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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棵 600岁的香樟，看惯明清风云，

也曾聆听一场会议如何改变中国命运的
轨迹。

这是陈家闹，一座南方的小村，地属
新余市渝水区罗坊镇。千年来，陈家闹
一直扮演着蛰居乡间的隐士角色。如果
不是因为 1930年的秋天，陈家闹恐怕会
永远甘愿做着群众演员，而不是走上历
史的舞台，站在聚光灯下。

一切似乎是那样的偶然。香樟树
下，走来了一群外地人，口音很杂，湘音，
川音，鄂音，仿佛河流汇聚了天南地北无
数的水滴。他们是红一方面军和江西省
行动委员会的领导者。攻击长沙不利，

“左倾”冒险主义甚嚣尘上，仗该如何打，
道路该怎样走，成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
等人沉甸甸的心事。他们决定坐下来，冷
静地分析形势，梳理脉络，寻觅出路。

陈家闹的一家杂货染店里，那些注
定留在史书上的人，逐一发言，理性思
考，既有英雄所见略同，也有因分歧引发
的激烈争论。摆脱“左倾”错误，停止进
攻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行
动，统一红一方面军和江西党的思想，渐
渐成为共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
及江西党的任务》决议也得以通过。经
过深思熟虑，毛泽东趁热打铁，提出了

“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为红军取得第
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打下基础。

屋后的古樟，自然是“罗坊会议”与会
者小坐或散步的好去处。古樟繁茂的枝
叶犹如巨掌，托起穹隆和云朵，飞鸟轻捷
地掠过，或者滑落到枝丫间，跟人们打招
呼。树下的人没有心情倾听鸟的清唱，他
们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操劳，他们有太多的
困难需要克服，他们有太多的试卷需要答
题。小小的陈家闹，此刻，是中国棋盘上
的卒子，如何前进，事关革命成败。黑云，
一重重压过来，必须主动拨开，才能见到
灿烂的阳光。一周的时光，即便对于一个
人的一生而言，也可谓短暂，可是90多年
前陈家闹的那一周，决定了一支革命军队
的重生。

90余年后，我缓缓走在一栋面阔三
开间的店堂式砖木建筑里，不见忙碌的
伙计，听不到嘈杂的市声，我凝视着大厅
前室墙壁上的一张张照片，他们已经隐
藏起来，成为袁河深处的秘密，成为草木
间不可言传的暗香。忽然想起一副对
联：“二三更时凡功名皆成幻境，一百年
后无少长俱为古人。”能够被后世铭记的
名字，是那般的寥若晨星，无疑，陈家闹
的这些过客注定耀亮星空，他们以如椽
之笔写就了一部大开大合的史记。

被鸟声牵引到了古樟边。尽管有一
部分枝干意外枯萎，但并不影响香樟树
的仪表，它依然沉稳冷静，仿佛陈家闹的
庇护神。当年的金戈铁马、风雨如晦，被
古樟收留于纹理里，享受眼前的宁静，是
一件多么愉悦的事情。

有女人坐在门口洗衣裳，那双手在
搓衣板上下反复游动。偶尔，她抬头看
我一眼，目光里充满疑问。这种表情，当
年也一定挂在陈家闹百姓的脸上，而答
卷，由历史评定。

我在想，其实，古樟就是陈家闹的另
一个祖父。

二
袁河的低吟如同朝露浮在皮家祠堂

前。经过修葺的祠堂基本保持原貌，古
色古香。空场地上立着一块石碑，刻着
一行字：皮家毛泽东与干部群众座谈会
旧址。

陪同的罗坊镇彭家洲村支书彭小平
比划着说，那年，毛泽东就是站在那个位
置向红军战士和老百姓作讲话。

我往四处打量，发现河堤上覆盖着
一层红土壤。彭小平介绍道，我们正在
打造红色名村，规划是以彭家洲村为核
心，往村委管辖的村组辐射。

皮家不大，不过几户人家而已。从
祠堂前的道路沿着袁河畔往东走，就是
彭家洲。罗坊会议纪念馆就建在那边。

我们直奔“兴国调查会旧址”。
绿树掩映下，一幢砖瓦结构的平房

朝袁河方向一字排开。不远处，是一丛
灌木、几间红砖房，彭小平说那是练兵场
旧址。时间改变着大地上所有的事物，
彭家洲无法例外。

我的目光，穿越 90 年时光隧道，凝
定于 1930年 10月下旬。在“罗坊会议”
期间，毛泽东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找了从
兴国县永丰区来当红军的傅济庭、李昌
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
北平、雷汉香等 8 位农民，召开调查会，
详细了解、记录了大革命前后兴国县永
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阶层的
历史和现状，以及土地革命斗争、8个家
庭情况，并在 3个月后整理写出了《兴国
调查》。那些夜晚，袁河裹挟着稻香东
流，马灯幽幽暗暗的光亮照暖一个个心
房。文字，可以记录世间的体温，也可以
诠释宇宙的真理。8位兴国汉子当时恐
怕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们因此成为历

