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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透过茂密的樟树林，洒落在
青草地。每次来到叶坪革命旧址群，
李运兰都会好奇地想起，伯父当年是
爬在哪棵樟树上，观看那场激动人心
的红军阅兵式呢？李运兰的伯父李
友林，是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勇士
之一。2020年秋，和李运兰一起来参
观叶坪旧址群的，还有李友林的两个
儿子——他们从北京回乡料理旧居
修复事宜。

李运兰的老家，在瑞金市泽覃乡
明星村大村脑，一个叫凰岗的村落。
家族事宜料理完毕，李运兰就陪着堂
兄弟来到叶坪，跟随父辈的目光追溯
那场久远的阅兵。正是这场阅兵式，
让李友林下定了决心参加红军，成为
共和国摇篮、红都瑞金走出去的一位
红军将领。自1953年回到阔别18年
的家乡，李友林隔五六年就会回乡。
说起当红军，他总会跟族人讲起年轻
时看过的那次大阅兵。

叶坪举行阅兵式那年，李友林才
17岁。凰岗民风彪悍喜欢习武，李友
林自然成了一名练家子。家族的祠
堂，既办起了私塾又成为练武的场
所。李友林的父亲李仁彪，正是当地
文化、武功皆属上乘的名人，年轻时
参加过清军，光绪年间还被授予五品
武官。李仁彪经常督促李友林和侄
儿一起学文化习武艺。正是这股习
武的意气，让他会走上五六公里乡村
道路，特意到叶坪村去看阅兵。

李友林早就知道叶坪正在经历
世纪之变。1930 年春，瑞金已是苏
区。在沙洲坝一个叫乌石砻的村子
里，徐特立开办了列宁夜校。李友林
念过私塾、上过绵江中学。凭着这点
文化底子，他被招到列宁小学教员训
练班，结业后就在乌石砻的列宁小学
任教，不久又回到自己的村子凰岗当
老师。李友林发现，列宁小学与私塾
有很大的区别，无论是学年设置、组
织编制，还是课程科目、修业年限，都
规定得清清楚楚，仿佛天下正在用心
安置一张张安静的课桌。但仍然是
战火纷飞的年代，来不及新建校舍，
学校大多设在祠堂。没有课桌凳，就

用门板和砖头搭起台子，课本却是苏
维埃政府专门编写的。村里的孩子
都能免费上学了，每个村庄都能听到
朗朗读书声。

苏维埃，列宁学校，这些新鲜事
物让年轻的李友林激动而兴奋。但
更值得兴奋的还在后头。1931 年 5
月，李友林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年秋天，李友林发现有好多红军朝
叶坪进发，仿佛那里要举行一场隆重
的庆典。经过打听，李友林终于明
白，原来是瑞金要变成首都了！就在
叶坪那个村子，那片樟树林里，要召
开一次全国的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
临时中央政府。而在开国大典之前
要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场地就选在樟
树林边上。来自各地的官兵提前一
周就来到了叶坪，开始抬炮持枪、队
列正步等训练。喜欢练武的李友林，
一有空就看操练。不时能听到国民
党飞机掠过，打破列宁小学的安宁。
好在红军在山头设了监视哨，发现敌
机立即鸣枪示警。

11月 7日，这是一个让李友林难
忘的日子。一大早，他叫了村里几个
青年人，一起来到叶坪村。来到谢氏
宗祠，往东头的樟树林里一看，果然
有个检阅台搭建好了，横梁贴着大红
的会标，后幕悬挂着两个长胡子外国
人的画像，两侧是工农红军军旗，宽
敞简洁、威严大气。李友林后来告诉
李运兰，他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就是在
这个检阅台上。李友林找了一棵大
樟树，凭着一身功夫，利利索索爬了
上去。一个个大人物登上检阅台。

“中央政府今天正式成立！”台上传来
一句高亢的声音。石破天惊，会场响
起一片欢呼。随后，两位首长骑马检
阅部队，列队整齐的官兵向台上行注
目礼，毛泽东、朱德等人不时微笑着
挥手致意。

