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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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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听读井冈听读井冈

（一）
又是一个满湖滩蓼子花迎风起舞的时节，

欧阳援朝在棠荫岛上迎来了驻岛以来的第五

个冬季，妻子胡月华也在岛上陪伴了他 5年。

棠荫岛，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中的一

个孤岛，面积仅 0.8平方公里。

岛虽小，位置却十分重要。这里是都昌、

鄱阳、余干、新建 4 地交界处，多条水系在这里

汇集，是巡湖、护鱼、护鸟的核心要地。

为了呵护鄱阳湖一湖清水，2017 年，都昌

县委、县政府决定在棠荫岛设立由公安、渔政、

环保、海事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点，其他部

门人员都是每两周一轮换，县公安局考虑到治

安工作的特殊性，决定选派一名工作经验丰富

的民警常驻岛上。

棠荫岛交通闭塞、条件艰苦、生活不便，派

谁去呢？局领导想到了欧阳援朝。

时年 52 岁的欧阳援朝，1987 年警校毕业，

成为一名警察。2007 年调到都昌县公安局水

上派出所后，他就一直“泡”在湖上，鄱阳湖的

每一条航道、每一个湖汊，在他心里都标注得

清清楚楚。

“坚决服从！”局领导征求欧阳援朝的意

见，他二话没说，打起铺盖就上了岛。

刚上岛时，没有地方住，欧阳援朝就住在

村委会废弃的办公室里。“记得第一次走进村

委会的院子时，里面的草长了一人多高，鸟在

上面扑腾，蛇在下面乱窜。”欧阳援朝笑着说。

他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把院子清理干净，收

拾出一个房间，将就着住下。

胡月华是当年 5 月上岛的，此前，她一直在

县城一家大型商场经营一个日用电器专柜，生

意红火。

2017 年春季禁渔期开始后，欧阳援朝每天

下湖巡逻，早出晚归，在岛上连续住了一个多

月。“这个老欧，身体没事吧？”一个多月没见着

丈夫，胡月华有点不放心，决定上岛看看。她

坐上一艘小船，在波浪中颠簸了一个多小时，

才来到棠荫岛。当她走进丈夫的宿舍，看见地

上堆着一堆脏衣服，还有桌上的面包袋、方便

面盒时，心疼得掉下了眼泪。

联合执法点的同事开玩笑：“嫂子，你这么

心疼欧阳大哥，要不干脆也来岛上住？”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胡月华回到县城，

转让了日用电器专柜，收拾好行李，还特意买

了一只小黄狗，取名“狐狸”，带着它就返回了

棠荫岛，在村委会安了家。

一座小岛、一对夫妻、一只黄狗。鄱阳湖

水涨水落、花开花谢 5 次，欧阳援朝和胡月华也

在这里驻守了 5年。

（二）
天才蒙蒙亮，嘶吼的湖风就将欧阳援朝叫

醒。头天晚上，他接到报告，鄱阳湖上发现一

只受伤的白鹭，忙赶去救助。回到住处，已是

半夜，实在是太累了。他闭上眼睛，准备再睡

一会儿，忽然想到一件事情，顿时睡意全无，一

个激灵坐起来。

“还早呢，再眯一会吧！”胡月华心疼地埋

怨：“你也是年近花甲的人了，要注意身体！”