史的见证者。
河堤下，杂树遍布，叶子黄绿相间。

有人谈起，童年记忆中，袁河畔生长着大
量乌桕树，霜降之后，从皮家到彭家洲，
看不尽的红彤彤，流霞飞丹，黄绿点染，
一派超尘脱俗的艳美。随着水运地位下
降和耕作文化的寒流袭来，乡野变得微
妙起来。面对旷野，我试图寻觅那些灰
布军装和红五星，那些被阳光晒黑的面
孔。云烟散尽后，眼前，只有静静流淌的
袁河。

河边，红军第一支工兵连架设的我
军历史上的第一座工兵桥——罗坊浮桥
只残余着南端的船锚。我曾经看过一张
老照片，一棵躯干皴裂的古树之侧，一个
男子和四个少年守在浮桥边，凝神看着
解放军战士列队过桥，岸上植物葳蕤，水
中倒影依稀，画面静美，时光祥和。须臾
转身，万物更迭，一切皆无法保持原貌。

我有点惆怅，说，为什么不能保存下
来？

现场一时沉默。片刻后，有人道，袁
河马上要恢复通航，浮桥即便还在，恐怕
也得拆除。

我注意到，这一段河面的确干净，应
该是专门疏浚的结果。上端的闹笏洲被
河流环绕，绿意葱茏，如朴拙的碧玉。风
吹波起，天高云低。眼前的彭家洲，是当
年召开工、农、红军万人大会的旧址。草
木覆盖了往事的痕迹。历史的面孔素来
以平静示人，时间愈合了所有的伤口，也
抹平了所有的悲伤。

远处，兴国调查会旧址藏在树荫里，
好像一蓬绿烟。过客如我，不过是袁河
里的一滴水，随众奔跑，或者无端消失。

三
穿过那座刻着“美丽彭家”的牌楼，

散发着清香的稻田扑入怀中。一栋栋砖
木结构的老宅子沿着溪流散布，像山中
老叟，沉寂，隐忍，自在，闲坐听风。这是
古村彭家，也是罗坊会议期间红军部队
驻扎的一个点。

青砖，黑瓦，飞檐，拱门，与云月缠绵
的翘角。这些行将消失的建筑，记录着
一个村庄的喜怒哀乐，缩写着人类与自
然进退的历史。

渝水区文化馆的彭小明老师引我来
到祠堂旁边的一片废墟前，说，这是我祖
父的故居遗址，听祖母讲，当年彭德怀就
住在这儿。彭小明的祖父叫彭自友，曾
经是村庄的管事人；祖母叫刘自英，3岁
时便到彭家当童养媳。罗坊会议期间，
血气方刚的彭自友与彭德怀朝夕相处，
结下深厚的感情。红军离开前，彭德怀
送给彭自友一面三角形的小红旗，亲手
在上面书写了一个“彭”字，并叮嘱说，待
到革命胜利时，你可以拿着这面红旗来
找我。万人大会召开那天，彭自友特意
带上小红旗到场助威。散场时，敌机轰
鸣着逼近罗坊，部队往峡江县方向撤退，
彭自友拔腿追赶，渴望再看一眼那个爽
朗的湘潭汉子。然而，烟尘弥漫，人影越
来越模糊，最后融入山野。此后的日子
里，彭自友将红旗珍藏于樟木箱底，遗憾
的是，他没有等到全国解放那一天便与
世长辞，小红旗也在动荡的岁月里没了
踪影。

故物尽失，唯有遍地的南瓜苗在匍
匐。废墟前，我发着呆，想着一些活泼泼
的场景，想着一些声音、话语、心跳。鸟
雀不知人间事，动辄发出动静，啁啾婉
转。我倒愿意以为它们在用方言寻找故
人。