在嘹亮的鼓号声中，阅兵开始。
平射炮方队、重机枪方队、轻机枪方
队，步枪、警卫、军校等方队，个个威
风凛凛。阅兵过后，毛泽东主持隆重
的授旗、颁奖仪式。看到红军指战员
雄赳赳、气昂昂的模样，李友林暗自

下决心，也要当红军，也要拿勋章！
樟树林种下的梦想，很快成为现

实。就在阅兵式举行的这个月，村里
开展扩红运动，李友林报了名，一起
参军的还有他的弟弟李友玉，以及三
个堂兄弟。李友林人高马大，武艺又
好，骁勇善战，正是当兵的好料子。
1932年 5月，李友林从红五军团转到
红一军团，当上了连政治指导员、党
支部书记。1933年春天，李友林又来
到红军政治学校培训。算起来，这是
他第三次上学了，从私塾到绵江中
学，从列宁夜校到红军学校。学校就
在瑞金城区杨氏宗祠，古老的祠堂再
次成为传播文化的场地。这里与凰
岗一江之隔，李友林不时回家，父亲
趁机为李友林张罗了一桩婚事。

红军学校结业后，李友林回到红
一军团，1934年 5月参加了广昌战役
后正式入党，来到了少共国际师。李
友林成了政治部指导员、党支部书
记，不时能看到《红色中华》报。他自
己看报，也给战士们读报，从而知道
家乡发生的一件件大事：党中央从上
海搬到了瑞金，驻在了下肖区；自己
教过书的村子乌石砻，成了中革军委
驻地，邓小平同志还办起了《红星
报》；苏维埃中央政府迁到了沙洲坝，
正在兴建大礼堂；二苏大会隆重召
开，毛主席作了报告；大会诞生了全
新的国旗、国徽、军旗……通过《红色
中华》报，李友林也知道瑞金成为扩
红模范县，一个个模范师、工人师、少
共师成立起来，越来越多的红都儿女
开赴前线，保卫江山。但是，李友林
也感觉到战斗越来越残酷。1934年
9月初，李友林的部队取得温坊战斗
胜利，回到瑞金叶坪的一个村子整
训，随后开赴兴国参战。不久，李友
林和战友们接到战略转移的命令，踏
上万里远行的征途。

长征前，五个兄弟匆匆回到凰
岗，在宗祠里磕头话别。告别家乡瑞
金，走过万水千山，最先回到瑞金的
是李友玉。1937年秋，他突然出现在
凰岗，把哥哥李友林的一封家书交到
了父亲手上。李运兰从小就听爷爷

讲起那封神奇的家书，信件上写着
“延安抗大”。李运兰说，如果不是大
伯李友林长征立了大功，登台受到表
彰，就不会有这封穿越万里的家书，
父亲李友玉就不可能从延安回到瑞
金。就像叶坪的阅兵式，中央红军到
了延安后，也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大
会，也颁发了许多勋章，而其中有一
枚就属于飞夺泸定桥立功的李友
林。李友林站在了延安表彰台上，不
由想起叶坪的那片樟树林，那座阅兵
台。

延安离叶坪很远了，一北一南
相隔万里。但亲人很近，李友林的
兄弟就在表彰台下，会后大家相认，
拥抱着大哭一场。这时五兄弟还有
四人生存。但不久，两个堂哥参加
了平型关战役，打扫战场时不幸被
装死的日军射杀而亡。李友林进了
延安抗大，再次回到校园学习。清
清延河水，让李友林想起了家乡的
绵江。念及双亲，李友林决定派受
伤的弟弟回家。李友玉回乡完全符
合规定，即家中男孩全部参军，父母
年迈又无子女照顾，其他兄弟还在
部队当兵，同时因身体负伤暂时无
战斗力。经部队核查批准，李友玉
再次迈步长征，不过这一次是走向
家乡的归途。