“村后的殷大爷得了癌症，今天要搭巡逻

船去县城医院复查，得早点动身。”欧阳援朝一

边说，一边穿衣起床。

胡月华也赶紧起床，一阵忙碌，做好早饭。

欧阳援朝匆匆吃了几口，裹上厚衣服，胡月华目

送他出了门，“狐狸”蹦蹦跳跳，一路跟随。

欧阳援朝来到殷大爷家，大爷已经坐在门口

等候。老人今年80多岁，走路都有些吃力了。欧

阳援朝背起老人，步行200多米，来到码头。

“总是麻烦你，真不好意思！”看着欧阳援

朝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殷大爷有些愧疚。

“这不是我们该做的吗？”欧阳援朝一面笑

着宽慰殷大爷，一面将殷大爷扶上巡逻船，安

顿他坐稳，发动巡逻船，对着岸上的“狐狸”挥

挥手：“‘狐狸’，回家去！”“狐狸”摇摇头摆摆

尾，一溜小跑回去了。

船在对岸的周溪镇码头停下，欧阳援朝搀

扶殷大爷上了通往县城的客车，又给老人在县

城车站等候的儿子打了电话，才放下心来。

忙完殷大爷的事，欧阳援朝从口袋里摸出

一张纸，上面记满了村民托他采购的生活用

品。他来到镇上，一一采购齐备。在棠荫岛上

居住的，基本上都是留守老人，他们有什么急

难事，都习惯找欧阳援朝帮忙。接送病人自不

必说，打水井、接水管、修电路也是常事，至于

买米、买油、买鞋、买衣服、灌煤气这种“代购”

的活儿，是每次出岛必办的事情。有时候出一

次岛，要帮村民代灌五六瓶煤气。回到岛上，

再一一扛到村民家里，累得腰酸背疼。

与村民朝夕相处，时间久了，就像亲人。

去年夏天，鄱阳湖水大涨，白浪滔天，欧阳援朝

整整半个月没有出岛。蔬菜吃完了，就每餐吃

一碗干饭。村民们闻讯，纷纷涉水送来青菜、

萝卜，有的村民还将家养的老母鸡杀了，炖了

汤送来。

有一次，村民们不知从哪里听说欧阳援朝

要调走了，呼啦啦一下子跑来十几个老人，齐

声挽留。面对老人们一双双恳切的眼睛，夫妻

俩眼泪“哗”就流了下来。欧阳援朝赶紧“辟

谣”：“上级没说调我走，我也没有申请调走。

只要这个执法点还在，我就在这里干到退休！”

（三）
巡逻船缓缓前行。湖水中，江豚跳跃；湖

滩上，万鸟云集；湖面上，看不到渔具、渔船、采

砂船，一派和谐安宁的景象。

“多美啊！”看着眼前江豚吹浪立、沙鸟得

鱼闲的和谐画面，欧阳援朝一脸沉醉。

前 些 年，鄱 阳 湖 区 域 可 不 像 现 在 这 么 安

宁。非法捕捞、非法采砂、猎杀候鸟等事件屡

屡发生，为了争夺渔业资源，一些跨县域、跨区

域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

2019 年 7 月，欧阳援朝在巡查中发现一张

国家明令禁止的底拖网，这种渔网网眼特别

小，一网下去，大鱼小鱼尽收网中，会对水生物

造成灭绝性破坏。

欧阳援朝将渔网剪断，准备收走时，20 多

名非法捕捞者驾驶 4 条渔船冲过来，气势汹汹，

要将渔网抢走。欧阳援朝严厉警告他们：“这

样进行灭绝性捕捞，是吃断子绝孙饭。如果抗

拒执法，后果自负！”非法捕捞者被他的气势镇

住，对峙几个小时后，不得不离开。

湖区稳，百姓安。长期的巡逻执法，使鄱

阳湖都昌区域的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性转变，

2017 年以来，湖区未发生一起大的群体事件，

未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这其中，欧阳援朝

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只有他自己知道。

2021 年 1 月 1 日起，鄱阳湖实行为期 10 年

的全面禁捕，渔民纷纷“洗脚上岸”，捕捞纠纷

彻底消失，湖区治安状况进一步变好。

但是，捕捞纠纷消失了，欧阳援朝身上的

担子却更重了，他的工作重点由维护治安转为

护鱼、护豚、护鸟，保护鄱阳湖的生物多样性。

每天，欧阳援朝都在蛇山、三山等重点水

域巡查两次。长年的湖风吹打、烈日暴晒，欧

阳援朝面部已经变成古铜色。他笑着说：“这

是鄱阳湖留给我的特殊印记，我很珍惜！”

