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4B４ 井冈山 2021年 10月 15日 星期五JIANGXI DAILY
WENHUA GANPO■ 主编 罗翠兰 美编 杨 数B4B410

第 2212期
邮箱：cuilan1972@sina.com
电话：0791-86849202

心香一瓣

豫 章
随笔

一

捞刀河的水流并不急。清澈的河水静

静向前流淌，风一吹过她就有了笑纹。捞刀

河的笑纹一圈圈漾开，也漾开了从河流上方

刮过的一阵阵风的暖意，漾开了长在岸边的

野草野花的芬芳，还漾开了蹲在河边洗衣洗

菜的妇女们的笑声。

仿佛受到某种诱惑一般，我情不自禁脱

下鞋袜，挽起裤腿朝河水里走去。先是试探

性地，往前一点点，再往前一点点，看着没过

膝盖了，才站住，感受水流从我身边流过时

的惊喜和困惑。

年幼的时候，父亲告诉我：你要是实在

忍不住了，想下水了，就下吧！但是，记住，

一定要适可而止！

生长在一条河边，日日里与水打交道，

父亲曾经想教会我游泳，但是他没有成功。

我是喝着捞刀河的水长大的孩子。我

对这条河流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我在河边

嬉戏，摘些野花，追逐一只蝴蝶，捡一块小石

子，或者，干脆在河边的草地里坐下来，把脚

伸到水里去，用双脚拍打出一片飞舞的水花

来。

因为贪玩，我先后三次在捞刀河的盛水

期掉进河里。第一次，在河边洗衣的婶娘随

手操起一根竹竿伸向了正在河中挣扎的我，

我攀着那根竹竿爬上了岸；第二次，父亲一

个猛子扎到河里，把我捞了上来；第三次最

危险，我已经被水流冲出一段距离了，母亲

拼命呼唤，唤得下游不远处一个捕鱼的人把

我救了起来。

后来我们家建房子，特意将新房子建在

了离河边更远一些的山边。

母亲每日在我面前念叨，嘱我不要去河

边玩耍。说得多了，我总是记起几次掉在河

里被水呛到时的恐惧，河边自然而然去得少

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热爱着这条河。我在

自家屋门前驻足远望，望向我的河流。

我想父亲一定是看到了那条流淌在我

眼里和心里的河流，河流是不会干涸的，它

奔流着向往，也奔流着希望。

父亲给我讲《小马过河》的故事。

那时父亲在外地教书。他回家的时候总

会带我去河边走。我们沿着河岸走很久，父

亲有时让我停下细赏对岸美景，有时拉我绕

开一段险堤，有时则和我一起下浅滩戏水。

我生来胆小，父亲却教会我行事细致、

谨慎。

所幸如此，我未曾丢了一颗想尝试新鲜

事物的心。

二

少年的时候，我走过捞刀河上的桥，去

外地求学。

站在桥上，我深吸了一口气，俯身对着

河流挥了挥手，算作一种告别。

所有的河流都是有呼吸的。捞刀河也

不例外，她和生活在她周边的人们一样，呼

吸着天空的气息，泥土的气息，烟火的气息，

然后承载着如水的乡愁，流向更远的地方。

我是那河里的一滴水吗？注定也要流

向远方。

父亲送我。

我问父亲：“爸，为什么它叫捞刀河？”

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河里，有一

把青龙偃月刀呢！”

父亲说，三国时有一个叫关羽的军事

家，带领部下从这条河上乘船去攻打长沙，

不慎将自己佩戴的青龙偃月刀落在河里了，

从此这条河就叫捞刀河。

我再问：“那关羽后来找到了自己的刀

没有？”

父 亲 答 非 所 问 ：“ 青 龙 偃 月 刀 是 把 宝

刀。关羽是个大英雄。”