彭小明说，祖父安顿好家事后，曾经
去峡江一带寻找过彭德怀的部队，想参
加红军，可惜无果而返。

每一个人都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丰
富史记。只不过，绝大多数人将自己的
一切交给了草木。彭德怀在彭家古村的
日日夜夜，口耳相传于老人们，一些细节
渐渐湮没。彭家有多少后生参加了红
军，他们的英雄事迹又有几何，怕是永远
无法得知。

沿着小径慢行，一幢幢老建筑蹲在
野草灌木间。松树、柚子树、乌桕树零零
散散地落脚于溪边。这几年，彭家的村
民纷纷迁往公路边的新居，清一色的楼
房，跟城市小区无异。凝视着那些缄默
的老建筑，彭小明向我透露：打造彭家洲
红色名村的工作进展顺利，彭家古村也
有望盘活，迎来新生。

雨点若有若无，草木无声。眼前，重
新浮现出那些灰布军装和五角星，那一
副副青葱的面孔仿佛风撒下的种子，在
袁河两岸开成不败的花朵。

一
又到油菜花开的时节了。
忽然一夜春风起，昨天还是青绿绿的田野变

得金灿灿的一片了。
最壮观的是平原地区的油菜花，那无边无际的

金黄，像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诗，随着风的轰轰烈
烈的旋律，一直奏响到与蓝天相接的地方。又像一
张铺在大地的巨大金色护身符，用吉祥无量的佛
光，保佑着黎民百姓的安康。与世间任何事物一
样，单独的一株或几株油菜花也许并不醒目，但当
无以数计的油菜花聚合在一起，就会汇成一片铺天
盖地的金色，让人震撼，让人博大，让人亢奋，油然
在心中升起一种高贵，一种阳刚和一种豪迈。

比起平原来，山区的油菜花又是另一番景
象。你看，一层层梯田把一道道金黄从山洼托向
山腰，好似在青山之间挂上了一幅金色的油彩。
在这金黄之中，又涂抹着一片片粉墙黛瓦，舞动着
一条条银练般的小溪，灵动中透着妩媚，斑斓中浸
着诗意。突然一阵云雾涌来，天地披上了一层白
色的轻纱，金黄的花儿和苍翠的山峰顷刻间不见
了。过了不久，云雾消退了，满眼又是一片金黄和
青翠。就这样，随着云雾的来来去去，色彩也不断
变幻着，一会儿是茫茫的白、一会儿是耀眼的金，
一会儿是悦目的绿，使人好似坠入一种如醉如痴
的梦境。

不知什么时候，一辆辆大大小小的客车拖来了
一群群城里人，于是一阵阵欢声笑语在油菜花海里
荡漾开了。大概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片美丽的花
儿，开始时大家拿着手机一个劲地拍照，巴不得把这
金色的世界都收入镜头。没过多久，不少人觉得这
样还不过瘾，于是又玩起了拍照的新花样，有些穿着
红衣服的女青年站在油菜花中摆着各种姿势，那画
面就是活脱脱的金黄丛中一点红，简直亮极了。有
些妇女摘下披在肩上的红纱巾，拼命地向上挥动并
跳跃着，那样子犹如一朵朵红云在金黄的花海中飘
动。一些中年男女摆开了一字长蛇阵，各自做着不
同的动作，好像在表演着一场花海现场秀。有些老
年人沿着花径缓缓徜徉，时而驻足远望，时而低头凝
视，孩儿似的童真不时露在他们脸上的皱褶里。有
些年轻人干脆扮着各种怪相，随心所欲地玩起了自
拍。一对对的初恋男女静静地躲在花地的一角亲昵
细语，仿佛除了这金黄的伊甸园就没有别的世界。
一群群小孩在花中奔闹嬉戏，尽情享受这天然花海
带给他们的乐趣。这时，不远处，一位老农扛着一张
犁头，赶着一头水牛，慢慢地走上了古老的石拱桥，
桥头是参天虬劲的古樟，桥下是清澈奔流的溪水，两
边是竞相盛开的油菜花，多么绝妙自然的构图呀！
惹得许多摄影爱好者赶紧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架
起一排排“长枪短炮”，“咔嚓咔嚓”一阵狂拍，一幅幅
新颖怡人的瞬间就此铺展开来。

