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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在我单位旁。午饭后，沐浴暖阳，总喜欢
去那信步闲庭，也顺便吸吸负离子。

园内有参天的树，硕大的，粗若盆钵；有茵茵的草，
小块似园，大片如川；还有栽种的各种卉株，花开霓裳，
艳丽多姿。几片水渊湿地，散落园内四处，也给这城中
公园添了几抹灵气。

徜徉步道，满眼葱郁。几缕光丝从叶隙透过，在风
的摇曳中，便有了几束恍惚。密林深处偶尔传来几声鸟
的啁啾，伴着几只悠闲的彩蝶在飞舞，乃入杜少陵“留
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之梦境。

林间甸上，树荫花间，有两对新人在拍婚纱照。小
俩口或捧花对眸，或相依而偎，“执子之手，与子携老”，
情之真真，意之切切。我由衷地从心底送上祝福！

老人们领着孩童在草坪上嬉戏。一对祖孙坐在路
边的木椅上交谈着：“爷爷，天为什么是蓝的？”爷爷高
兴地回答：“因为有这么多树，所以天是蓝的！”孩子不
过瘾，又问道：“蝴蝶能飞，我为什么不能飞呀？”爷爷看
着小孙子，一时没能答上来。我在一旁忍不住凑了上
去，轻轻摸着孩子可爱的小脸，笑着说：“等你长大了，
读了好多书，你还能背着爷爷一起飞呢！”小孩听了，突
然噗哧地笑出了声。

不经意间，来到了林中“民国建筑”屋前，屋门紧
闭。从外看去，眼前的这幢民国建筑已修葺一新，也依
了民国时期的那种味道，乃是“修旧如旧”。可惜的是屋
前始终没能找到介绍这屋的铭牌，心中甚是失望。许是
时光久矣，物是人非，对它已无从考究。试想，若有一简
介，哪怕是片言只语，也许能增添了这屋的几分神秘抑
或底蕴。

远处林间凉亭突然传来萨克斯音调，在寂静的密
林中显得有些突兀。音符或断或续，或调或曲，真是

“未成曲调先有情”。我循声走近，原来是一位小青年
在演奏。只见他或缓或骤地吹弄着，满脸胀得通红，

十足认真，给人一种不成曲调不罢休的感觉。我想，
他或许是为圆孩时的一个梦想，又或许是为谋一份职
业在拼。在他不连贯的发音中，我在脑子里努力搜寻
着，终于听出了他是在练习《回家》曲儿。“回家的
感觉就在那不远的地方，古老的歌曲在唱着童年的梦
想”——我脑海里在蹦跳着那熟悉而又悠扬的词调。
是呀，小青年的执着，不正应了那句话：幸福生活都
是浸润在汗水中的。

森林，乃生态文明立锥之源。我时常在想，前些
年如火如荼搞“双创”那刻，街边路旁常见那句宣传
语——“城在林中，林在城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妙
的画卷！当初那句宣传语是作为一种愿景而呼，数年
下来，在城市建设者的辛劳付出中，愿景已然成为我
们生活中的即景：城郭掩映在处处绿荫中，微风徐
来，林海泛波；绿叶娇晃，苍翠欲滴；人们三五成
群，漫步林间小道，惬意且是欢愉，幸福之感不由心
生。

不知不觉中，时针已近下午上班钟点，我便习惯
地沿园中标识的健康步道回绕。谓之健康步道，乃路
面涂有多处途步距离数码，还有路旁引导游人如何健
康膳食等不同内容的提示牌显印眼帘，我发自内心为
公园建设者的细腻和周到点赞。不是吗？健康、幸福
似乎都隐藏在这些醒目的提示中了。

突然间，我想起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中一段
话：“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自城市以至乡
村，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都
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景。”八十多年前，革命先驱方
志敏，身陷囹圄，不仅对革命必胜充满信心，且为后
人描绘了一幅祖国壮美山河的鲜活胜景。这是自信，
更是昭示！

