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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赣地采风

怡情
诗笺

隐于罗霄山脉余脉的这座村庄

是山哈人迁徙脚步中，留给史册的一个墨点

是山岭和溪流交汇，延续下来的血脉

穿过一条条蜿蜒的乡村公路

地前畲寨，一座满载乡愁的村寨

从一片云影和门楼中探出身来

你大可在此放慢脚步，听

绿海里的风声送来吊脚楼上的情歌

长桌宴、乌米饭、打糍粑

送婚嫁、竹竿舞、舞龙狮

朴实的民俗散发经久的魅力

时光停留的地方，一朵桃花会留住一件心事

一场微雨会加重来时的脚印

当你走过风雨桥，沿着石阶一路登顶

惠风亭留下来

风所听见的声音

乡愁

借鸡鸣、犬吠、牛哞三种方式

构成乡村独特的基调

包围着静静缓步于田埂的我

水稻已收割完，大地寂静

稻茬是老去的秧苗，伫立于空旷

老去的，还有童年的牧笛

乡愁一直在纠缠，仿佛田间的野草

老屋剥落的泥墙，无法承受落日

落日，只能盛放在泪眼之中

（外一首）

□□ 伍伍 岳岳

地前地前畲寨畲寨

听
读
井
冈

一
营盘圩是一个终年云雾缭绕的地方。

云来云往，忽而羽衣霓裳，身姿曼妙；忽而摇首摆

尾，憨态可掬；忽而来势汹汹，大军压境；忽而青砖黛瓦，

安宁祥和。

“咸丰六年，泉城失陷，邑侯博厚，避寇于此，设营团

练兵，尔后称营盘。后来在此建立圩场，故称营盘圩。”