油菜花，成了现代旅游的一道美丽风景，成了
人们闲适生活的一道精神点缀。

二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很长时期里，油菜花可没

有现在这么幸运。
那时候，没有谁会去注意油菜花，没有人会去

专门观赏油菜花，也没有人认为油菜花也是一种
“花”。同水稻一样，油菜只是农村一种普通的农
作物，默默地生长在田野和山沟，只有农民才会对
其重视和爱惜。

因为在庄稼人眼里，这油菜花关系到他们一
年的食用油。如果年成好油菜花开得旺盛，油菜

籽就收得多，那一年的食油就不用愁了；倘若年成
不好油菜花开得稀疏，油菜籽就收得少，那菜碗里
恐怕就有好几个月见不到油花了。

每年深秋来临，是种油菜的最好季节。晚稻收
割以后，农民们在一部分田地里撒播红花草，这是
来年水稻的主要肥料。不像现在，种水稻全靠化
肥、农药和除草剂。过去是在春耕时把经过一冬长
得茂盛的红花草用犁翻入土里沤烂，这样水稻的生
长就有充足的有机肥了。另一部分稻田则用来种
油菜，俗话叫“冬种”。这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农
活，先要把稻田翻耕耙平，接着用锄头扒出一条条
浅沟，再接着用草木灰和磷肥把油菜种子拌匀，然
后装在撮箕里，沿着浅沟弯腰用手一撮撮抛种下
去。幼苗长出后，还要进行施肥、排水等田间管
理。等到第二年春天，满畈的油菜花开出了一片金
黄，不久就结出了牛角似的细长果荚，里面躺着一
粒粒又黑又亮的小小油菜籽。这时，农民们一面收
割油菜，一面在收割完了的田里种上水稻。

春耕结束后便开始榨油，那场面真有点像打
仗似的，但也是最开心最痛快的时候。榨油坊建
在村外，油榨用一整根粗大的树干做成，长约五
米，直径一米多，中间镂空成一个长方形的“油
槽”。男人们打着赤膊，穿着短裤，腰扎围布，先把
一筐筐油菜籽倒进热烘烘的大锅里炒熟，接着倒
进碾盘里用牛拉着碾碎，再接着装到木甑里蒸熟，
再接着取出来填入用稻草垫底的圆形铁箍里，做
成一个个胚饼，再接着将胚饼装入“油槽”里，最后
用木楔夹紧。这些程序完成后就可以开榨了。于
是，几个身强力壮的中青年便站在一根从屋顶横
吊下来的大木锤两边，喊着“一、二、三”，把木锤一
起用劲狠狠地向木楔子撞击，随着一声声“咚咚
咚”惊心动魄的炸响，菜油便源源不断地从中间的
油孔里往下流。一股浓浓的油香味也随之在榨油
坊周围弥漫开来，直沁人的肺腑。大家知道，那流
下来的不是油，而是生活，是生命，是希望。于是
就拼尽全力反复不停地撞击，直到油流渐渐变成
了油滴，最后连油滴也没有了，变成了一个个圆圆
的渣饼，他们才不得不停了下来。晶亮的汗水伴
着闪闪的油光，映在他们的脸上就像一朵朵盛开
的油菜花。

这是一朵朵怒放在人们心里的油菜花。
也许是生活中越不可或缺的东西，人们反而

会越不当一回事，往往越会轻视和忽视，甚至视而
不见。对于油菜花，历代文人骚客很少有描写和
歌咏它的。宋代诗人杨万里曾写过一首诗说：“篱
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
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只不过是把油菜花当做陪
衬而已。元代诗人黄庚算是又进了一步，把油菜
花喻为烂漫的春色。他在《田家》诗中写道：“流水
小桥江景路，疏篱矮屋野人家。田园空阔无桃李，
一段春光属菜花。”宋代诗人张夏倒是专门写过一
首名叫《沁园春·咏菜花》的词，其中上半阕说：“一
望金铺，接段分邱，长堤短塘，羡欺桃压李，连天烂
漫，迎风著露，遍地飘扬。”这应该是在写油菜花的
诗文中最为大气和形象的一首了。

描写油菜花最直观的一首诗当属清代乾隆皇
帝所作。全诗是这样的：“黄萼裳裳绿叶稠，千村
欣卜榨新油。爱他生计资民用，不是闲花野草
流。”初次读来，这首诗确实有点“打油”的味道，缺
乏那么一点艺术与诗意，但写出了油菜花的品性，
写出了油菜花对于民生的特殊作用。较之文人士
大夫们写的那些“唯美”油菜花诗，乾隆的诗可以
说思想要开阔得多，意境要高远得多。这也许就