走出森林，四射的阳光显得格外骄艳。
森林公园，是城市的衣裳，更是人们心中的绿！

森林公园
汪吉昌

悠悠古严台，岁月静静淌。我们来的时
候，正是山欢水笑、繁花盛开、茶香弥漫的初
夏时节。

怀着明媚的心情，我们跨过村前严溪上的
一座小桥，便来到了两山对峙、一溪中流的村
口。村口的左边是一座不高的石崖，上方长着
一棵苍劲的千年古樟；右边是一座斑驳的古建
筑，横跨中间、上书“严溪锁钥”四个大字的
门洞后面，便隐藏着江西历史文化名村——严
台。

严台，古称严溪，是一个将近有2000年
历史的古老村落。东汉光武年间，有一位叫庄
光的名士为了远离政治，也为避光武帝讳，改
名严子陵并隐居于此，过着耕读、垂钓、种
茶、冶陶的世外桃源生活。严溪也因此而得
名。

跨过门洞，这墙里墙外犹如是两个世界。
我们的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走在被岁月风
雨打磨得异常光滑的石板路上，身前身后，一
步千年。白墙黑瓦、飞檐翘角的徽派建筑依溪
而建，于细微处彰显着曾经的雅致与美好。瞬
间，我不由自主地想，在这茶叶香、溪水流共
同构筑的古老世界里会藏有怎样的历史故事？
而在墙根拐角处，我又将与谁邂逅擦肩、聆听
岁月更迭的呓语？

严台村几乎闻不到商业的气息，不多的几
家店铺，大都卖着他们赖于生存发家的浮梁红
茶。据村里人讲，严台村规模不大，只有百十
户人家，却家家种茶卖茶，特别是该村商人江
智普生产的茶叶在1915年荣获第一届巴拿马万
国博览会金奖后，更是让浮梁红茶名声大噪。这里虽没
有因茶叶生产出现很多的富商巨贾，但却每家每户都还
殷实，反映到实处，就是那些优雅美好的建筑，虽不是
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但一石一瓦，毫不含糊；一桌一
椅，皆有讲究，处处显露出江南烟雨、诗意栖居的味
道，浸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顺着斑驳的青石板道，我们来到了严台古村深处的
一栋古宅，早就约好的茶庄老板已在门外等候。在他的
带领下，我们跨过门洞拾阶而上，几步的距离，已是另

外一个世界。苔绿的天井，雕花的窗棂，游
动的红鲤，雅致的瓷桌瓷凳，白墙上挂着几
幅水墨书法，古朴的茶台上青花的杯盏，云
纹式样的公道杯，竹制的茶具有序的摆放在
湖蓝色的茶席巾上，几缕阳光从天井中钻进
来，安逸舒适地打在人身上，心中莫名生出
很多喜悦。在这样静好素朴的古宅里，我们
开始享受严台的一盏好茶，体会茶境遗世寂
静的美丽。

伴着出汤之际，白色的水雾慢慢弥漫开
来，第一缕幽香慢慢升起飘至鼻中，在温暖
的光线里，风声、汲泉声，竹叶的摇曳声，
还有低语的茶话一一钻进我们的耳膜。我托
起一盏流动的温暖，闭上双目，让琥珀色的
茶汤流入口中，瞬间我感受到了时间的流
动，但同时又感觉如是的宁静，从味觉之愉
悦生发欢喜之心情，甚至脑中呈现出了一种
自然变化的幻境，我微微睁开眼看看围桌而
坐的人，他们的面容此时都充满着柔软喜
悦，我知道，这一刻，他们和我一样，在浓
浓的茶香里，都被打动了。

此时，茶汤甘醇，茶香微醺，整个古宅涌动
着人与境、人与茶、人与器的和悦之趣……

历史总是匆匆而过，但在严台却好像静
止一般，依然保持着千年前的静美容颜。在
茶香弥漫的世界里，这里就好像遗落在深山
里的一幅尘封的画卷，但凡走过这里的，谁
都不能忽略，谁都会心存留恋，或倾情于严
台的茶香，或诧异于严台的古老，继而心生
爱慕，于是在这里小住几天，在这里焚香品

