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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江南水乡王庄，是个名不见
经传的古镇。优雅了千年的徽派民居，高昂的
马头墙、飞翘的檐角，如虹的石桥、满河的清
莲，宛如一幅丹青国画，淡淡映入了人们的眼
帘。而一旦下起雨，雾气迷离，轻烟袅袅，更是
如诗一般，素雅而静谧。

河水明净清澈，穿城而过，两岸古迹林
立，飞檐峭壁的古宅，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在
风雨中摇曳生姿，伴着乌篷船荡起的水花声，
迎着徐徐的清风在河中慢慢行驶，瞧岸边游
人如织，观水中映影如画，欣赏着河两岸的古
建筑、古文化，看小桥流水人家的氤氲之美。
船娘一身红色刺绣百褶连衣裙，在荷园的一
片绿中，古风、典雅、华贵。微雨后，小荷翻，霓
裳红衣歌漫漫。在婉转悠扬的歌声中“一桨游
遍古镇”，来一场“风花雪月”风光的邂逅，沉
醉在这温柔的水乡里。

“千门万户临河开”。镇里，传统的民居依
水造势，因“其水九曲十八弯”而得名的沿河
街，早在明清的时候就已形成发达街市，众多
百年老字号商贾店铺，透射出旧时古镇的热
闹。王庄最大的不同，在于古镇中临河的街道
都有廊棚。它是一种连接河道与店铺的特殊建
筑，总长上千米，有的濒河，有的居中，沿河侧有
的还设有靠背长凳，供人歇息。廊棚以砖木结
构为主，一色的黛瓦盖顶、红色廊柱，沿河而建，
既可遮阳避雨，又可驻足观景。一廊一回转，一
步一成景，沿途有别致的小贩售卖各种物品，
漫步其间，一种思古之情油然而生。

王庄因水成街，因水成路，水滋润着它、
丰富着它，水是王庄的灵魂，“水乡小巷多，人
家尽枕河”。古镇坐落在密织如网的水中，因
而这里的居民惜土如金，无论是商号或民居、
馆舍，在建造时对面积都寸寸计较，房屋之间
的空距压缩到最小范围，由此形成了60多条
长长的、深而窄的弄堂。这些弄堂，长超过百
米，窄处不到1米，形成了多处“一线天”的特
色。你不妨去走走这些弄堂，站在弄堂里望
天，苍苍蓝天变成狭长一道，伸开双臂就能触
摸到两边高耸的石墙，颇有些“庭院深深深几
许”的味道。

“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整个只有2
平方千米的古镇，就有6条分汊河道，它们
相互交织，将古街分为多个区块，为了通行，
镇里的人祖祖辈辈在河上架桥，石桥连街接
巷，五步一登，十步一跨，真可谓“无桥不城

市，无桥不成路，无桥不成庄”。现在，王庄还
有16座古桥，有的用白色大理石砌成，形若
玉带，有的用简单质朴的石头制成，若彩虹卧
波。自适应于狭窄港河的木梁桥、木拱桥，到
适应于宽阔河面的石梁桥、半圆形石拱桥、椭
圆形石拱桥等，成为闻名遐迩的“桥乡”。因而
不论春夏秋冬、晴阴雨雪，古镇始终呈现着一
幅“水上架小桥，桥上行人走，小船行桥下，水
中有倒影”的水乡风情画。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
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
梦。”卞之琳的诗句，让人脑海里浮现出人与
桥相映成趣的画面：细雨里，看桥上有撑着伞
慢慢走着的人；春光中，静静的伫立在石桥
上，看桥下船娘摇橹而过的乌篷船，留下的波
痕泛起了片片涟漪，若是碰巧，几只白鹭闯入
画中，就算至美了；夕阳下，看桥上荷锄晚归
的农者、渐渐稀落的行人……一切都是风景。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派建筑
居民，以高深的天井为中心成内向合院，四
周高墙架起，雨水通过高墙流入天井，形成