是乾隆皇帝与一般文人士大夫的区别吧？
从乾隆的诗中，我们看到了油菜花的另一种

美。

三
在我的印象中，油菜花旅游热的兴起是近些

年的事。让人有些不解的是，世上的花有千万种，
人们怎么独独对那一片片生长在庄稼地里的油菜
花感兴趣？有的甚至钟情和喜爱到痴迷的程度。

是改革开放提升了人们的审美情趣？是人们
想在现代化的五光十色中返璞归真？是油菜花那
大片的金黄能给人带来一种满满的富贵？抑或是
油菜花本身就让人养眼养心又养身？

如今，在许多地方，春天的油菜花已成了一道
必不可少的风景，不单单景区是这样，不少农村也
把大片的田地种上了油菜花。真要佩服第一个发
现油菜花观赏价值的人，是他让开在田间地头的油
菜花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了与国色天香的牡丹一样
瞩目的花卉，并发展成了一个雅俗共赏、欣欣向荣
的旅游项目。可见，只要有了敏锐的市场眼光，就
能发现商机，创造需求，把一些原本不起眼甚至很

“下里巴人”的东西在市场上畅销和流行起来。
其实，岂止是油菜花，过去很多无人问津的东

西现在都倒过来变得吃香了。过去对红薯青菜野
菜之类，人们根本不屑一顾，现在它们却成了餐桌
上的美食佳肴了；过去人们以穿“的确良”之类的
衣服为荣，现在却喜欢穿棉布粗布衣服；过去人们
讨厌到山区和乡下去，现在却一窝蜂似地往那里
涌，怪不得现在不少山区和农村都建起了“度假
村”“农家乐”，那挂在门前的一串串红灯笼就昭示
着这生意非常红火。

我原以为，在景区和农村的田地里种上油菜
花供人参观，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大好事，既可以让
游客享受花的美丽和芬芳，又可以增加景区和农
民的收入，还可以为人们提供天然的有机食用
油。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景区种的油菜
花只是供人参观的，只开花不结子，就是结了子也
不榨油。我不禁有些愕然，好端端的农田，种些好
看但不中用的油菜花，这不是一种奢侈和浪费
么？不仅如此，有些地方为了吸引游客多赚钱，还
专门培育出了不同颜色的油菜花，黄红蓝黑白橙
紫，可谓是绚丽多彩，美不胜收。可是，这些油菜
花好看是好看，但闻起来没有一点香味。这也难
怪，无论多棒的动植物一旦为人工所繁殖，原来的
那个天然味道就丧失了。尽管没有花香，但是许
多游客还是在花海里流连忘返，久久不愿离去。

由此，我又想到了时下各地正在打造的“观光
农业”。据说这是集农业生产、环境美化和旅游功
能于一身的现代田园农业。这创意也许是好的，
出发点也无可非议，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地确实要通过大
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来不断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
神需求。但我们也千万不能忘了，农业是我们的
命根子，决不能为了赚钱把农业弄歪了，在农田里
光种一些仅供参观的油菜花之类，一味地去搞那
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倘若都把农田变成种
植花草的公园，都把农业变成观光业，那就会严重
地影响粮食生产。一个十四亿多人口的大国缺少
了粮食，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十分可怕的。花
儿虽然很美，但毕竟不能当饭吃。没有花的日子
可能有些单调乏味，然而没有饭吃的日子是万万
过不下去的。

油菜花要种，但绝不能单单为了好看。

罗罗坊坊：：
草木与草木与袁河袁河
隐藏的隐藏的史记史记

□□ 彭文斌彭文斌 油菜花咏叹调油菜花咏叹调油菜花咏叹调
□□ 刘上洋刘上洋

电视剧《清平乐》中，晏殊告老还
乡时提到的归处“临川”便是而今我
所居住的城市“抚州”。作为江右古
郡，历史上曾有多位名儒巨公从此地
走出：曾巩、王安石、汤显祖……他们
浓墨重彩所留下的千古文章使抚州
在中国文化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可历史是冰冷的，文化一词又
略显得虚无飘渺，对于居住在这座
城市的人们实实在在的感受是，这
是一座被公园包围的城市：我们居
住在公园里。

12 年前，作为外地人的我来到
这座城市西郊的上顿渡镇。城市边
缘的地理位置，给了我打量城市变
化的最佳角度。那时，抚州很小，赣
东大道作为唯一的繁华街道，连接
着文昌桥头的老城，临水而居的木
板房透着历史的味道。除此外，更
多未被开发之处以农田和荒地的形
式呈现，散布在城市周围。随着向
莆铁路的通车，抚州像是从时代长
河中慢慢苏醒过来，商圈、学校、高
档社区……一座座建筑拔地而起，