这段从北到南数千公里的迁徙，记载于曾氏族谱中。营

盘圩山高林密，人迹罕至，它以一种独立而遗世的姿态

出现在曾氏后人眼前，成为他们迁徙的终点。

他们脱下甲胄袍服，换上粗布短褂，与原先居于此

处的客家人相望而居。他们很快掌握了生存的密码，伐

木盖屋，开荒种地，繁衍生息。也许是大山浑厚质朴的

气息，也许是水土谷物的滋养，也许是刻意隐藏，他们的

语调里，逐渐遗失了北方的浑厚豪爽，倒生出几分南方

的婉转悠扬。

天色渐晚，四散的云层从各个角落慢慢抽离、扭动、

集聚，织起了一张青灰色的大幕。耕作了一天的人们回

到家里，炊烟在大山的每一层褶皱里袅袅呼应。对于他

们来说，祖辈的荣耀是茶余饭后欲言又止的缄默，只在

夜晚噤声之后迂回地出现在一个接一个的梦境里。

二
万鸟岭、鹰嘴崖、鹫峰仙……在营盘圩，所有山的名

字都与鸟有关。

从地图上看，营盘圩位于罗霄山脉东麓，隶属于江

西省遂川县，却距离县城上百公里，像是一曲山水琴韵

中某个微不足道的音符。

从前，没有人愿意来这里。僻远荒凉、衰败陈旧，每

天只有一趟往返的汽车。到了冬天，单位和学校不得不

早早地放假，因为狂风暴雪会阻断通往山外的路。

不逢圩日，街上根本看不到几个人，圩镇四周是一

眼望不到边的重峦叠嶂，山上开垦的梯田只能种一季

稻，粮食根本不足以果腹。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营盘圩人无意间发现了靠山吃

山的秘辛。

从白露到秋分，晚上在家里只消点燃烛火或打开电

灯，就会有一只接着一只的鸟儿飞扑进门。他们被阳光

和风霜侵蚀过的树皮般沟壑纵横的脸，露出了难得一见

的狡黠和喜悦。在靠着挖蕨菜、葛藤花、西芎苗勉强度

日的年头，厨房里还能飘出肉香，谁能说这不是像走在

路上捡到钱一样的美事？

附近的人们闻讯而来。捕鸟成了一门营生，所需的

工具仅仅是一盏灯、一张网。

秋天的万鸟岭沦为巨大的围猎场。风从遥远的地

方卷着落叶扑簌簌而来，雨丝密密匝匝，迷雾赋予了山

谷几分玄幻的色彩。

向自然索取原是人类的本能。在架起的四百多张大

大小小的网下，等待口粮的人们衣衫单薄，在寒风中瑟瑟

发抖，心中却存着巨大期待。形态各异的候鸟翩然而来，

鸣叫声此起彼伏，旋即在灯影中迷失方向，一头撞向危

险。

碰上高峰期，一张网就能捕获近千只鸟。捕鸟人穿

蓑衣戴斗笠，一担担地将收获飞奔着挑下山。新鲜的吃

不完，就制成腊味贮藏起来……

三
曾昭明和曾昭富兄弟俩自小跟着爷爷上山。也许

是天赋异禀，他们在跑山的过程中，竟然洞悉了鸟类奏

鸣曲中不同的音节：白鹭发出的是低沉的“啊啊啊”，夜

鹭发出的是稚童般的“哇哇”声，相思鸟发出的是一连串

清脆的“吁吁欸，吁吁欸”，而雄性和雌性苍鹭的声音又

有细微差异……他们还擅长模拟，嘴里发出的鸟叫声，

连鸟也辨不出真假，他们还掌握了鸟的脾性——哪种鸟

温驯，哪种鸟凶悍，哪种鸟迟钝……这些“特异功能”使

得他们成为当地一等一的猎手。

一群科研人员从各地奔赴营盘圩。历经三年锲而不

舍的调查考证，国家鸟类环志中心、国家林科所、省林业

厅的鸟类专家终于找到了这条中部候鸟迁徙通道的谜

底：在内蒙古东部、中部草原，华北西部和陕西地区繁殖

的候鸟，秋季进入四川盆地，或继续向华中及更南的地区

越冬。

遂川境内的南风面海拔逾两千米，巍峨耸峙，为候

鸟迁徙提供了重要地貌标志，而营盘圩连绵的群山又形

成了东西贯通的凹形通道，恰好是通往南方的隘口。秋

分前后，强大气流沿着山势上升，从西北向东南，集结的

候鸟正好借势飞跃隘口。

仿佛戏目转场，风起云涌，万鸟岭的山脚下突然多了

一栋小木屋，那是县林业局多番周折从鄱阳湖环志站运

过来的，屋前还立起了一排排介绍鸟类保护知识的展板。

人们惊奇地发现，林站的工作人员不仅在小木屋住了

下来，还加入了捕鸟的行列，可是，他们技术明显拙笨生

涩，不像会口技又身手敏捷的曾昭明、曾昭富，轻而易举就

能有收获。

起初，兄弟俩出于好奇，给工作人员充当过几次助

手，可环志站花花绿绿的图册和书籍上丰富的鸟类保护

知识，直叫人挪不开眼。

他们知道了许多鸟的学名和“环志”这个新鲜的词，

参观测量记录每只候鸟数据、上环、放飞的过程。他们

的心受到了剧烈的振荡，那种感觉丝毫不亚于被猛禽狠

狠地啄出几道血口子。带着满怀的忏悔和虔诚，他们加

入了护鸟志愿者的队伍，宣传鸟类知识、科研捕鸟和协

助打击盗猎。

村民们怔住了，千百年来的传统营生，说不许就不

许了？在收缴鸟铳和灯的过程中，兄弟俩甚至和不少亲