茗，甚至啥也不干就在这里发发呆。
千年严台今犹在，容颜也未改。如今，藏在深山里

的严台还不被很多人熟知，它依然展现出一种未被破坏
的原汁原味，所以在严台，我们可以任性地感受到它曾
经的古老与沧桑，感慨它的静谧和美好。尤其难得的
是，在严台的保护与发展上，并没有像其它一些古村落
所谓的华丽转身，只是修旧如旧，在岁月的浸润中，保
持它固有的传统、历史、沧桑之美。

古老严台，时光很慢，岁月静好，茶香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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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里很静，电脑主机的嗡嗡声和
偶尔翻书时纸张的沙沙声竟比往常悦
耳。一只褐色的小飞虫在桌子上悠闲地
散步，我起初没有惊扰它，目光跟随着
它的步伐一直到水杯边。然后轻轻一
吹，小飞虫不见了。

我被外面的声音吸引，那是初夏清
爽的风摇曳着杨树的新叶，很好听，是
夏日里欢快的乐章，一阵又一阵，时缓
时急。又夹杂着小鸟儿清丽的歌声，是
什么鸟儿呢？细细听，黄鹂？小麻雀？
布谷鸟？好像都有。呆坐着，静静地听
了一会儿，像置身在山林里，把俗世的
烦恼都隔绝在外了。

小飞虫又回来了。我低头打字的时
候，它正在键盘的字母间跳格子。它一
点不怕人，我轻轻触下键盘，它就调皮
地跳到另一个字母那里。一回生二回
熟，小飞虫是不是以为我们是老朋友
了？

此时，我的心情像这下午悠闲恬静
的时光一样，看什么都觉得好。可是，
就在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一边在键盘上
敲字，一边在悄悄流泪。泪水一滴滴落
在键盘上，又怕人看见，抹着眼泪，急
找纸巾，甚是狼狈。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无
非是在生活里受点小委屈。偏偏我又
像小孩子一样喜欢哭鼻子，烦恼委屈
挥之不去，越想控制情绪，眼泪越不
争气地跑出来捣乱。很想向远方的朋
友诉说，又不知从何说起。犹豫了半
天，还是点开了朋友的微信。隔着屏

幕，我们在微信上闲闲地聊着，我并
没有去提我在伤心难过，流泪敲出的
话是云淡风轻。

不过一天的时间，风雨交加的世界
又恢复了恬静，又是阳光明媚，万象美
好。人常说小孩子心性是一会儿雨，一
会儿晴。于小孩子来说，这样也没什么
不好，伤心时痛快地流泪，开心时就心
无旁骛地快乐。哪一个大人不是从小孩
子长大的？长大了就失去了这份赤诚，
明明流着泪还强说自己很好，因为大人
有很多顾虑和无奈，不能给别人添麻
烦，不能随意任性，这是成长赋予的坚
强。

成长让人坚强，也容易让人麻木。
岁月的沙尘会让清澈的眼神一点点变得
混浊，让无暇的心灵变得圆融世故，看
不到生活中微小的美好，感受不到世间
万物的友善和真诚。

五味杂陈的生活，谁能不受点委屈
呢？风雨兼程的人生，谁的道路能一直
洒满阳光？我希望自己在变得坚强的同
时，不要失去儿时明澈晶莹的童心，相
信风雨过后见彩虹，而不是在风雨里怨
天尤人，徘徊不前。

傍晚的时候，看到路边的珍珠梅开
花了，米白色的小碎花簇拥在一起，像
一个美丽优雅的发卡，真想把她摘下一
枝别在发上。这样想着的时候，觉得人
世真是好啊！小飞虫可以成为朋友，鸟
鸣是好听的音乐，盛开的花朵是美丽的
发卡。我愿意一直拥有这样美好清澈的
心湖，照得见尘世的万般美好。