沉甸甸的家书，带着一路的雪山
草地，带着一路的烽烟血迹。兄弟多
牺牲，前路犹烽火，李友林在信中劝
妻子改嫁，不知道此前父亲已作了安
排。一封家书，两地牵挂。此后，李
友玉在家乡东躲西藏，直到解放。而
李友林一直在军队，1953年才踏上归
途。过了几年，李友林带着他的上校
军衔、独立自由勋章、八一勋章、解放
勋章回到家乡。一次次获得勋章，一
次次回到叶坪参观，李友林总会在樟
树林怀念青春往事，总会想起那场阅
兵，想起检阅台上那些闪耀的勋章。

90年后，我在叶坪的樟树林里穿
行，仍然能看到那些勋章，听清那些
口号。我顺着李运兰的指点，仿佛看
到了李友林仍然趴在青枝绿叶间，朝
着年轻的梦想眺望。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

在键盘上敲打这些文字的时
候，我的眼前同时出现了刘惠坐着
电动轮椅驶向远方、黄德彪骑着三
轮车自如穿行、陈娇在晨曦里奔跑
的场景。

刘惠
刘惠是被零零星星的爆竹声唤

醒的。
这时，天光初开。她睁开眼习

惯性地往身旁看了看，丈夫并不在
身边。丈夫总是起得很早，里里外
外的事都是他在忙，全家的花销都
得他来赚，自己几乎帮不上一点忙，
连自身的日常都还要靠丈夫照料。
刘惠默默地叹了一口气，侧头看了
看一旁的窗户，这时候，丈夫在做什
么事了？边想着，边用手肘撑起身
体，挪动起来。

自从患上小儿麻痹症引起下肢
瘫痪，窗口就成了刘惠每天第一个
眼光落点。刘惠张了张嘴，有些恍
惚。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是在新
家了！不再是以前在广东打工的厂
房，不再只是面对一扇灰灰的窗！

一股喜悦在心头荡漾。是啊，
我有家了，我们有自己的家了！她
不禁哑然失笑起来，挪着身子让自
己靠得更高一点。窗外，丈夫正在
不远处的菜地里劳作，菜地里已经
绿油油一片了，再远点是一幢幢整
齐的楼房，如今农村和城里没有什
么两样，甚至比起城里还多了一些
好空气，少了一种喘不过气的逼仄
感。最抢眼的是一条宽宽的水泥
路，延伸到更远的地方，那是自己现
今不用丈夫背着也能去的远方！她
的视线马上从窗外收回来，目光停
留在了床前那副电动轮椅上面。

几个月前，帮扶干部来家访，了
解到自己的情况后，短短几天内就
通过帮扶政策向有关部门申请到了
这副轮椅。不仅换了电动轮椅，连
家里的厕所、进出通道都作了无障
碍改进。

刘惠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第
一次独自坐着电动轮椅在镇里穿行
的情形：花园般的街心广场、生机盎
然的田野、绿意葱茏的远山，还有空
气中飘过来一种淡淡的甜，那是自
由呼吸的味道。

整个牛年春节，这样睁开眼就
能品味到的幸福总会时不时地在刘
惠心里漾动。她下意识想起了一个
名字：陈娇！

刘惠这么想着，就冲窗外喊：
“彪哥——”

黄德彪
“哎！怎么不多睡会呐。”
对于妻子的呼唤，黄德彪向来

都不耽搁。他立刻站起身，抱着半
盆刚摘的“上海青”就往回走了。

“你先别回，我看地里的菜长得
好，多摘些下来，给陈娇妹子带一
点。”黄德彪应了一声，又转回菜地
里去了。

回到家，黄德彪先把妻子从床
上抱到电动轮椅上。看着电动轮椅
往卫生间去，心里升起一股欢喜。
以往都要帮着妻子洗漱，然后背着
去做各种事情，最为内疚的是，自己
去厂里做事了，妻子就只能在家里
呆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家里过一个春节，对于每一
位在外务工者来说，是最平常不过
的事情。但对黄德彪而言，却是一
个渴望却难以企及的梦想。