我看着捞刀河，她始终在静静向前流

淌。

其实以前我也听过这个传说。我所疑

惑的是，那把青龙偃月刀是否还在河里。在

家乡的传说里，关于捞刀河，故事的梗概都

是一样的，结局却各不相同。有的说，周仓

见关羽的宝刀落水，便跳下河，顺着水流追

了七公里，终于把刀捞了上来，物归原主；有

的说，关羽觉得这是天意，并不急于找刀，到

了长沙，原本有机会杀了敌人黄忠，却改变

了策略，最终让黄忠也放下了刀枪，归顺于

刘备。

第一次一个人远离家乡，我希望从博学

多才的父亲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父亲

却只给我一个令我深思的判断句。

一直以来，我情愿相信，关羽的那把刀，

是顺着水流流向了远方。

故事里，同样没有人告诉我关羽为什么

要去攻打长沙。但是我想，一把宝刀的遗

落，让军事家关羽改变了决定，那也许是眼

前这清清的河流触动了他。倘若战争四起，

刀挥剑落，这河流，是否还会一如既往地清

澈？

在所有与河流有关的词语里，我最不喜

欢的词是血流成河。

有时候，一个敢于发动战争的人是英

雄，一个敢于停止战争的人更是英雄。

我 相 信 青 龙 偃 月 刀 是 这 条 河 流 的 宝

藏。我相信，只要我顺着正确的流向走，也

许有一天，我能与那把青龙偃月刀不期而

遇。

但是，即便是我遇到，我要怎样才能真

正拥有一把青龙偃月刀呢？

它曾经的主人叫关羽。

父亲说：青龙偃月刀是一把宝刀。

父亲也说：关羽是个大英雄。

三

后来，我远离了捞刀河，在赣西生活和

工作，做了一个异乡人。

后来，我爱上了用自己的方式组合文

字，写一些关于童年和孩子的故事，成了一

个儿童文学作家。

有一次回家乡，给那里的孩子们上公益

阅读课，谈起自己的经历，我对他们说：我就

是一个“走江湖”的人，每年来来往往，从湖

南到江西，再从江西到湖南。

孩子们大笑。

我在他们的笑声里红了眼眶。

我笔下的每一个故事，都仿佛是活跃在

河里的一条鱼。鱼儿们畅快地在水草里游

来游去，和我捉着迷藏。我不得不在捕捉每

一条鱼的过程中，全神贯注。

我是从捞刀河里流过来的一滴水。那

些鱼儿们又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我们

在向前游的过程中相遇，然后开始彼此依

恋。

我游了多远，鱼儿们又游了多远，我同

样不得而知。我们相遇，又分开。也许在新

的河流里，又相遇，再分开，周而并不复始，

开启新的不一样的故事。

我并不总是美好，鱼儿们也是。我们在

向前游的过程中，碰上风浪，遇见激流，受过

污浊，触过滩礁。

然而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河流洗涤一

切。

我故事里的河流，多像那条哺育我成长

的捞刀河，我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她的波光荡

漾。

然而又有所不同。从此那一滴水，开始

有了大海的梦想。

四

前不久回到家乡，妹妹特意带我去了周

洛。

周洛是捞刀河的源头。在那里，我又一

次感受到潺潺细流所带来的心灵的宁静与

祥和。坐在山石间，听一曲不加任何粉饰的

泉之歌，掬一把没有任何污染的水之韵，整

个人都陶醉其中。

这是一条河流的源泉。

这是生命的源泉。

这同样是爱的源泉。

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探索生命的奥

秘，而是为了寻找一滴水的初心。

我的父亲给我取名为“虹”。有一首歌

里唱：童话说雨后会有一道彩虹，却不曾说

过她也会转瞬成空。我曾为此遗憾。但是

有什么关系呢？虹的绚丽是短暂的，在人们

的眼里；虹的绚丽又是永恒的，在人们的心

里。

虹的本质是水。她是如此幸运，作为一

滴水，遇见了太阳和天空，才描绘出让世人

难以忘怀的七彩美景。

无论她在空中如何绚丽，作为一滴水，

最终，她仍要回到大地的怀抱，回到河流，生