戚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可他们执着地向着荆棘和繁花遍

布的山林深处走去。

雾在夜空弥散，射灯在凹凸不平的山地投射出巨大

的阴影，鸟儿踯躅地俯冲撞网。万鸟岭成了曾昭明施展

绝活的舞台。他抖落一整天繁杂农活的疲惫，眼睛扫射

着以网为圆心的大幕，准确无误地取下网上扑棱不停的

候鸟，对落在地下的甚至状若拾捡。那姿势轻盈迅速而

又富有节奏感，竟如同一个训练有素的舞蹈家！又或者

说，皮肤黝黑的他化身成为一只赤足金乌，以环志为号

令，为万鸟的迁徙保驾护航！

不然，那只被他救治的苍鹭，伤已痊愈，为什么不舍

得离开？为什么啾啾鸟鸣常常把他从睡眼惺忪的晨曦

中唤醒？为什么放飞的鸟儿总爱在环志站附近的树梢

停留？

四
近几年，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一次次在秋意浓重的盘

山公路上蜿蜒而行，经过快两小时的车程抵达营盘圩。

有时是和林站的工作人员一起，有时是陪记者和文友。

天气预报难以预测山区小气候，想看候鸟迁徙，还

是得看天意。

有一次，一支作家采风团来到营盘圩，晚饭后兴致

勃勃地登上万鸟岭，等待希冀中万鸟翱翔的盛景。可是

在台阶上坐了一个多小时，鸟群仿佛捉起了迷藏，一只

也没有出现。

还有一回，一个采访报道组掐好时间过来，在山上

转悠了整整三天却遭遇持续高温，只得转头拍摄起了壮

丽的云海和星空，然后悻悻而返。

我在希望和失望之间飘忽不定。事实上，我对这方

土地仍旧存留着孩子般的好奇，我喜欢童年所见的营盘

圩，更喜欢它现在的样子。

笼罩在云雾中的圩镇公路宽阔，街道整洁，房屋簇

新，商店摆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山上丰收的黄桃刚采摘

完，一垄垄茶叶长势正旺。

营盘圩有很多很多的奖牌，而所有的奖牌都与生态

有关，都与千年鸟道密不可分：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

建设乡镇、全国共建爱鸟护鸟文明乡村、江西十大避暑

旅游目的地……盗猎几乎绝迹。人的目光跟随着鸟的

踪影，鸟肆无忌惮地停在人的肩上，是再寻常不过的画

面了。

环志二十年。曾昭明双手的伤口密密匝匝，都是与

鸟儿呼朋引伴的亲密证据。去年，他被评为全省生态文

明建设先进个人。全家搬进了新房，田地收成不错，他

已经年逾花甲，却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打算，还带上了儿

子曾宪财学科研捕鸟。

在街头，人们真正感到生活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迁

徙，曾经被贫穷蹂躏得谨小慎微的脸洋溢着舒展而满足

的笑容。事实上，我听到了更多守望绿水青山带来的幸

福故事——

比如桐古村，春赏百花夏避暑、秋观候鸟冬揽雪的

四季风情，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外出务工的游子们

归巢了，把自家改造成民宿和农家乐，生意经营得红红

火火。

比如深度贫困村大夏村，扶贫工作队根据地理位置

和气候试验栽种中药材，成功建起了产业扶贫基地，出

产的黄花菜在市场上有口皆碑，整村如期脱贫。

还有整个镇子，开垦荒山种上了狗牯脑茶，平均八

百多米的海拔，让这里的茶叶莹润生辉，香气格外馥郁，

出口远销海外，带动千余户村民增收致富。

傍晚，回到临时居所时，一只叽叽咕咕的野鸽子落

在了我的窗台上。

它是上天派来的信使吗？是为了让人和山水的相

互依存更加密切？还是为了在迁徙的旅途吟唱秋日的

私语？

不久前，去抚州小住。我们在此
地，一半时间拜访老城，一半则于高
新区流连。这种时间分配上的对半
分，令我得以较完整地了解抚州这座
赣东名城。

无论在哪座城市游走，我向来是
习惯且乐意逛老城区那部分的：满布
烟火味道的超市与菜场，浓重的方言与乡音，暗刻文化
名人基因的纪念馆，从人家窗口伸出的挂满衣裤与腊肉
香肠的竹竿，以及反背着手、漫不经意晃悠的老人……
这一切是每座上年头城市的“标配”，却又在局部与细微
处各有不同。于我有着常看常新的魅力。因此在抚州，
于霏霏细雨中流连老城那些风物，如雷贯耳的王安石与
汤显祖纪念馆，坐落于老区文昌里的戏剧博物馆，馆内
那些舞台味道浓郁的布景、戏袍与唱腔，我都不止一次
地感受到老城古老而鲜活的魅力。行走其间，既陌生又
熟悉。