老家的土坯房早已倒塌，自己
身患肢体三级残疾，没有收入来源，
只能跟着弟弟在广东做点简单的活
计。每到春节，大家都回乡过年了，
自己就在厂里值守，这种背井离乡
的日子，一晃就是20多年。

黄德彪自己也不会想到，这个
已经被他沉到心底最深处的梦想，
会在一通电话之后被重新唤起。

电话是老家的扶贫干部打来
的，问了很多情况，也说了很多……
挂了电话，黄德彪有点懵，倒是旁边
的妻子先开的口。

“她说会给我们解决房子的问
题，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黄德彪一口就否定了：“不可
能，我们在老家的屋子早就破败得
不能住人了，她自己花钱重新给我
们起一栋吗？”

“听上去人家是真心为我们考
虑。”

“不会有这样的好事吧。”黄德
彪记得自己当时是这样说的。

可天下原来真的有这样的好事
啊！那位扶贫干部三天过后又打来

了电话，说房子的事情基本上办好
了，就等着自己回乡办手续！

回乡！在家过年！黄德彪做梦
也没有想到，20多年的梦想竟然成
了现实。最重要的是，妻子再也不
用跟着自己颠沛流离，再也不用担
惊受怕地无根漂泊。

回到家乡的黄德彪还找到了一
份工作，给一家电商企业当蔬菜配
送员。每天清早五点骑着三轮车去
配送站取菜，送到几个单位食堂，八
点多钟就可以回到家照料妻子和孩
子。加上镇里安排的公益性岗位收
入和各种政策性补贴，一年下来，家
庭收入可以达到四五万元。

黄德彪也经常会觉得置身梦
里，他和妻子提及最多的是这位扶
贫干部的名字：陈娇。

陈娇
“彪哥，在家乡过年的感觉怎样

啊？”
“每天都像做梦一样！不不不，

做梦都不敢想的好日子！还有，你
等等啊，小惠还有话跟你说……”

听着听筒里夫妻俩你一言我一
语的声音，陈娇的眼里突然蕴满泪
水。她委婉地拒绝了对方刚刚摘下
的新鲜蔬菜，却收下了那份朴实无
华的心意，和满满的情真意切，她收
到的不仅仅是这对残疾夫妻脱贫之
后的喜悦，更有一种对未来生活的
信心和期待，分明是“要我富”到“我
要富”的生动写照。

长着一副姣好面容的陈娇其实
一点都不娇，喜欢长跑的她有着多次
参加马拉松比赛的经历，几乎每天早
上，都要跑上几公里，心里才踏实。

比起长跑的爱好，陈娇心里还
有另一个让她更加倾注热情和汗水
的跑道：扶贫路。

“要让黄德彪一家人在家乡过
个安稳年。”这是一年前陈娇在晨跑
时突然冒出的念头。一闪而过的念
头最终变成了现实，所有的委屈都
值得。

黄德彪夫妻只是陈娇众多帮扶
对象之一。身为龙安镇龙安村第一
书记，陈娇和同事崔璨承担了全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54户164人的脱贫
攻坚工作。两年多来，她们沉下身
子，一户户摸排、一件件事情落实、
一桩桩问题破解，也收获了一次次
的喜悦和感动。

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保障扶
贫、健康扶贫、精神扶贫……陈娇感
觉自己成了武林高手，练就了十八
般武艺，这身武艺并不是为了要和
谁一争高下，而是实实在在能够让
乡亲们生活发生变化的制胜法宝。

陈娇有一本扶贫日记，每位建
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后都会在名字上
打一个勾，并在每次的回访中做个
备注。每次看见这些名字，她的眼
前就会跳出他们脱贫前后的场景，
还有可以预见的未来。

每每这个时分，陈娇就能感觉
自己正在迎风奔跑，除了耳畔呼呼
吹过的风声，还有一份暖心的诗意
情怀。

诗和远方
因为工作关系，我很多次地在

那座有着“黎明山川”美誉的山城小
县停留。明清古街的岁月往事、船
形古屋的扑朔迷离、淳朴善良的当
地居民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个个美
好的印记。

