的希望。

从我记事起，每天都有人上井台摇辘轳打
水，井台高出地面一尺多，村里人怕小孩走近井
边，也怕夏天下雨雨水流向井里，弄混了井水，特
意加高了井台。由于村里人常年在井边活动，井边周围
光滑无比，人们闲谈爱围在老井旁，吃饭也端个碗来到
老井边。老井，成了乡村内信息交流地。

老井最繁忙的时刻要数清晨。早晨井水最清澈，白
天又要劳动，家庭的一天用水就只有在早晨去挑回来，
早起挑水的妇女，只要把辘轳往井里轻轻一荡，“咚”的
一声回响，凭感觉就知道又是一井的清水。

老辈人说我们这口井住着一条龙，那是上天看着
小村人祖祖辈辈厚道、勤劳，就把一条龙派了下来，指
定居住在这口井里。因此，不管遇到什么大旱年头，这
口井从来没有干枯过——我们小村的人体格壮，男的

大高个、宽肩膀，女的瘦高挑、杨柳细腰。因为我们这口
井水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许多次，山村人在井边打水的时候，会不小心将打
水桶掉到井底，这个人很着急，其他乡邻发现情况后，
会热情帮忙，有人就会找来一个铁勾，将打水桶捞上
来。由于打捞的时候把井里的水搅浑了，村民便在井边
等候，拉家常，海阔天空，天上地下，都吹一遍，直到家
里人喊吃饭，才赶忙挑上一担水回去。

傍晚是老井最拥挤的时刻。忙碌了一天的乡亲，吃
过晚饭，便不约而同地汇聚到这里。女人大多是来洗衣
的，迟到的便蹲在狭窄的井边，在光滑的石灰地面上使

劲搓着脏兮兮的衣裤。男人多半是来洗澡的，
光着黝黑的上身，一边肩上斜挂着毛巾，从女
人的手臂挤跨过去，顺手提起谁人的提桶，往
井里一摔。提上来，“哗”的一下倒在盆里。然后
跳上去，洗起来。

山庄人活了几辈子，喝自己井里的水，不
管是凉水还是热水，从来就没有坏过肚子。一

喝外村的水就受不了，不是得肠炎就是患痢疾。自己井
里的水好，都是井里的龙和天上仙人的功劳——我们
小村的人头发黑，年轻人没有少白头，老年人没有秃头
顶。男的都浓眉大眼、脑瓜好使又有心胸，女的都有个
大辫子、又聪明又伶俐，那是我们小村的水软、水绵，养
育了靓女俊男。

尽管岁月在老去，但那清凌凌的井水啊，老井就像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静静地靠在井台边，望着通红的
落日，快乐地回忆着以前热闹青春的岁月。虽然离开山
乡多年，而于我生命的记忆里，那口老井，那些人，那些
往事，却永远镌刻心头，挥之不去。

山村的老井山村的老井
李胜利

与书结缘，爱上阅读，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
那年，我们班主任因为生育休产假，学校临时安

排熊立芝老师来代课。她身材矮小，头发花白，但就是
这位不起眼的老太太，引领我叩开了阅读的大门。

一个暮春的下午，熊老师上完地理课后，距离下
课还有十分钟时间。她站在讲台上，双手冲我们往下
压了压，燥动的我们安静下来。熊老师说：“同学们，还
有十分钟，要不然我给大家讲故事吧，好不好。”我们
当然同意。那天，熊老师给我们说的是路遥的《平凡的
世界》。

让我想不到的是，身材矮小的熊老师脑子里竟然
装下这样一部长篇小说。人物、故事和情节，竟然做到
没有重复出错。在熊老师抑扬顿挫的声音中，少安和
少平兄弟俩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自强不息，艰苦奋
斗，在欢乐与痛苦交织中向我走来。每天，我盼望着这
课后十分钟。虽然，三个月后，熊老师临时班主任的任
务结束。但从此，我与书结下了缘份。报纸、小人书开
始走进我的生活。

第二年，我上了中学，眼界开阔，接触到更多的课
外读物。因为学校专门设立了一间阅读室，每个班轮
流安排每周一节课去进行阅读。在那间宽敞、明亮的
阅读室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少年文艺》、《少年文
学》……等一系列读物。这些杂志里面的文章虽然短
小，但却如寒冬过后吹来的春风，让人有清新的感觉。
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找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从家到中学，必须经过新华书店。隔三差五，放学
后我都会拐进书店去瞄一眼。那天，我又拐进书店，赫

然发现柜台上放着一本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哎
呀，我差一点大叫了起来，我揉了揉双眼，生怕自己看
错。没错，就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作家路遥在封面
上正托腮望着什么作沉思状呢。我分明还看见红色的
书腰上印着“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几个字。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这本书，像蚕吃桑叶的样
子，我把头埋进书里。如果不是书店营业员的咳嗽
提醒，我想我还会跟着少平去学校食堂打饭呢。在
放下书的那一刻，我在心里打定主意，哪怕是借钱
我也要买下这本书。