然而给我更大冲击的，却是在抚州高新区通达的街
道、在亮起一路灯火的步行街、在四五家高新企业内的
徜徉。这里从前当然是一片稻田，也或许纯然就是块乏
人问津的荒芜地；现在，却成了产业园、数码科技公司以
及各种金属产品扎堆的地方。走在这里，忍不住时时会
想，不过数年，一块地方何以就大变样了，何以就由农耕
气息浓郁快速地转向了技术与工业的崛起？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拜访抚州政务云平台、珍视明
药业、博雅生物、卓朗云计算大数据中心以及金品铜业
等。这些优质、活跃的企业于高新区内运营，日复一日
地创造着良好的产品、良好的产值，其良好的口碑与社
会效益也辐射广远，普惠大众。在这些科技平台与技术
厂区内流连，我渐渐形成对“高新区”这一事物感性与理
性并存的认识——一种与我平素兴趣爱好异质因而十
分可贵、拓展了我认知的认识。与老城区一样，一座城
的高新区也是很有内涵、很有味道的。“高新区”通常意
味着要得到通知，忠于职守的门卫才肯为你打开企业门
禁；意味着要穿鞋套、无菌制服、戴头盔，才能进入车间，
参观流水线；意味着一块又一块可与某片遥远林区某条
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无缝对接的ＬＥＤ大屏，意味着技
术术语纷至沓来，时时考验或“摆平”我这个文科生的理
解力；意味着我在对某一个专精行业初识之后，不由自
主兴起想深度了解的渴望时，却只能惋叹时间太少，不
能久留。

这种种意味，也可以另有名称，可叫做“高科技”，叫
做“高度专业”，叫做“现代化”。

在珍视明药业，我们站在走廊上，隔着玻璃参观一
套最先进的德国生产线设备。设备看上去庞大冰冷，价
格不菲却物有所值，它在珍视明产品的整个工序上占据
最重要的地位。我内心竟起了一阵小小的感动与慨叹，
我想起青年时代起一家人就开始使用的这个宝贝。每
回眼睛不适，视力疲累，父亲总是说，喏，珍视明，拿去滴
一滴就好。我于是仰起头，张开眼，接受一滴甘露的清
凉与滋润。现在我站在了这个药水的诞生地，方才明
白，那一小盒不比巴掌大的眼药水，却要经过如此复杂
而严格的流程，经过来自异域的高质量设备的处理，方
才得以形成，得以去抚慰人最重要的器官之一——眼
睛。

我还重新认识了一种尽人皆知的金属：铜。太日常
的事物，我们总是容易对它漠然，不觉得需要去特别认
识它或深刻理解它。铜就是如此。在金品铜业公司，刚
一踏入巨大的铜业车间，我被眼前的场景“震”住：一个
全是铜的世界。比方桌还要巨大的500公斤的铜块，比
卡车轮胎还要大的铜线圈，以及已经成品、即将发往需
要之地的合金铜，到处分区堆放。除了吊车，任何一个
大力士都别想挨它们的边。纯铜发着红橙色光芒，像随
时就要燃烧起来。与其说我被铜“震”住，不如说我是被
铜自身竟然散发这样美丽的、语言难以形容的光芒“震”
住。这金属的世界，是属于工业的、现代化的场景。农
业的场景里，如稻如麦，如水果蔬菜，都是柔和的，绝不
像纯铜这样夺人眼目。我紧紧追随着这家公司的总经
理，向她发许多问。她是一位身体看似瘦弱单薄、谈起
铜来却滔滔不绝的中年女性，有一个特别的姓氏，姓