这个扶贫干部帮助在外漂泊20
余年残疾村民圆梦的故事，我是从
当地宣传部领导的口中听到的，他
很多次地提起扶贫小分队的一对

“铿锵玫瑰”。这对 90后和 80后的
组合，承担了 164 位建档立卡贫困
户的帮扶工作。

早春时分，当这对组合中的一
员和她的帮扶对象一起坐在我的面
前，那份自然流露的融洽与亲切瞬
间感染了我。

最打动我的，是黄德彪夫妻之
间相亲相爱的默契和恬静。彪哥外
形有几分彪悍，但在讲述过程中，时
不时望向妻子的眼光里，分明柔情
似水。长相清秀的刘惠话不多，笑
意盈盈，爱意满满。从这对残疾夫
妻身上，我能够清晰感受到的是源
自内心深处那份纯粹的温暖和幸
福。

这份简简单单的幸福，和全国
近亿成功脱贫的群众心意相通，
背后凝结着千千万万扶贫干部的
智慧和心血，正是这份聚力同行
的暖心力量，唤醒了每一位追梦
者的诗和远方，创造了彪炳史册
的人间奇迹。

阳明湖畔
一片湖水，漫过来
一只凤头鸊鷉，游过来
清晨六点，当我站在
薄雾弥漫的阳明湖畔
我惊叹于这世上
最美丽的湖水
先于一缕阳光
起身迎接我
这些年来，由于热爱
我抵达过许多城市，村庄
树林和湖畔
那究竟是什么
让我来到了这里
这明镜般的湖畔
这黛青的远山
我就这样站着
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一轮朝阳被湖水推远
直到几株杨柳垂下返青的波涛

山中来信
多么欣喜，这个夜晚
当我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
满天星辰落入尘世，仿佛
触手可及。我们路过的
小桥，石阶，吊椅，芭蕉树
多么像写意画中的一隅
一直静默于风中
却从不曾感到疲倦
从不曾感到孤独
一场小雨抵达时
是我的朋友们转身离开时
也恰是我，真正归来时
当我推开门，打开所有的灯盏
我欣喜于这意外的温馨
美好与寂静
我深知我此刻爱上的
不只是一个
好听的名字

“山中来信，阳明湖畔
远可观山，近可揽月。”
我看着夜色在窗外

一点一点加深
我听见远处的山林
传出几声鸟鸣
我该如何告诉你——
我爱上了这个夜晚
我爱上了这湖光
这山色

赣南树木园
新年的第六天。因为一些注定的
重逢。我们又回到了这里
即便天空没有馈赠一场雪
我们仍然是，走在寂静中的人
那么多的南山茶结满花苞
那么多的枫香树落完
最后一片叶子
我们途经的人世，落日熔金
暮云合璧
一切都是那么美
一切都是那么好
我确信，我到过这里
仿若是在前世的某一个梦里
我遇见过的那些红豆杉，四照花
大叶山矾，珍珠金合欢……
如今，都得以重新遇见
我认出了它们
它们认出了我
当我们走进霜枫亭
把拾捡的落叶攥在手心
我知道光阴如此朴素
我知道无须多久
夜晚将带来一轮明月
我们怀抱着爱
怀抱着孤独
走在这蓬勃的人世