“四水归堂”的美感，也形象的反映出徽商
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四合院凝聚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共同的记忆和悠悠的
乡愁，庭院方阔，尺度合宜，院内亲切宁
静，有着古朴浓厚的生活气息。闲暇之余，
邀三五知己，在院中把盏言欢，谈古论今，
说天道地，不亦乐乎。“三雕”艺术独具特
色，栋梁、飞檐上的许多木雕装饰虽经百年
风雨，依然很好地保存下来，至今仍美轮美
奂。栩栩如生的狮子、鹿、飞鸟等木雕装饰
巧妙地组合在屋檐下，守护着祠堂和古民
居。门窗、花拱等构建上为拼花图案，山水
花卉、吉祥物等精细典雅与庭院里的青砖黛
瓦相呼应，透出古朴与宁静。

如果为生活的烦恼所累，你可以一人来
这里，独倚烟雨长廊，看河面景色，静听风
雨，放空内心，好好的虚度时光。或是坐一
坐小红船，听橹声欸乃，随碧波荡漾，有鸟
绕船飞来飞去，船娘的绿裙与游人的红衫相
衬托、极应景，真真是“红了樱桃绿了芭
蕉”，美得令人窒息。波光粼粼的河面上倒
映着两岸的街景，古朴的徽派民居随波摇
曳，头顶是暖暖的阳光，耳畔是微拂的清
风，鼻尖是扑面而来的花香，感受这江南水
乡的浪漫气息，心情熨帖极了。

傍晚时分，大地被夕阳的余辉披上了一
层薄薄的轻纱，周围的一切就像一张张发黄
的照片，河中的芦苇丛和片片清莲，被镀上了
一层金色，小桥、行人、民居都披上了彩色的
妆，别有一番滋味。再看天空，半蓝半紫，一会
儿红彤彤，一会儿金灿灿，似乎是上帝打翻了
调色盘，把天空渲染成色彩缤纷。河内的浅滩
上有芦苇丛生，像一个个小岛，群群飞鸟出没
其中，是南来北往的候鸟、野鸭的栖息之处，
蒲苇迎风摇曳，发出刷刷的声响，却更衬出了
这里的柔美与宁静，构成了一幅绝妙的生态
美景图。有诗云：“浅水之中潮湿地，婀娜芦苇
一丛丛；迎风摇曳多姿态，质朴无华野趣浓”。

更让人兴奋的，还有那些眼花缭乱的美
食：小笼包、桂花藕、东坡肉、梅花糕、鸭血粉
丝汤、青团、糖醋鱼、蟹黄汤包、叫花鸡等等，
想想都让人流口水。还有各种江南特色的点
心、街道小巷里暗藏飘香的小酒馆，也可以选
择去水边廊棚的小菜馆坐坐，边吃边欣赏夜
景、水景，真的非常惬意。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红彤彤的灯笼倒
映在湖面，映红映亮了整个古镇，水中岸边

“桨声灯影连十里”，一片繁华景象。此时来凭
栏远眺，眼前是“谁知闲凭阑干处，芳草斜晖。
水远烟微。一点沧洲白鹭飞。”信步街桥，沿着
长长的石板路，悠闲地逛逛古城，看看霓虹灯
下的古城民居。夜晚的古镇，相比于白天多了
一些人情味儿，因为这里有相互搀扶结伴而
行的老夫妻，有相濡以沫的一家人，有一路上
谈笑风生的好友，有手拉手亲密无间的情侣，
他们都在这醉人的一片夜色之中，温情快乐
地漫步着。夜色里，这里的一切，藏着每一个
人的江南梦。

“万里归来卜筑居。”有多少人梦寐以求
这样一处徽州宅院，作为老来闲适之所。游人
一见难忘，会特别感到这里天蓝如洗，水清若
镜，青日生烟，雨天飘雾，氤氲缭绕，神鸥
仙鹤之致；是鱼的海洋、鸟的天堂、人的家
园，是天然的大氧吧。怪不得韦庄“人人尽
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
画船听雨眠。”奇特风光让人浑然不食人间
烟火，乐以栖归。卜筑江南水乡一隅，与碧
水合唱、与虹桥共舞、与百鸟相伴、与清风
偕行、与徽居同眠，闲适飘逸，世外桃园，
何不快哉。心归此处，如同找到永远的精神
家园，所以，心向往之。