到了冬季，随着候鸟的到来，欧阳援朝的

巡湖任务更重了。这个时候，鄱阳湖已经进入

枯水期，巡逻船无法靠近岛岸线，欧阳援朝经

常要在湖滩上深一脚浅一脚，步行巡逻。一天

下来，腿都肿了。

除了白天常规巡逻外，晚上也经常有突发

性任务。有一次凌晨 2时许，欧阳援朝的手机突

然响起，都昌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指令：在鄱

阳湖南峰乡和芗溪乡水域疑似有人非法捕鱼。

欧阳援朝“噌”地起床，带好装备，赶往现

场，一直巡查到天亮，确认无人非法捕捞后，才

带着一身的疲惫，返回棠荫岛。

“水上执法，特别是夜间巡逻，是一件十分

危险的事情，稍有不慎，就会发生落水事故。

还好，这些年来，没出过什么意外。”欧阳援朝

欣慰地说。

（四）
提起鄱阳湖，有人会想到“落霞与孤鹜齐

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意浪漫，有人会听到

“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的箫声琴韵，但对

于欧阳援朝和胡月华夫妇来说，驻守孤岛，他

们感受最深的，是夏天被成群的蚊子袭击，奇

痒 难 忍 ；是 冬 天 被 凛 冽 的 湖 风 吹 打 ，寒 透 肌

骨。还有，就是无尽的寂寞和孤独。

岛上没有什么娱乐生活，每天，欧阳援朝

去巡湖，胡月华独自在家，等待丈夫归来，这个

时候，她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尤其是晚

上，欧阳援朝出湖巡逻，胡月华一个人在家。

漫漫寒夜里，湖风像一头巨兽，呼啸着从四面

八方扑来，无边的孤寂和恐惧笼罩着她，她就

不停地跟“狐狸”说话。

“‘狐狸’，去看看老欧回来没！”“狐狸”听

得懂她的话，一溜烟跑出去，一会儿回来，摇摇

脑袋。

“‘狐狸’啊，跟我们在岛上住，你也是连个

伴都没有啊，对不住你啊！”胡月华轻轻抚摸着

“狐狸”的脑袋，有些歉疚地说。

虽说巡湖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但欧阳

援朝每一次出门，胡月华心中都少不了一份深

深的牵挂。直到丈夫带着一身的疲倦上岸，

“狐狸”高兴地“嗷嗷”叫着，冲出门去迎接时，

胡月华才放下心来。

冬日的鄱阳湖，天黑得早。中午出门到湖

上巡逻一圈，回到码头，棠荫岛高处的一栋房子

里亮着一盏暖暖的灯，那是妻子为他亮起的灯

光。每当这时，欧阳援朝总是心里热乎乎的。

回到住处，妻子炒好了菜、做好了饭、煲好

了汤。吃过晚饭，儿子和儿媳妇打来视频，千

叮咛万嘱咐，让爸爸巡湖时注意安全。

提起儿子和儿媳妇，这个魁梧敦实的汉子

眼睛有些湿润了。儿子 2013 年大学毕业后，一

直在广东打拼，发展得不错。儿子多次提出要

爸妈到广东住些天，欧阳援朝和胡月华每次都

乐呵呵地答应，但一直没有成行。

2018 年，儿子在东莞买了房，结了婚。这

一次，儿子儿媳说什么也要爸妈去那边过年，

欧阳援朝和妻子也满口答应，但最终他们还是

食言了。

“ 过 年 期 间 巡 逻 任 务 重 ，岛 上 离 不 开 人

啊！”欧阳援朝悄悄擦了擦眼睛，说，“过段时间

再去吧。只要儿子儿媳过得好，我们去不去都

很开心！”