永葆童心
耿艳菊

那年我要高考了，我对母亲说：“妈，
我今年要考大学了，家里的活儿少让我
干点儿。”母亲头也不抬，依旧收拾着手
里的东西说：“考呗！碍着干活什么事？”

我知道，在父母看来，高考没什么
了不起，就像一场热闹繁忙的秋收一
样，势必要忙上一阵。十年寒窗，不过就
像他们年年进行的农事一样，播种过，
耕耘过，总是要看到最后的收成的。

那时候我们住校，两周回家一次。每
次回家，母亲都使唤我干这干那，去田里
帮着浇地，在家喂猪喂鸡。那次，我气呼
呼地说：“人家要高考了，时间多紧张，哪
还有功夫干这些闲事！”母亲劈头盖脸来
了一通：“什么是闲事？合着我一天到晚
干的都是闲事。不干这些闲事，你吃什
么，喝什么！”我心想母亲一个农村妇女，
哪里懂得高考是多么要紧的事。

在吃饭上，母亲从来没给我开过什
么小灶，也没有专等我回家改善伙食。
只是那年的鸡蛋特别多，吃都吃不过
来。母亲说：“今年养的鸡多，鸡蛋有的
是，你吃完，剩下的再带去学校吃。”

高考临近了，很多同学的家长都来
学校看孩子。家长带了一大堆好吃的，
千叮咛万嘱咐，看着有的同学在父母面
前撒着娇，我羡慕极了。我的父母一次
也没来看过我，那次学校让带一个证
件，父亲也是托同村一个同学的家长捎
来的。

麦收季节，我回家一天，本打算好
好复习功课。一大早，母亲就喊我：“快
起床，跟着下地割麦！”我嘟囔着：“都什
么时候了，我还要复习呢，还让我割

麦？”母亲说：“啥事有割麦要紧！”
下了地，一边割麦，母亲一边说：

“今年你就毕业了，家里就有个帮手了，
秋收就能帮上忙了！”母亲的语气里，分
明是在说，我今年考不上大学，必然会
回家务农。我不服气地说：“妈，你怎么
说这么扫兴的话。你怎么知道我考不上
大学，这几回模拟考试我都是全年级前
三名，连老师都说我肯定能考上。”母亲
说：“我也就这么一说。到时候你就使劲
考呗，考上考不上都不重要。”

进了考场，我心里觉得非常坦然，
没有像那些背负着父母满心期望的同
学那样紧张。考场上，我还想起母亲说
的话：“使劲考呗，考上考不上都不重
要！”考场上的我，就像父母收割庄稼一
样从容镇定。

那年，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母亲高兴
得欢呼起来。一向冷淡的母亲，好像从来
没有那么兴奋过，我觉得有些奇怪了。

后来，父亲告诉我，母亲是在故意
用忽略我的方式帮我缓解高考压力，因
为那年我舅舅参加高考就是因为压力
太大而落榜的。我又听妹妹说，那年的
鸡蛋，父母一个都没吃过，连妹妹都没
吃过几个，全都让我吃了，带走了。粗心
的我，在家没吃几顿饭，竟然没有发现
这个秘密。原来，母亲是在用特殊的方
式帮我备战高考。

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因
为爱儿女，会把母亲所有的智慧都激发
出来，所以天下的母亲，个个都是蕙质
兰心。她们以爱为锦囊，巧妙使出她们
的“三十六计”。

母亲的“助考”方式
马亚伟

你是坚忍的大树，
扎根贫瘠的土地，
历经寒来暑往，
守护脚下的花蕾。
带着满身的疲惫，
探寻春天的奥秘。
啊——
镰刀铁锤的使者，
贫困户的贴心人。
因为有你，
新一代无愧于老一辈。.
因为有你，

“脱贫攻坚”
为鲜红党旗添彩増辉。

你是蓝天的云霓,
牵挂干渴的小溪，
甘愿化着雨滴，
迎来蓬勃的生机。
聆听百鸟的欢歌，
拥抱丰盈的四季。
啊——
伟大时代的骄子，
勇于担当的追梦人。
因为有你，
新长征的号角多清脆。
因为有你，