被远方唤醒的幸福被远方唤醒的幸福被远方唤醒的幸福
□□ 温温 凡凡

上犹组章
□□ 林林 珊珊

砚边吮毫

（组诗）

怡情
诗笺

樟树林的梦想樟树林的梦想
□□ 范剑鸣范剑鸣

更生，
你是我的本草纲目

□□ 曾雅娴曾雅娴

《本草纲目》说，菊，又名更生。
更生，更生，更还又生，有千百转的

唱腔，像是一个前朝记忆里就熟悉的名
字，缠缠切切伴我多年。

花木更生，年复一年，四季流转。
年年秋冬，此花开后百花杀，满城

尽带黄金甲。那份声势浩大的冲天香
阵，邂逅的是与山水风霜相逢的凛冽。

每望杯盏中的那朵朵金丝皇菊，捧
在手心是风送暗香暖，喝进嘴里，这普
通又清澈的茶，带着沸水的欢腾倒像是
一个绵长的吻了。

在江南秋后最多的就是菊花了。
婺源的皇菊分得极为细致，山头不同大
小不同，等级口感也不同。菊遇水则
活，是好生长的，形如手掌大小的绣球，
色如黄金，令人赏心悦目。每到这个季
节晒菊赏之，菊花入茶，也是一年中江
南人家老老小小都会参加的重头戏。

若是大金丝菊，一朵就足够，一丝
一丝的花瓣在杯子里，倒上刚煮好的热
水，这菊就在杯子里怒放起来，加一块
老冰糖，再扔几颗枸杞决明子，杯子里
点点轻响，环佩琳琅。要是刚刚好心火
旺，或是吃了火锅，这份并不名贵的茶
水更是就有了存在的意义。

若是毫菊，形态会比金丝菊小一
些，花瓣层层叠叠有一种娇憨的美，一
次抓五朵六朵随意，反正菊花茶是口粮
茶，满杯都是花并不昂贵，却也是一种
日子的丰盈。

我平生第一次采菊花做茶，是六年
前，机缘巧合参与了婺源的菊花节。那
漫山遍野的蜜色柔荑，在阳光下金灿灿
蓬松松。随手抓一把闻一闻，都是属于
人间烟火的香气。

田野里，也还会有并未采摘的菊，
依旧开得丰泽饱满，一簇一簇，沉甸甸
低过阡陌，微雨里金色花瓣散落在地
上，疏落成画，却是薄的，淡的，并没有
气势汹汹的张扬。

曾经在一家茶馆外面看到一只巨
大的茶碾，起初还以为是药碾。旁边工
作人员介绍是用来碾菊花粉末的。《本

草纲目》里的更生啊，
挫骨扬灰才知其味，
原来是药，也是茶。

菊。更生。
两个名字，一味茶药。
中药店里面半旧百子柜。从忍冬

黄菊到更生芒硝车前子。各有各的来
处和去路。

早些年还会在一屋药香里骄矜。
会握笔写下：一种清芬胜麝檀。

如今独自在异地书房慢慢听曲喝
茶。

偶尔在旧书里翻检着喜欢的篇
章。如同在清晨的菜摊上挑出爱吃的
萝卜番茄。路过玻璃会看自己影子轮
廓，然后是深远背景，裙裾散在风中。
这一个人的村落，时光停止，花事却浩
大，鱼笺雁书，你若问起，过往和以后，
自会收到朗月清风送问候。

不远处霓虹闪烁。与我无关。
想来白纸黑字，还是这世上最令人

踏实的一件事。
如果给菊一个寓意，菊的寓意应该

是“聚”吧？
风声雨声里，看岁月如梭，迟早把

看花人都变成迟缓步伐佝偻腰背，但屋
子里边灯火明黄，碗碟竹筷敲敲打打，
有人在厨房，烧水洗米摘菜，餐桌摆着
菊花茶，满的水杯，随意地披一件素色
棉袍；一切回到迟钝和满足的柔软姿
态，这聚是刚刚好。但总没有那么多刚
刚好。

“更生”你便是我的本草纲目。安
静自持，微苦自愈。

沿河已是柳萌发绿意，流水又是若
琴音，假如当这是“更生”，那就是了。

二十四桥栏永固，听闻松花依然酿
酒，假如当这是“更生”，那就是了。

万象又更新。那些回不去家乡的
人，成千上万的普通汇集在一起，粗茶
饭菊入茶，竟也是荡气回肠的。假如当
这是“更生”，那就是了。

渐行渐远渐无书。
更定更近更还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