生不息，奔赴去往大海的途中。

每个人都是一滴水。

每个人都拥有一条河。

流淌，是我们的宿命。

一眼看不到边际的大棚上洒满余晖。远

处，青山偃卧，仿佛一条盘旋的龙，正托着夕阳。

这是丰城市董家镇密塘村。三两棵枣

树斜向那幢青砖瓦房，不时滴下鸟鸣。微风

吹拂，漂浮着一种清香。门额上，刻着“甜蜜

产业馆”五个字。门框两侧，悬挂着几块菱

形木牌，上面写满了当地农户自酿蜂蜜的品

种介绍，有桂花蜜、枣花蜜、冬蜜、百花蜜。

村支书饶利荣告诉我，密塘村境内富硒土壤

资源丰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非常适合蜜

蜂的生长，村里目前有 17 户人家在家门口养

蜂，年产蜂蜜 2.7 万公斤。

更让我惊喜的是，密塘村如今还是迷迭

香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达 1400 多亩，村口的

那片大棚，便是其中一部分。迷迭香，原产

于欧洲地区及非洲北部地中海沿岸，于三国

时期引入中国，现广泛应用于医药、食品、各

类油脂的保鲜保质及日用化工业。

一位肤色偏黑的壮实男子跨进门槛，他

是江西迭香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陈文斌。原本在外地创业的陈文斌，一直希

望为故乡的脱贫攻坚尽点力。前几年，正好

密塘村渴望发展产业，以帮助更多的贫困群

众拔掉“穷根”，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让

迷迭香在这儿落地生根。

陈文斌拿起桌上的迷迭香产品，一边麻

利地演示，一边打开了话匣：洗发露、洗手

液、沐浴露、面膜、牙膏，仿佛魔术道具，在他

的手中转动。围观的几名女子马上学样，将

洗手液涂抹在掌心、手背，瞬间，一股草木清

香沁人心脾。

“大热天里，在身上滴几点迷迭香，可以驱

蚊爽肤，改善睡眠。”陈文斌的脸上有些小骄傲。

一位穿裙装的女子忍不住赞叹：“这可

是朝阳产业呀……”

村道边，一头黄牛正在悠闲地吃草，偶

尔，甩甩尾巴。一女子用木桶从溪流里接了

水，颤悠悠地挑向菜地。夕阳仿佛油画大

师，将天空刷得金黄透亮，多余的颜料则泼

进了禾苗、流水、山冈。密塘宁静祥和，风里

的清香愈加馥郁了。

小巷幽幽。夕照给老墙、屋顶抹上了胭

脂。鸟鸣从檐角滑落。青石尽头，是一片树

木，柚子树的花香依然醉人，枇杷的果实青

青涩涩。一个个蜂箱，摆放在墙根、路边、树

下，仿佛古老的阵法。68 岁的养蜂人饶金根

站在青砖老屋前，黑瘦的脸上笑意盈盈。

老人利索地搬了 3 个板凳，摆在一棵沙

田柚子树前。落座后，我们聊起养蜂的话

题。晚霞披在身上，柔和地滑到水泥地上。

饶金根不善辞令，每次用方言说一句，便会

停顿一下，脸上甚至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笑

容。当然，有饶利荣在旁边当“翻译”，我们

之间的交流并无障碍。

饶金根与蜜蜂打交道的经历可以追溯

到近半个世纪以前，称得上是密塘村“养蜂

第一人”。历经风风雨雨，老人养蜂的规模

达到了 50 多箱，可是他愁啊，愁销路。村委

会得知后，上门服务，通过电商平台、微信帮

饶金根推销，众人拾柴火焰高，近千斤蜂蜜

很快销售一空。老人靠蜂蜜一项，年收入就

达到 4 万元。

一些村民眼热了，也滋生了养蜂的念

头。村委会自然全力支持，为此还专门成立

了蜜蜂产业发展小组，请专家登门培训指

导，积极拓宽蜂蜜产品销售渠道。热心肠的

饶金根成了“土专家”，带着大伙一块儿撸起

袖子干。他今天走东家，明天串西家，指导

乡亲分箱、摇蜜、喂蜜，常常忙得脚不沾地。

再苦再累，只要听到一声“谢谢”，他的嘴便

乐呵得收不拢，心里满满荡漾着甜蜜。

“我自己今年定做了 30 个箱子，准备扩

大规模。”饶金根指了指屋檐下。那儿，摆放

着一溜崭新的蜂箱。

我调侃了一句：“你现在不操心销路啊？”