新城建设骤然提速。而连接这些快
节奏标志的，正是那一座座公园。

2012年，我在凤岗河沿岸购房，
正式在抚州扎根落户。那两年，我
父母最爱逛的就是梦湖公园，交房
前，他们经常以看新房为借口，跑到
梦湖公园散步。他们坐在湖畔吹着
湖风，观花看树，和垂钓的老者扯上
几句，要么在亭子里打个盹，优哉游
哉便是一整个下午。我谈恋爱找了
个本地姑娘。有一阵子，城东的汝
水森林公园火了起来。夏天的雨水
过后，我第一次带着未婚妻和父母
一起逛的公园就是汝水公园。闲谈
漫步间，几只小龙虾出现在路边的
湖水旁。未婚妻说，许是谁逛完菜
市场来到公园时从兜子里掉出来
的。可我更相信它是从湖里爬出来
的，便来到湖边。果不其然，鱼和螺
蛳等活物出现在水中，让人一下来
了兴致。想想，这与大都市人们对
于返璞归真的向往截然不同，抚州
本来就是“璞”的，这是荒地变公园、
乡村变城市的过程中特有的景致。

几年时间里，名人雕塑园、梦岛
公园、花语梦园、凤岗河湿地公园等
一批公园雨后春笋般落成，给居住
在这座城市的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
去处。公园起到了很好的连接作
用，连接着新楼与旧居、新城与旧
城，使原本断裂之处连接成片、扩大
着城市的外延和格局；他还连接着
过去与现在、历史与当下，当文化元
素渗入到公园之中，公园就成了居
住此地的现代人，尤其是如我这般
的外地人了解城市历史的最佳渠
道；同样，他还连接着快与慢，漫步
公园时，人们终于慢了下来，懂得思
考历史的来龙去脉，也思考着自己，
以及自己与城市的关系。一座座公
园落户抚州，原本破落的景象被取
代，从高处俯瞰，一块块绿地点缀其
中，让城市不再仅有钢筋水泥的冰
冷，让城市花团锦簇，焕发生机与活
力。

这其中，每个公园又尽显特色：
名人雕塑园主打历史名人为特色，
从古代史上的抚州文化名人到近代
史上革命将领的雕塑，应有尽有，历
史底蕴尽览无余。借着“汤显祖戏
剧节”的东风打造的梦岛公园是一
座戏曲文化的主题公园，中国戏曲
博物馆坐落其中，将以“临川四梦”
为基础的抚州戏曲文化与中国戏曲
文化融会贯通，戏曲架起了抚州与
外界联系的最壮阔的桥梁。花语梦
园顾名思义是花的海洋，名目繁多
的花草，令人赏心悦目。凤岗河湿
地公园和汝水森林公园则承担着打

造湿地生态的重任。
甚至，不同的公园都体现出不

同的季节性：春天，最适合去凤岗河
湿地公园和汝水森林公园，感受绿
色植物的复苏。这是父亲的最爱。
他某一次在“休闲健康小道”旁成片
凤尾竹里嗅到了北方老家的味道，
感叹道，这多么像北方的青纱帐！
那首名为《青纱帐—甘蔗林》的诗歌
随即从唇齿间蹦出。夏天时，母亲
和妻子最爱徜徉在花语梦园的花海
中，人的美貌被比了下去，愈发觉出
微不足道来。在秋天丰收的季节
里，不妨带着小猫小狗或者拎只鸟
笼来梦岛公园听段戏，内心“名城”
百姓的优越感有没有战胜工作的挫
败呢？当冬天姗姗来迟，名人雕塑
园的宽阔广场成了孩子们的最爱，
放风筝、轮滑之后，再给孩子来一次
文化教育未尝不是最佳选择。这些
公园，就像超市或饭店里的菜肴，为
喜好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季节里提
供着不同的选择，为百姓在快节奏
的城市发展中提供了放慢角度、洗
涤心灵的空间。

作为国家园林城市，抚州的人
均公园绿化面积达到 16.6 平方米，
环境综合评价居全国第七、中部第
一。这其中，还有各个县的功劳，资
溪、乐安、南城……每个县城都是一
座公园。抚州，这座当之无愧的宜
居之城，让“住”在公园里的我可以
和任何一棵身旁的树称兄道弟，我
们一同呼吸，一同感受同一片蓝天
下醉氧后的畅快。

滕阁听风

家家住公园里住公园里
□□ 王明明王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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