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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莲花湾新种荷花的水田，呈不规整

的弧形，一丘一垄地叠起，成畈。田畈

里，水幽幽的，已有荷叶与新芽露出水

面，微风轻拂，如雅韵般漾着天光云影。

绕过湾口正在浇筑水圳的村民，我

看到一个魁梧的身影朝着机耕道与田

埂走来——他是婺源县荷田村党支部

书记方兴武。好些天了，他每天早上都

把其他事撂在一边，先到莲花湾察看荷

苗的长势。

机耕道是新开的，坑坑洼洼。他引

导着我，一脚高一脚低往田畈里走。

“许是土壤含有硝的成分，这丘出现

了铁锈水，水温也相比其他丘低，好在发

现早，撒了生石灰就解决了。”方兴武指

着靠近山沟的一丘水田，松了一口气说。

莲花湾的 22 亩水田，全部从村民手

中进行了土地流转，已列入省里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项目。荷呢，3 月下旬就播

种了。“在小荷的生长初期，要随时监测

水位、水质的变化。现在只需要一匹浅

水，到了生长中期，就要抬高水位。这

个项目做好了，就会吸引更多的村民加

入到种荷增收的队伍中来。”方兴武聊

起种荷，一脸的兴奋。

分明，我从他眼里读到了“小荷才

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意。

“嚓嚓、嚓嚓嚓。”在浇筑水圳的村民

中，有人在提铲拌砂子水泥，有人在提灰

桶运砂浆，有人在忙着灌浆，大伙都有说

有笑。唯独，只有脱贫户方高能在一声不

吭地做事——他有语言障碍，心却如明镜

似的，一天在家门口做事能够挣150元左

右的工钱，已经心满意足了。方高能看到

方兴武引着我一路看荷苗的长势，情不自

禁地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二
在方兴武的心目中，村庄的先祖应

是像濂溪先生那样的爱莲之人，不然，

也不会把村庄的初名取为荷源，以及把

莲花雕在民居的雕饰里。至于荷田，那

也是因为后来“以田植荷极盛”而得的

村名。发脉于段莘万担源的荷田水，在

村前淌成一湾花溪，溪边的古埠、古道、

古樟，还有古老的民居，都连接着久远

的时光。

“一个人的能力，不只是体现在自

己能够挣多少钱，而更多的是能够为家

乡做多少事。”方兴武虽然退伍多年，但

讲 话 做 事 依 然 保 持 军 人 的 爽 直 与 坚

韧。8 年前，因为组织的信任，退伍后一

直在外地打拼的他毅然回到家乡，接过

了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

那一年，方兴武 40 岁，正是“不惑之

年”。

出乎意料的是，方兴武刚着手村庄

环境整治，就碰到了一件棘手的事。他

小姨争着要到村里做保洁员。“外甥当

支书，我扫地又不是白拿补贴，你们凭

什么不同意？”方兴武的小姨已过花甲，

到村委会又吵又闹。为了这件事，她几

乎与方兴武成了“冤家”。那保洁员的

岗位谁合适呢？村委会通过张榜公布、

报名、遴选，从用板车转运垃圾的体力

考 虑 ，这 个 岗 位 落 在 了 村 民 方 庆 林 肩

上，每年公益性岗位补贴 6000元。

几乎在同时，村口公用地，即文昌

阁 的 遗 址 处 ，被 村 民 占 用 搭 建 的 猪 栏

棚、柴火棚、粪缸棚需要拆除。毕竟，当

时个别村民对美丽乡村建设缺乏认识，

又牵涉到自身的利益，结果可想而知。

环境整治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既然要拆除，那拆了的地方能派上