“今天没有起风，去外面走走吧！”欧阳援

朝向妻子提议。

胡月华挽着丈夫的手，夫妻俩并肩走在湖

边的小路上，“狐狸”不时跳前蹦后，高兴得像

个孩子。

湖滩上，候鸟在叽叽呱呱地宿营；远处的

湖面上，倒映着星星点点的灯火。

“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真

美啊！”欧阳援朝感叹。

“可我还是想去广东，到大城市去玩玩，看

看儿子的新家。”胡月华有些黯然。

“还有两年我就退休了，到时候我陪你到

处走走。”欧阳援朝愧疚地说。

“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你别放在心上。这

里空气好，环境好，吃得好，睡得香，别人花钱

都要来玩呢，我在这里免费疗养，多好！”胡月

华看着丈夫，微笑着说，“你好好守岛，我好好

守着你！”

鄱阳湖有了小岛的守望，湖才不会寂寞；小

岛有了鄱阳湖的拥抱，岛就不会孤独。因为有

风雨相伴，因为有阳光普照，因为有春花秋月，

因为有驻岛夫妻，鄱阳湖才显得更有灵性……

一场穿过晨曦的雨敲击着我的心房。

路，忽然被一座古桥拦截。于是，我们

几个下车。桥下，润溪滑动着日渐丰腴的身

体，亲吻着一座苍苍翠翠的丘陵山岭，不舍

远去。进贤县文化学者万卿用手一指说，这

就是栖贤山。

我一时意外，那座在中国诗文里活了一

千多年的栖贤山，竟然如此貌不惊人，或而

言之，这样的山丘，在以丘陵居多的江西，随

处可见。然而，这的确就是栖贤山，一座被

文化喂养的灵性名山。

溪畔，几位垂钓者静坐，宠辱不惊的样

子。雨似乎没有尽兴，依然酣畅淋漓地扑入

山湖林田之怀，恣意撒欢。雨落溪间，萦绕耳

际，仿佛有谁在吟哦道：“年来桡客寄禅扉，多

话贫居在翠微。黄雀数声催柳变，清溪一路

踏花归。空林野寺经过少，落日深山伴侣

稀。负米到家春未尽，风萝闲扫钓鱼矶。”这

首《越溪村居》，出自唐代戴叔伦的手笔。很

多人以为，这“越溪”在浙江绍兴一带，其实，

诗中所描绘的景致，正呈现在我的眼前。

栖贤山似乎跟越地有着解不开的缘分，它

旧名小天台山，又名鹤岭灵芝山，位于进贤县钟

陵乡，山脚之清溪，原名越溪。此山中央，原有一

道教建筑，为纪念江西地方保护神许逊所建，叫

许真君殿。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御注

《金刚经》颁行后，高僧马道一来到此地传经布

道，并在许真君殿前搭建寺庙，名曰“金刚寺”。

这儿的山名、水名、地名，因戴叔伦的到

来，悉数更名。

那是唐贞元二年（786 年）正月，时任抚

州刺史的戴叔伦在马道一的推荐下，前来小

天台山丛林金刚寺小住。谁知这一来，他便

不想走了，小天台山的青山绿水、乡野村郭

打动了诗人的一颗“早知名是病，不敢绣为

衣”的澹泊心。戴叔伦 50 岁左右才担任了

东阳令，后来在抚州任上遭遇了诽谤，差点

被构陷，残酷的现实使这位“清明仁恕”的贤

士萌生归隐之意。很快，一份辞呈递往长

安，不久，举家迁入小天台山，筑“明经堂”于

金刚寺边，后成为当地的书院。

读书，会友，禅思，垂钓，吟诗，大抵是戴

叔伦隐居小天台山的日常。有名的“茶博

士”陆羽来探望老朋友了。惊喜过望的戴叔

伦捧出自酿的美酒，频频劝饮，奈何陆羽只

钟爱品茗，不为所动。戴叔伦为此写下《劝

陆三饮酒》：“寒郊好天气，劝酒莫辞频。扰

扰钟陵市，无穷不醉人。”