梦 回 水 乡
王宗锋 江建开

如果说春天给人的感
觉 像 一 首 短 小 精 悍 的 绝
句，那么夏天无疑就是一
首长诗。夏天这首长诗，
辞彩绚丽，叙事宏大，波
澜壮阔，是大自然蓬勃到
极致时的豪迈抒情。

季节的特征总是极其
鲜明，夏天在努力铺陈造
势，营造出一种氛围，渲
染出强大的气场，以便更
好地在天与地之间写一首
长长的抒情诗。夏天这首
长诗，并不是平铺直叙，
而 是 起 承 转 合 ， 一 波 三
折，呈现起伏多态的韵致。

夏天是一首长诗，讲
究声势浩大。夏天用铺天
盖地的绿色，搭建起一个
葱茏的世界。春天的绿还
有些放不开，像一首不成
调的歌，高一声低一声，
始 终 不 能 绿 它 个 尽 情 尽
兴，酣畅淋漓。秋天的绿
则到了衰落期，时不时就
有枯黄夹杂进来。只有夏
天的绿，浓烈，纯粹，浩
大，张扬，不管不顾地抒
发着季节的热烈感情。放
眼 望 去 ， 到 处 是 深 深 浅
浅、浓浓淡淡的绿色，尤
其是乡村，简直绿得密不
透风了，你几乎找不到一
个角落没有绿色来霸占。
绿树繁茂，幽草葳蕤；田
园成绿海，山林变绿屏。
夏天的绿，无边无际地蔓
延，无休无止地壮大。称霸世界的绿色，
抒写着夏天的激情与梦想，抒写着夏天的
精彩与斗志。

夏天这首长诗，每一个短章都不可忽
略。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
暑，每一个节气都非常有存在感。因为每
个节气，都会有故事发生。立夏是序曲，
小满夏熟作物开始灌浆，芒种是南方种
稻、北方割麦之时，夏至气温渐高、万物
生长加快，小暑炎热人们开始寻找避暑之

所，大暑到来，夏之威力完
全显露。大自然的巨手推动
着世间万物沿着既定的轨迹
缓缓前行，每一站都留下难
忘的记忆。夏天这首长诗，
层层铺垫，步步蓄势，最后
把情节推向高潮，万物生长
抵达鼎盛时期，世界也处在
沸腾状态。那是这首长诗唱
出的最强音，震慑天地。夏
天这首长诗，精彩纷呈，激
情四射。

夏天是一首长诗，在长
长的叙述过程中，讲述着关
于草木、生命、人生的哲
理。有人说，夏天是草木生
长的季节，是大自然打下的
一个伏笔，为了秋天的收获
在努力酝酿。其实，夏天是
一边生长、一边收获的季
节。那些秋天成熟的农作
物，在夏天饱食大自然的仙
露琼浆，铆足了劲生长，为
秋天的成熟做准备。果园
里，苹果树、梨树上结满了
果子。烈阳高照，果子正在
酝酿甜蜜。与此同时，夏天
也在进行着一刻不停的收
获。初夏时分，樱桃成熟，
随后桃子也很快成熟。芒种
时节，小麦成熟，农人们迎
来丰收季。夏天瓜果遍地，
西瓜、甜瓜到处都是，这些
瓜果味道甜美，解渴消暑。
炎热是对人的考验，也是对
草木的考验。经得起考验，
才能结出甜美的果实。夏天

这首长诗，表达的主题是关于收获的。大
自然用这样的方式启迪人们：一边收获一
边成长，今天的成长就是明天的收获，今
天你吃的苦会化作明天的甜。

夏天是一首长诗，热烈奔放，激情满
怀。夏天是一首长诗，抒写出季节的特
色，吟唱出对大自然的赞美，表达出生命
的真谛。长长的夏天，慢慢过，把时光过
慢，把岁月变淡，品出热烈与豪情背后的
真滋味。

夏
天
是
一
首
长
诗

马
亚
伟

日动影移，日穿帘隙，岁月的光影总在
不经意间改变，不曾改变的是，我喜欢坐在
似水流年里，与一缕书香为伴。

记不清什么时候喜欢上了读书，也许是
幼年时经常听大人讲书里的故事，在我小小
的心里，埋下了美好和好奇的种子，从此与
书结缘，一路走来，书香伴随着我走过了人
生的每个阶段。