去哪里找钱买这本书呢？父母双亲土里刨食，
供我们姐妹上学已是很难，我只能另想办法。路过
废品收购站时，我眼睛一亮，家里的烂凉鞋、烂牙
膏皮可以拿来换钱。还有每天两角的早餐钱，我也
不吃早餐了。钱的事情解决了，我高兴起来。

两个月后，我用这辛苦攒下的13元钱，毫不犹
豫地买下了这本书。那个暑假，我跟着少平一路成
长和成熟。少安和少平兄弟俩，他们在各种困难和
挫折面前毫不畏惧，在被打倒之后，又勇敢地爬起
来去面对，深深地打动着我，并激励着我，再平凡
的人通过艰苦奋斗，自己努力，那么他的人生也会
不平凡。多年之后，我还在为我自己买到一本好书
而高兴。

到今天，买书和看书已经变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人生中有书相伴，我总能感到一份慰藉
和充实。平凡世界里的幸福阅读，每个人都会成为一
个精神高贵的人。

平凡世界里的幸福阅读
黄淑芬

300多年前，一批哥萨克人在和清军的雅克萨城
争夺战中成为俘虏，最后被清政府安置在北京成为旗
人。一代代摆脱了战争绑架的哥萨克人顺从着自己内
心的善良，被这片土地上爱好和平的人们接纳，最终
融入了这片土地和在这片土地生活了数千年的民族。
但是在他们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哥萨克人勇敢无畏的
探险精神。梳理一个家族 300 多年命运的跌宕起伏，
对于阿尔巴津人后裔杜忠齐来说，何尝不是一次文化
上的探险和跋涉。

杜忠齐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 《穿越雅克萨》，独
家揭示流传330年的雅克萨寻宝真相。这是一个以真
实历史为背景的传奇故事，从清初到民国，从边疆到
北京，300年的时间跨度，几乎跨越了中国的整个近
现代史。通过作者全景性、史诗性的梳理，揭示了雅
克萨宝藏与阿尔巴津人的微妙关联，客观记录了一个
家族的坚守与抉择。所谓雅克萨宝藏，来源于清朝初
年一批哥萨克人的东方探险和寻找自由之旅。

当初，瓦西里·杜比宁带着巨额财富和他的哥萨
克族人，来到雅克萨收购土地建立农场，到达后正好
遇见他结拜兄弟迪米特里所镇守的阿尔巴津堡被清军
围攻。瓦西里将财宝偷偷掩埋后，便带人去解救迪米
特里。谁知迪米特里竟使计抛弃了瓦西里，独自带残
兵逃出了阿尔巴津堡。瓦西里被抛弃后，为了保护同
胞不被斩杀，只得归顺清军。

启程前，瓦西里偷偷召集五大家族的武士首领，
将埋藏财富的地点写成谜语，编入哥萨克歌谣，并将
解谜线索分别标记在一张羊皮地图、一个小十字架、

一个牛角号角、一块红宝石和一支权杖上，每人分别
掌管一样，期待日后有机会可以回来取回宝藏。300
多年来，阿尔巴津人在雅克萨城外的宝藏已经成为一
个魔咒，影响着很多人的命运轨迹。所幸抗战期间，
这批被诅咒的宝藏被参加抗联的阿尔巴津人后裔所
取，成为他们与东北人民并肩抵御日寇的见证与助
力。

作者在陈述家族史的同时也客观记录了一段被大
众忽略的传奇。譬如索伦部在保护祖国北疆时与哥萨
克勇敢战斗做出的巨大牺牲。此外，也记叙了哥萨克
人的传统，譬如哥萨克人的虔诚信仰，视战马为生
命，“同生死共奋斗”的团结，从不畏惧战争等。同
时，小说细腻刻画了人性的斗争与宽容，小说中的主
要人物皆有原型，浓缩了几个家族在历史变迁中的艰
辛生存和发展。本书中人物众多，其中瓦西里·杜比
宁的形象最为丰满。他不像迪米特里等哥萨克人那样
凶残冷酷自私，反而还具有中国人的好汉个性，譬如
有情有义、知恩图报、英勇无畏、信守承诺等。

鲜明的人物，信仰的坚守，血脉的融合，本书中
的故事让人过目难忘。寻宝、情仇、生死、传奇，丰
富奇幻的元素以及阿尔巴津人独特的历史基因，让小
说精彩纷呈。作者是一个重拾330年家族命运与灵魂
的孤独守望者，小说凝聚了庞大的生命力，以凝重、
浑厚又冷静的表述，构建了独特的民族思维和心理习
惯，使读者自然地走进作者构建的异样文化体验之
中，这种文学张力和辐射力带来的阅读乐趣，是非常
难得的。

家族命运的守望与抉择
彭忠富

层林尽染层林尽染 （（荒坡荒坡 摄摄））

王 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