老人摸了摸后脑勺，与饶利荣相视而笑。

霞光从蜂箱上缓缓滑远。一群蜜蜂落

在蜂箱入口处，依次“回家”。饶金根站起

身，走过去，小心地打开蜂箱，抽出一块木材

活框，轻轻凑近查看，满脸慈祥。密密麻麻

的蜜蜂聚集在隔板上，像一群玩累了的孩

子，终于偃旗息鼓，消停下来。一块，又一

块，老人从容地抽动、观察、归位，仿佛在检

阅自己的三军。

这时候，一群雀儿栖落在附近的枇杷树

上，齐声欢唱，扑簌簌，扑簌簌，枝叶摇晃，晚

霞摇晃，好像蜂蜜在奔涌、跃动。黄昏里的

密塘村，原来如此甜蜜。

一
千年的光阴只画一个万安的理想

赣江昼夜不倦，调制丹青

宣纸一铺，就是两千平方公里

数万支神笔只等春风的号令

画浪滚滚啊，浪尖上的杜鹃和旗幡

已记不清，多少次云雾中穿行

为春天的访客缓解晕眩，指点迷津

天青色，去往大岭村的塘弦

十八弯的路途，恰好用来丈量梦的幅员与海拔

细雨自深山飞，反复催开田北画村的雨伞

伞面有玉手，有民族风，有中国梦

落款，都是马良

送伞的书记说，伞出自农民，只送不卖

坚持淋雨的美人，她要把伞带回家收藏

那就先到村里躲雨

看一场竹木匠事赞美倔强的艺人

听一段捕鱼史欣慰的讲述

昨日与今天的亲密关系

也用一座浮桥慰问荡漾的春江

为了弹开这弦上的桃花

它们曾彻夜填词谱曲，琴瑟和鸣

锦书频托啊，雨中的白鹭振翅

你的琴声定要从开满鲜花的芙蓉小镇经过

那里，漂泊的郁金香已重获故土

虞美人依然摇曳宋时的词令

而玉兰和木槿，早习惯被美好地误认

长久的芬芳在五谷和《诗经》的后面

往红尘里倾注，让你相信这世间

真的有，永不褪色的情话

到了夜晚，佩溪升起明净的半月

你留不留宿，江枫和渔火都在

只是旧时的愁眠已煨熟半世的红豆

被相思的人爱上了余生

也更坦然，左手挑灯，右手把剑

二
到渔乐坊开一坛百嘉的老酒吧

浇滚血液和肝肠

就着剑光谋篇布局，温习苦难

再用劲，拉满弓，白羽纷纷

射向江西造口壁晒冬时的那轮圆月

鹧鸪已换了歌声，突围的鱼群

逐月而来，吞没经年的孤独和贫困

并引领航流，回溯源头的光芒

如果扁舟尚在故园深处

那就鼓起心上帆，经万安水库

绕过十八险滩，过零丁洋见过文天祥

再踏上小东村的红军小道，在春风的暴动中

背靠红军树，沉吟红歌谣，多情更翻铁血

在古城墙的大榕树下，说好明日的行程

重叠的脚印寻觅诗行，也预留方向

在来来回回的诗路上

不觉已走成彼此的故人

每一次想起旧年无数夏木塘的眼神

就忍不住感激——春天总虚掩着红色的大门

像高岭的银杏那般苍老而灿烂地提示

要怎样拥抱“物已非而人依旧”的宏愿

只有喊出虔诚而饱满的气息

才能使泉水听从内心的召唤

一头抱紧大地，一头冲向太阳

必先学会背井和返乡

才能挥斥命运的画场

即便如今，人们总追问幸福的问题

我们也要谨怀空心

用泪水和灵魂，捧出答案

沿着一条河走沿着一条河走
□□ 喻喻 虹虹

怡情诗笺

甜蜜的村庄
□□ 彭文斌彭文斌

闲翻明代《绍兴府志》，内有雅事一则：

余姚人杨某，为人超脱豪放。“尝游四明山，

过云岩见云气弥漫，讶之，爱其奇色”，遂携

三四口大瓮，在云深处，用手把云往瓮里塞，

满了用纸密封，带到山下。

四明山中，杖锡寺稍东，有一条西岭，岭

旁溪涧流过，石桥横跨其上，桥畔有数仞巨

石，石壁镌刻“过云岩”三字。

唐时有一位名叫谢遗尘的隐士，曾亲历

山中云雾弥漫，二十里不散。家住云之两侧

的山里人家，把他们之间的互相走动、来往，

叫作“过云”。

四明山中的云彩，被手塞瓮装，带下山去。

主人与客饮酒时，把瓮搬上，“席间刺针眼，其口

则一缕如白线透出，直上。须臾绕梁栋，已而蒸

腾坐间，郁勃扑人面，无不引满大呼。”