戴叔伦的诗写得隐逸悠然、情调闲适，

沉静之间有仙风道骨。他对诗歌主张道：

“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

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钟灵毓秀的小天台

山遍生乌药、黄荆子、白术等药物，道、释二

教在此山交融，这些，无疑为戴叔伦的田园

梦找到了归处。

在小天台山做了将近两年的闲云野鹤，

戴叔伦再次出仕，南下广西，赴任容州刺史，

加御史中丞。最后，在容管经略使任上，他再

次辞官返乡，不过，这一次，诗人没能回到小

天台山，也没能回到故里江苏金坛，而是于途

中客死四川清远峡。其后裔，散落于东乡、进

贤一带。

故人一去不复回。其身后的小金台山

却依然活在世人的视野里。

北宋崇宁二年（1103 年），豫章太守张绶

呈请朝廷，将钟陵县更名为“进贤县”，同时

将小天台山改名“栖贤山”，以纪念唐代贤士

戴叔伦，《明一统志》称：“唐抚州刺史戴叔伦

携家居此，因名。”而山前的越溪被改称“润

溪”，山下的湖泊则被命名为“润溪湖”。戴

叔伦生前读书、生活之处，被人们梳理出“栖

贤八景”，分别是：农郊晚唱、僧寺晨钟、茶圃

春云、书台夜月、笔峰耸翠、带水叠青、寒沙

拍雁、暖谷鸣莺。宋代诗人魏良臣满怀虔诚

之心，前来登临栖贤山，写了一首《栖贤山访

戴叔伦隐处》：“峰列洪都秀，名贤隐此间。

乱烟横古木，啼鸟恋深山。我亦寻诗到，人

谁访戴还。高吟今不见，流水自潺潺。”

光阴沧海里，栖贤山渐隐渐深。

山之南，风雨催着我们走过润溪桥。这

座红石桥始建于明代，清光绪末年重建，长

46米，宽 5.3米，有六墩五孔。

过桥，便是润墟故地，又称润溪街。这

个四面环水的小岛，地处洪州（南昌）、抚州、

信州（上饶）三府交界处，为赣、浙古驿道要

津，仿佛一颗众水托出的明珠。森森林木遮

蔽，偶见老屋，只是已然人去楼空。沿着窄

窄的小径走到润溪之畔，发现脚下正是当年

的码头旧址，一块块麻石吃进泥土之中，溪

水晃荡，似乎在窃窃私语。我伫立于一块探

往水中的长条石上，默默远眺着对岸的栖贤

山，它像一位道行高深的隐者，任凭岁月抹

去记忆和痕迹，重新回到初始状态，不悲不

喜，不畏不惧。

草木如同拥有合法身份的原住民，从容

与我们相遇。一座小小的绿岛，湮没了多少

足迹。雨水依旧表演着多重奏，听众，不过

我等寥寥三四人而已。

似乎，每一棵草木都是红尘客。

似乎，每一滴雨水都有凡俗情。

南宋隆兴元年（1163 年），栖贤山山阴简

家村的简世杰登第，成为进贤县历史上第一

位进士。他与吉水杨万里交好。杨万里曾

经路过润溪街，挥笔急就《过润陂桥三首》，

其中一首道：“润陂初上板桥时，欲入江东尚

未知。忽见桥心界牌子，脚根一半出江西。”