儿时的我喜欢热闹有趣的书。曾经对那
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连环画爱不释手，
《孙悟空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铁道游
击队》《小兵张嘎》……给我的童年增添了
无限的乐趣。

少年时的我喜欢上了当代作家的书。三
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发生在大漠中美好
的爱情，超越了一切世间的喧嚣和浮华，既
浪漫又温暖，深深地打动过我。席慕容的
《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我遇见你 在我最
美的时刻 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
让我们结一段尘缘……”诗意的文字是那样
的让我着迷。金庸的武侠系列小说，刀光剑

影中那些侠骨柔情的大侠们，在江湖险恶中
行侠仗义和家国情怀，随着跌宕起伏故事的
发展，每次都看得我热血沸腾，欲罢不能。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令我最为感动的
一本书，它让我看到了平凡人不屈服命运，
敢于与命运抗争的那种精神，给我的青春留
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了我的人生。

成年以后，喜欢上了中外经典名著。一
部《红楼梦》让我读了又读，每读一遍都有
新的感悟。《肖申克的救赎》让我懂得了人
无论身处何种情境，都不要放弃希望，只要
坚持下去，终会迎来人生的春天的。还有
《百年孤独》《飘》《简爱》……这些经典的
作品，带着作者的智慧，穿越时空，常常在
我迷茫的时候给我鼓励与启迪，同时也让我
见到了不同的精彩人生。

现在爱上了能让心灵柔软的书。严歌苓
的《扶桑》，扶桑是如水一样的女子，在不
断的磨难中，她用自己的宽容，接纳一切命
运的不公，活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就像在极
端贫瘠的土壤里顽强盛开的花。刘小川的

《苏东坡传》，苏东坡永远有一颗乐观豁达超
然的心，“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
生……”浸润温暖了多少失意人的心。汪曾
祺的《人间草木》，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
青，一草一木总关情。殷若衿的《草木有
趣》跟着二十四节气过日子，那些触动心灵
的传统文化，在草木的世界里，让我们感知
到了人生的趣味。在我眼里，书中的草木，
都是人类的老师，我们要像草木一样，在天
地之间努力生长，把自己最美的姿态回馈给
世界，与这个世界温柔相处。

人生有味是读书，有书相伴的岁月，人
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会荒芜，都会与美好
不期而遇。读书与我，儿时读到的是一种快
乐和趣味；少年时读到的是一种浪漫和情
怀；成年以后读到的是一种厚重与丰富；如
今已知天命年龄的我，读到的是一种心灵上
的柔软和慈悲。