“乡村振兴”
为民族复兴擂鼓助威。

一滴一滴地打在雨棚上

孤寂而又坚定

义无反顾地敲打

总想给世界留下一些

夜是宁静的

没有一丝与雨滴抗衡的声音

这样的境界

让我感到雨的力量

我静静地听着

心里早有一丝萌动

那些亲手栽下的菜秧

定会随我的思绪成长

古镇瑶河染春秋

茗香飘远万囯求

石板车辙印颜汗

千年瓷矿今人游

打开朋友圈，一幅春天读书的图片吸引了我。图
片中，一位读者捧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头顶上，大
朵大朵的白云，被阳光镶上了金边，与一树玉兰花交
相辉映。春风含香，荡漾在这位读者的脸上；玉兰含
情，默默地趴在她的肩头上，隽永而温暖。

这位读者，是我的一位好友，与我相知多年，她
以前是一个地道的农妇，打过工，摆过摊，也开过小
饭馆，经营过花店，历经世间的冷暖，唯独对书一直
不离不弃。她常常对我说，读书是一辈子的修行，活
到老，读到老。后来，她读书，也写作，凭借不错的
文学功底被一位前辈看重，聘为一本杂志的文学编
辑，走上了人生的新起点。在春天里捧书静读，仅仅
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剪影。

好友好读书，深深感染了我，工作之余，一杯
茶，一本书，一张椅子，就是我的生活常态。窗外无
论是阳光散金还是大雨倾盆，无论是车马喧闹还是风
平浪静，我都能够做到置之不理，埋头啃读书海中的
经典，在书中旅行，在书中修行，在书中学会进退。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
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
深耳。”张潮的名句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也引起了我
的共鸣。学生时代，读书以功利为主，毕竟要依靠读
书升学、找工作，经营事业和家庭。步入中年后，读
书的功利淡了，闲书便读得多了。书一直是我的伴
侣，读书一直是我不舍的爱好。巴金的小说让我潸然
泪下；梁实秋的散文教会我乐观处世；舒婷的诗歌告
诉我热爱生活。《风会记住一朵花的香》 让我沐浴草
木花香，《城南旧事》 让我感受老北京的人世沧桑，
《中国共产党简史》 指引着我不忘初心，照亮未来的
方向！

我的家里，到处摆满了书。只要有时间，我都会

随手取过一本，静静地翻阅。清晨，披衣读上三章，
浑身充满了力量。中午随意翻翻书本，享受着淡淡的
墨香，一任自己的思绪飞扬，心镜空明。夜晚，泡上
一杯清茶，打开一朵朵文字的秘密，找寻诗和远方。
有时某一句击中了我内心的柔软，虽不至于手舞足
蹈，但顿觉神清气爽。孟德斯鸠说：“喜爱读书，就
等于把生活中寂寞无聊的时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
刻。”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能和某人谈一本你喜欢
的书，而且他的感受和你一样，是人生最快乐的
事。”我深以为然。

外出时，我也常常随身带着书。等车等人时就看
书，不知不觉间，时间就过去了。我会抽出时间，到
当地的书店读书，那里是学生的乐园。置身其中，四
处是翻动书页的微响，飘荡着淡淡书香，偶尔还会听
到读书之乐的笑声。我深陷其中，乐在其中，不禁想
到我国大力提倡书香校园、书香家庭、书香社会……

目光折回好友读书的图片，此时的她，一定是幸
福的，从她嘴角的一抹微笑就可以推断出来。玉兰花
开一定是幸福的，从蜂蝶的身影就可以读懂。我知
道，玉兰花开在春天，也开在人的心间。因为读书本
就是一树花开！。

读书是一树花开
王晓阳

因为有你
章耀华

瑶 里
刘森泉

听 雨
冯干劲

（歌词）

金色童年 （盛利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