宋宁宗庆元二年，朱熹前往黎川的武夷

堂讲学，途经润溪街，写下了《过润陂日晴意

可喜至暮复雨伯崇有诗因次其韵》：“客里岁

云暮，我心殊未平。悠悠惜往日，郁郁怀平

生。况复久阴雨，喜兹霜晓明。那知不终

日 ，又 作 潇 潇 声 。 坐 厌 泥 涂 辱 ，空 嗟 鸿 雁

轻。”久雨初晴，这对于正处于人生风雨飘摇

之中的六旬老翁而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岂知天不遂人愿，黄昏之际，这愁雨竟然又

降临了。从诗中的时间推测，那晚，朱熹多

半宿于润溪街。也好，就让一场雨洗涤尘

埃，看栖贤山戴着干净青绿的冠冕迎来新的

一天吧。

润溪街南端，赫然又是一座石拱桥，草

蔓、葛藤缠绕着桥身。这时，一位披着雨衣的

男子骑着电动车缓缓走过桥面，朝润溪街深

处走去。遽然间，我一个恍惚：难道，他是董

家后人？

同行的朋友似乎猜到了什么，他指着堤

岸另一侧的水面说，那是董家湖，董源的后人

把董家村从栖贤山那边搬迁到了东岸。说

着，他将手机递到我面前，屏幕上，赫然是董

源的山水画名作《夏景山口待渡图》。

“你注意看，这是栖贤山，这是润溪街，

这是董家湖，这是润溪，这是渡口……”他兴

奋地比划着，以十分肯定的口吻道，“可以

说，这幅名画就是以栖贤山及其周边的山

水、村庄为蓝本创作的。”

居高临下看着眼前的山水，对照着那幅

千古杰作，我不能不惊叹：果然一模一样。

顺着时间的河流回溯，五代时期南唐山

水大师董源的身影出现在栖贤山。作为钟

陵乡的传奇和骄傲，董源留下了太多的谜。

他每日在栖贤山间、润溪湖畔穿行，细心观

察、揣摩，精心临摹勾勒，渐渐创出独特的披

麻皴，恰当地再现了长江中下游的丘陵地

形，山头苔点细密，峰峦出没，疏林遥树，平

远幽深，水色江天，汀渚溪桥，率多真意，“多

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山峭之笔”。

当时释、儒、道三教并存的栖贤山，赐予了

董源妙趣天成的胸臆和平淡天真的画技。董

源由栖贤山出发，走向南京，走向中国画坛，并

成为公认的江南山水画开山鼻祖。

《夏景山口待渡图》是昨日的栖贤山，也

是今日的栖贤山。

《夏景山口待渡图》是戴叔伦的栖贤山，也

是董源的栖贤山，更是后世应该珍视的栖贤山。

我在想，在没有航拍技术的条件下，董

源是如何用一双锐眼、一双妙手、一颗慧心

写真出了《夏景山口待渡图》？

雨中，朋友也兀自发呆。他说，自己有

个梦想，希望能够看到栖贤山、润溪街重新

恢复唐宋时期的模样，多方联动，打造出一

个中国画小镇。

我什么也没有说，抖落伞上的雨珠，缓缓

在润溪桥上踱步。栖贤山无法移动身躯，它

把时间和风雨穿在身上，衣裳重重缝，再不见

故人。

再次过桥。我心中默念着戴叔伦的《兰

溪棹歌》：“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

看。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此时，我愿意是移动的栖贤山，微缩版。

在棠荫岛上在棠荫岛上
□□ 曹诚平曹诚平

大隐栖贤山
□□ 彭文斌彭文斌

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着

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为展示

深厚的赣地文化，讲好江西故事，本

报副刊部联合新余市委宣传部举办

“品读江西”主题征文。

■内容：用文学的形式展现江西

钟灵毓秀的画卷，对话灿若星辰的历

史文化名人，感知魅力非凡的江西厚

重文化。

■体裁：散文、诗歌皆可。散文

2500 字 左 右 为 宜 ，诗 歌 50 行 以 内 。

特别优秀的作品适当放宽篇幅限制。

■要求：抒发有真情，感悟有深度。

■截稿日期：2022年 6月 30日。

作 品 以 电 子 文 档 、邮 件 形 式 发

送。（正文后面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

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开户行

信息等）

投稿作品邮件命名统一为：品读江

西+标题。

投 稿 专 用 邮 箱 ：25125159@qq.
com。

““品读江西品读江西””征文启事征文启事

窗外鸟叫声，持久而热烈。我很疑惑，居
住在老城区，四周是连绵的房子，何来的鸟
叫？噢，不对，后院是有棵树的，难道树上新来
了鸟儿？后院的这棵树，枝叶又绿又浓，高出
院墙一大截。夏天，绿丛中绽出星星点点的白
花，花很香，近似家乡的橙花，涩涩的清甜，萦
绕不绝。