古籍早有记载，战国时就有可收集云朵

的“锁云囊”，佩戴此囊，攀登到高山上云多

的地方，将云吸入囊中，回到家里，打开囊

口，云朵就会自囊中飘出，浮于房中，依然白

如棉絮。苏轼任凤翔府签判时，写过一首

《攓云篇》，记录了采云过程：“抟取置笥中，

提携返茅舍。开缄乃放之，掣去仍变化。云

兮汝归山，无使达官怕。”

后来，又读到他的《攓云篇序》，描述当

时捉云情形：“余自城中还，道中，云气自山

中来，如群马奔突，以手掇开，笼收其中。归

家，云盈笼开而放之，作攓云篇。”

除了“塞云入瓮”，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一

些相似而美好的事物：盛香入瓶、瓦罐注天

水、瓶集花露、湖心舀水……让人倾心。

盛香入瓶，把那些稍纵即逝的花香，装

在瓶子里收藏。

先装一瓶初夏时蔷香。蔷薇花叶，爬在

一面石墙上，或者说，一面蔷薇，织成一道花

墙。蔷薇花色艳丽，香味浓郁，有野气，摘一

朵，放在鼻翼下嗅，花香清气，让人喜欢，想

留下这份色香，一朵蔷薇花入瓶，贮存一个

季节的气息。

再装一瓶中秋桂香。那些细细密密的

金色小细花，一簇一簇缀在桂树上，刚开始

是适宜放在口袋中的，柔软的布口袋，装细

碎的桂花，口袋里都是醉人香气，存放久了，

脱去水分，变成干花，那份香味，经久不散。

桂花放在口袋里，上口袋，下口袋；左裤兜，

右裤兜……若要久存，也可将桂花盛入一小

瓶里，保留一份秋天的香气和记忆。

又装一瓶茉莉花香。我家阳台养了一

盆茉莉，刚含玉白的苞芽时，只是微微张开

花瓣，还没来得及欣赏，它便凋落了，存世太

短暂，想把这份花香灌到瓶子里收藏。微信

上，我问一个远方的朋友，盛一份花香，把瓶

子扔进时间的河流里，让它一路弧线，弯弯

曲曲，高高低低地漂流，这份保留已久的香

气，你能收到吗？

瓦罐注天水。在江南，雨下得很大，落在

屋脊，把瓦洗得干净发亮，檐口的水，像断线

的珠，流泻到一口小陶缸里，作“叮叮咚咚”的

金石之音，一缸无色无味的天水集存，以备烹

煮，享受瓦壶天水菊花茶式的布衣生活。

瓶装花露。这个世界有很好的饮料，我

却喜欢半瓶露水。中秋之后，昼夜温差加大，

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本草纲目》上说：

“秋露繁时，以盘收取，煎如饴。”一早起来，主

人见桂树上满是晶莹露珠，便托着青瓷盘，细

致收取，回去煎茶。不同的露水，功效不同：

花朵上的露水，能让女子貌美如花；柏叶或者

菖蒲上的露水，每天早晨洗眼睛，能明目。

我到山中，见清泉顺着山势，从这块石

头，流向另一块石头，我坐在其中一块高出

泉面的石头上，掬水而饮，一股甘甜直抵喉

头，清凉生津。干净的水，大概来自山间未

被污染的湖泊。一片大湖，远离岸边的喧嚣

和浮华的湖心，有一汪好水。

湖心舀水。山中的湖，水体阔大，深不见

底。坐船到湖心舀水直饮。船停下，水凉清

透，能见度也好。阳光从空中倾泻湖面，照射

水下五六米深的地方。喝一口从湖的深处打

上来的水，甘洌，清凉，从一桶干净的水里，能

感受到天地精华和一个湖的微微呼吸。

装一篮子鸟鸣。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说

起来匪夷所思。空山中，群鸟在飞，栖在一

棵千年老樟树上欢鸣。此时我若在山中，亲

见此景，会装一篮子鸟鸣送给朋友，我会对

友人说，本想给你带些礼物，选了红薯、土

豆、花生……总觉得太俗，不如一篮子鸟鸣。

世间一些美好的东西，带走与带不走

的，原本不经意，都在那儿。带走的是心情，

带不走的是原先的一切，稀有和珍贵，成为

回味与永恒。

塞云入瓮
□ 王太生

致万安，用泪水和灵魂捧出答案
□□ 简小娟简小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