“来”。她着灰色卫衣、牛仔裤，通身毫无修饰，却吐字清
晰，眼神沉着有光，令我确信朴素自有朴素的力量。对
我的发问，她有问必答，显示出她在这行业的专精与多
年的历练。我专注而有点吃力地，听着她言简意赅地介
绍铜的各种特性、用途以及前景，像在上一堂大开眼界
的专业课。直觉告诉我，眼前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
性，也是一块“纯铜”。到离开厂区时，我真有点不舍，真
希望再有机会，来听她继续说“铜”。

回程车上，铜的红橙色光芒仍在我眼前闪耀。这种
频繁出现、应用于我们生活中的金属，对于我，突然变成
了一种我渴望有更多了解的崭新事物。此铜已非彼铜，
好像自己以前从来都不知道“铜”一样。这是短短几十
分钟，在高新园区一家工厂的短暂停留所带给我内心的
一种神奇的变化。

我庆幸于这一次抚州游历。老城是文化底蕴和诗
意源泉，引我驻足；新区则是面对时代和世界，一个城市
所做的感应和回应，是它尽全力跟上时代、映照时代的
立足点。我们于此见识科技如何助推当代生活，如何带
给人类生活新的美妙与魅力。如此，二者都是必需的。
缺了旧城，历史的厚重与美将无迹可寻；缺了新区，对于
时代与生活的更新和创造，将变得艰难与吃力。如此，
不耽于旧，瞩目于新，才是完整了解一事一物、一区一城
的最佳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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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黎明前的鸡啼声声呼唤，没有庭前屋后的