我很想知道这棵树的名字，可从来没有找
谁探究过。和很多想做又没做的事一样，毫无
痕迹地掉进时间的缝隙里。掉就掉了，也无追
究的意念和行动。

鸟叫声灌满我的耳朵，我放下手上的活
计，循向窗台。窗台外，举目皆是灰色，墙是驳
杂的灰；铁皮的顶篷闪着银灰色的光；火柴盒

般的空调外机，灰白中，依稀可见斑斑锈色。
零星的彩色衣物，淹没在一众灰色调中。

鸟儿在哪呢？我寻找着那棵树。然而我
吃惊地发现，那棵树不见了！不，树还在，只是
满树的枝叶被削去了，只剩一具白色的主干。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怪我，每天行走匆匆，忘
了抬头看看天空，看看绿色的云朵。应该是有
段时间了，看那树干的截面已经发青，上面爬
满了墨绿的青苔，而秃秃的树干上，已新缀出
一圈小簇小簇的绿叶。是的，这棵树原先长得
太忘乎所以，枝叶都快要顶着旁边的楼墙了，
殊不知，在城市里，树也要有所节制，不能任着
性子长。

鸟叫依然热烈，声音很近，我却寻它不
着。正当我失望地收回视线时，意外看到了一
个鸟笼，鸟叫声正从那儿溅出来，溅得到处都
是。溅得笼子微微晃悠。笼子挂在对面一阳
台里，那楼与我隔空相望，除了楼底一道围墙，
并无遮挡。鸟笼子旁边是一厨房，油烟机的风
筒正朝外张着口子。鸟笼是竹子做的，小巧玲
珑，顶上罩着块天蓝色的布。

小小的黑影在笼子里上下跳动，我看不清
鸟儿长什么样，是歌鸫，还是山雀？显然不是
鹦鹉，叫声那么脆，那么野，衔着掐得出水的林
中晨雾，不是鹦鹉这种惯常被圈养的鸟发出来

的。
竹笼子禁锢着这只鸟儿，却无法阻挡它的

鸣啭。宛若立在森林的枝头，用歌声多情地告
诉我，若是我们乐意，春天已然降临。

它的声音一听就难以忘记，婉转、甜润，清
越又柔和，歌声潺潺地从它的口中流出，落入
人们的耳畔。鸟声就这样飘然而至，像蔚然天
空洒落的一滴雨珠，就这样仰着头，除了聆听，
你想不出还能做什么。

它的吟唱不断升级，绵绵不绝。我在哪
儿，它的声音就落在哪里。歌声中，我似乎看
到一只鸟儿正在树尖跃动，振翅，鼓鸣，树叶在
鸟翅的震颤下簌簌直响。

不敢说，我懂得了一只鸟的鸣唱，但只要
你聆听，自有一种难以言明的东西，穿越了空
气的阻力，在彼此之间连接。就如约翰·巴勒
斯说：“一只鸟的歌声含有其生命的线索，并在
它与听者之间建立起某种理解与同情的情
感。”

我静静地站着，任鸟鸣破空而来，落在我
的心里，让一颗心也跟着寂静又欢喜地跳动起
来。偶尔停歇，当我以为它的独唱会告一段落
时，新一轮的歌咏又兀自开始，清越，热烈，毫
无疲意。

它在鸣叫，把城市叫成一片森林。

鸟鸣声声
□□ 沐沐 沐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