让我们与书为伴吧，一缕书香，会积累成
光阴中的菩提，根植在心间，温柔了流年。

一缕书香，温柔了流年
侯淑荷

百年华诞，千秋伟业，光照华夏。忆峥

嵘岁月，历尽艰难；武装工农，金戈铁马。

驱逐强虏，消除内忧，万里江山披彩霞。问

世界，谁还敢轻狂，欺我中华？

初心永不忘却，怀理想信念又出发。勤

治国理政，百废俱兴；改革开放，锦上添

花。开十九大，跨新时代，东方巨龙顿飞

跃。到明天，待民族复兴，再传佳话！

沁园春·贺
沈福康

历史告诉我们

巍峨的五岳是您的筋骨

咆哮的黄河是您的血脉

滚滚长江是您的激情

不老的苍松是您的永恒

历史告诉我们

南湖红船是您如炬的目光

万里长征是您生命的不屈

疆场斩寇是您的忠贞和大义

镰刀锤头是您的使命和坚守

历史告诉我们

雄浑和博远是您海阔般的胸襟

仁善和慈爱是您暖阳般的脸庞

康庄和福祉是您恒远的初心

创造和开拓是您坚实的足迹

.这就是人民的无悔

这就是百姓的拥戴

这就是华夏子孙乘风破浪的航舵

这就是五十六个民族一步步走过来

的希望与向往

这就是南湖红船冲破黑暗走向光明

的心中的太阳

新时代新旅程

我们意志永远如磐

我们的时光每一天都是春天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的喜庆节日里

我们高歌 我们欢呼

我们仰望神圣的党旗展开的

一片又一片壮阔

历史告诉我们
董国宾

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对架子车都不
陌生，因为架子车是当时最主要的交通运输
工具。那时的自行车，如同现在的架子车一
样稀少——何止是稀少，根本就见不到！那
时的农活，全是体力劳动。去地里，大都是
全家出动。我们这些孩子，也被带到地里。
但我们这些孩子，是可以坐架子车的。拉车
的，一般都是哥哥姐姐。他们也大不了我们
几岁，拉着我们，心里多少有些不平衡，本
来路就坑洼不平，他们又故意忽慢忽快，颠
来簸去。我们的屁股一颠多高，又重重落
下，疼得嗷嗷直叫，让他们走慢点。他们就
说：“嫌屁股疼下来跑。”两种疼的滋味都不
好受，但相比较而言，屁股疼比腿疼还能忍
受。坐车，也更显得我们比他们在父母心里
有地位。

到地里，大人们都去干活了。我们这些
孩子则可以躺在架子车下面乘凉。但也不能

躺太久，孩子都好动。一会儿就爬到车上
了。我们想用车子玩跷跷板的游戏，把身子
慢慢往后挪。车把慢慢离地，再挪，车子就
突然向后倾斜，若不抓稳车厢，就会从后面
摔下去。有时会摔得鼻青脸肿。好了伤疤忘
了疼，过一段时间还想挑战一下，但每次都
以失败而告终。

孩子多的时候，几个人会合伙把架子车
掀起来，把下面的轮子“解放”出来，我们
一人推着一个车轮赛跑。路不平，我们人小
力弱，把握不住方向，刹不住脚步，常常连
人带车轮一起栽进沟里。好在沟里没有水，
身上擦破点儿皮，谁都不哭，齐心协力把车
轮弄出来，继续疯跑。玩到快下晌的时候，
才各自推着车轮回自己家的地头。免不了被
父母骂几句，被哥姐打几巴掌，踹几脚。回
去的时候，车上往往满载着东西。这下车子
走不快了，也颠不起来了，趴在上面，舒服

多了。那时，丝毫感觉不到大
人们负重拉车、呼呼喘气的艰
辛。现在想来，真是太不懂事
了。

村子里放露天电影的时
候，父母也总是拉着架子车
去，车上放两个凳子。到地方
了，车前面垫一个，后面垫一
个。架子车就成了座位。一家
人都坐在上面看电影。我们这

些孩子，看不大一会儿就睡着了，大人就把
褂子脱下来，给我们盖在身上。架子车又成
了床。电影放完了，我们还没有醒，大人就
把睡着的我们拉回家。若是有风的夏天，就
不把我们往屋里放了。父亲拿来凉席，睡在
架子车旁边。有蚊子了，站起来用蒲扇把蚊
子赶走，又继续睡。睡在架子车上，梦做得
很高很远，架子车就变成了飞船，载着我们
到天上数星星。

稍大点，放学后，我们开始拉着架子
车去割草。割得少，要挨骂；割得多，又
拉不动。对架子车一下没有了感情。再大
点，开始加入了劳动的行列。没有坐车的
特权了，而且拉东西的时候，或者绑条绳
子在前面拉，或者要用力在后面推。有前
面拉绳子的，绳子会在肩膀上勒出一道红
印，火辣辣地疼；在后面推可以偷懒，但
上坡的时候，如果上不去，车子后退，会
一下子把人撞翻，甚至车轮会从身上辗过
去。大人们更愿意让我们在前面拉绳子，
好监督我们，也减少危险。这时候，对架
子车非常厌恶，盼着早点像课本上说的一
样，实现农业机械化。

好在我们上学走得越来越远，社会
也在发展变化，最终我们远离了架子
车，架子车也远离了我们。可人到中
年，却非常怀念那童年的架子车，那架
子车上的童年了。

架子车上的童年
张晓峰

山村新雨后 （苗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