鸟雀啾啾嬉戏，没有猪栏牛圈间断续的哼哼哞哞，没有大

黄阿灰走在青褐色土路上警惕地巡逻，没有透过薄雾洒

落下来的晨曦与草叶菜心间的露珠一起脉动，那么高山

垄将丧失灵魂，九担谷田也仅仅只是一大块翻来覆去的

泥土，沙子岭也只不过是一排排长短不齐的篱笆而已。

不只是东边园子里一畦畦或萌动或拔节或挂果的姜

蒜葱、小白菜、四季豆、朝天椒、青皮茄、甜玉米、脆黄瓜，

禾坪南角不知不觉爬上了二楼房梁的丝瓜藤，更有那些

身子与大地茅草紧贴、内心与万物烟火无争、好像突然就

冒出来了的冬瓜南瓜。它们是时序演进的见证者，也是

岁月与汗水的结晶。它们唤起的，除了人们一年四季的

躬耕，更多的是灵魂深处的守望与安详。我穿过两旁长

满毛茛的田畴去老井挑水，爬上池塘边的老桃树看草鱼

们悠闲地吐着泡泡。生命的律动在炊烟袅袅间更迭，那

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美好，都在山野深处悄悄发酵。

放眼望去，青山环抱，梯田展现婀娜的身段。在后山，

疯长的茅草盖过了无人打理的坟冢，蛇鼠虫蚁们在这里筑

洞安家。在庙冲，斑鸠长得与鸽子一般大小，它们低飞在

矮灌木间，啄食草籽、嫩叶以及松果杉果，像一个个斯文的

客人到访。假如冲着它们欢呼一声，它们便受到了惊吓，

扑腾着翅膀往另一个山洼飞去了。斑鸠们自然掉下的一

两片羽毛，被孩子们捡回去做毽子，比鸡毛鸭毛好看多了。

山间也常见野兔，听觉与视觉极为灵敏。野兔是昼

伏夜出的小动物，但在午后的石料坑山脊，我也见到过它

们的身影。毛色灰白，尾巴短而毛绒，躲在一株灌木后，

窸窸窣窣地啃着什么，像刚学会吃食的婴儿。许是听见

了松涛与风声，许是感应到了我的脚步与呼吸，“嗖”地一

下溜进了林子更深处。“静若处子，动如脱兔。”万物就是

这么神奇，每一个生命体，都充满了辩证的哲学。

听老一辈说，山上曾经多野猪，成群结队地下山来觅

食，体态健硕、身姿敏捷，红薯地里经常留下它们的足迹

与排泄物。但到了我能上山捡柴的年纪，已经很少见到

野猪在白日里出来晃荡了。在去往外婆家的山路上，倒

是碰见过一回。一群小野猪在一只成年野猪的带领下，

迅速穿过刚刚收割完的稻田，往狮子山余脉方向奔去。

那日天渐傍晚，它们许是在外疯耍了一天赶着回家？

麻雀、树莺、乌鸦、老鹰、白鹡鸰，还有许多我至今都叫

不出名字的鸟雀，都是多么精明的角儿。人们习惯了春燕

在屋檐下垒巢，习惯了黄鼠狼在庄稼地里撒野。人们也习

惯了在昏暗的灯光下，对后山突然传来的猫头鹰的啼叫多

了几分忧伤，但又有什么依据证明这就是凶兆呢？我以为，

该是它捉到了老鼠或者其他什么猎物后发出的欢笑声吧。

这些小动物与我们为邻，与我们相伴，也是一种友善

的安排。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便都是饱含深情且有

意义的。比如高耸入云的硕大青松，一人环抱不来，常年

郁郁葱葱、蓬勃向上，只在深秋时节卸下金黄的铠甲，给脚

下的土地铺上一层厚实的地毯。比如竹海滔滔，有礼有

节，细密地以南国之温润迎接每一位进山的客人，高远而

饱满，飘逸且明净。我常在仲春午间遍访楠竹，既捡拾笋

壳叶，也摘些山果果。无人打扰的后山，我不只是以孩子

的视角见证它们的枯荣，更是与亲近自己的每一株植物互

勉，一定不能得过且过卑微地活着。

我也偶尔持一柄柴刀，或者扛一把竹耙，跟在父母身

后，上寒山冲砍柴、耙松针。柴草的清香随风而舞，一茬又

一茬的柴蔸吹起温柔的口哨。我确信，油盐酱醋已悄然潜

入山野的活体。等柴捆好了，松针压满了畚箕，我多盼望

落一场雪下来。白茫茫的大雪覆盖了原野，便没人再进山

滥挖竹笋、偷伐林木了。当然，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少。青

山如黛，草木们也越发热情洋溢了。这是我所向往的。

在很多时候，我与妹妹各挎一个竹篮出门打猪草。山

野之间，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是不伤手、能折断或者

连根拔起的草叶，纷纷落入我们的篮中。当我踮起脚尖折

下高坎上的一株毛蔸，然后挽起裤腿走进蛤蟆坳河里清洗

草根上的泥巴，我仿佛看到了小猪迫不及待的样子、嚯嚯

进食的样子、呼呼入睡的样子。这是一种温柔的安排，一

种富有力量的安排，这种安排让人着实不知疲倦。

白云生处，青山掩映，玉米、大豆、花生、红薯，各种时

令果蔬，纷纷在山野之间列队报到。它们精神抖擞、神采

奕奕，热烈的眼神不减当年。但我仅在父母的电话描述

里，想象来自海蛾岭的风惊醒了种子与秧苗，遍地的红薯

藤又开出了淡紫色的喇叭花，玉米须也由青转黄再变

黑。我看见金黄的稻浪连绵起伏，锄头亲吻过的泥土松

软芬芳，谦卑低垂的秸秆待与主人还家。这迷人的色彩、

迷人的气息、迷人的原野，厚重、淳朴、炽热、大度。这是

山野之间伟岸的胸膛与古老的民谣。

山野是个富矿，我已然探知了它的硕大与深邃，它的

沉静与宽容，它的灵动与慈祥。山野是本日记，可长可

短，可叙事可抒情，任由你我涂鸦与演绎。山野是面镜

子，照见古老的传说与逝去的光阴，照见乡亲们在村集体

林大禾界上开荒种树，我和妹妹提着几个刚出锅煎焦了

的糍粑走在崎岖的山道上，去给父母送午饭。

山野之下，还有蝉鸣蛙唱，还有柴门犬吠，还有无边

月色，还有温柔鼾声……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萤火虫

帮我们照亮前行的路。

人间苍茫，山野不朽。山野往事历久弥新。

山 野 往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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