什么用场呢？有村民提议建休闲广场，

更多的村民则从恢复村庄人文景观考

虑，建议原址复建文昌阁。

这一提议，村两委班子与村民达成

了共识。一拆一建，让村民感受到的不

只是村庄环境的改变。

在镶嵌于复建文昌阁墙面的“功德

碑”上，镌刻着方兴武与村民，以及迁居

浙江嘉兴乡友的名字。显然，他们都是

积极倡导和响应复建文昌阁的。

“溅玉飞珠文脉清流千古秀，重峦

叠嶂德山环壁百家兴。”如果说砖木结

构、带鳞瓦戗角的文昌阁，是对历史上

荷田“书香之村”文化底蕴的一种挖掘

与彰显，那文昌阁前矗立的清代嘉庆二

十五年（1820）“合村公约”禁碑，则让人

感受到了村风良俗的传承：“放牛者路

遇牛粪，当及时清扫。大路不宜污秽，

有碍往来。”碑是村民方二娌及其家人

早年在田间发现，并竭力保护的。

一条青石板的古道，在古樟下向着

远方蜿蜒。临近中午了，我让做向导的

村党支部副书记方剑伟先回村委会，自

己却停下了脚步，向禁碑与文昌阁行注

目礼。我无法邂逅从荷田村走出去的

茶商、文士，却遇见香樟花扑簌扑簌地

在石板路上落了一地。微黄的香樟花，

轻柔，细碎，飘逸着幽香。

三
红嘴蓝鹊从古樟飞到村文化墙的檐

头，仿佛是对我目光的牵引。文化墙在

村委会对面，是村里最聚人气的地方。

方彩英、方春林、方关发、汪江红、

曹志均……在 39 户脱贫户的榜单中，我

找到了夏汉泉的名字，他是作为“脱贫

攻坚感恩奋进典型人物”上红榜的。夏

汉泉的家在大睦段，上有体弱多病的父

母，下有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家庭生活

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的肩上。帮扶干

部和村两委班子结合夏汉泉的实际情

况，给他安排了生态护林员的岗位，并

鼓励他学习水电安装维修技术。

荷田村有公益林面积 485 亩，天然

林面积 1982亩，挂牌保护的名木古树 49
棵。自此，夏汉泉有幸成了村里三名护

林员中的一员。

在祠堂坦上，我遇见了拿着一箍电

线正准备骑电动车回家的夏汉泉。他

个子不高，挺直腰杆笑道：“没有政策性

帮扶，我不可能过上现在的生活。党和

政 府 不 仅 扶 了 我 的 贫 ，也 扶 了 我 的 志

气，日子是越过越有盼头了。”

当时，方兴武正在与人商谈村庄环境

提升和农村“四好公路”附属工程收尾的

事。他意思很明确，村里所有用工首先要

在脱贫户选，让他们多增加收入。

“这些年的变化，不仅是村庄环境、

基础设施的改善，村里党员干部的形象

也随之树立了起来。扶贫要扶在根上，

我们是读懂了精准扶贫的要义的，现在

要做的是巩固脱贫成效，从产业发展等

多方保障脱贫户不能返贫。”来自上饶市

人大的驻村第一书记王定侠深有感触。

文化墙上的一张脱贫榜单，记录的

只是从扶贫到脱贫的花名册吗？我认

为，内里既是时间的一种跨越，亦是当

下向未来敞开的信用空间。

四
花溪，是荷田村时间的容器，流淌

着时间的声响。

在方兴武手机的“美篇”里，集结着

荷田，以及桃源、南坑、大睦段、长皋等

自然村秀美乡村建设的许多照片，有疏

通河道、修桥补路、安装路灯的施工现

场，也有开满油菜花的山村田野和古朴

的民居。印象深刻的情景是：2018 年 10
月 28 日，随着一条长 2.7 公里、宽 4.5 米

的水泥公路全线贯通，大睦段村民敲锣

打鼓，欢天喜地，从此告别了肩挑背驮

的日子。

所有这些，都应是荷田村跻身上饶

市水生态文明村、江西省农村社区建设

试点工作示范社区、江西省“十四五”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的一种记忆锁定吧。

而最初识得荷田山水风光与村落古

朴的，是南昌的徐子明和新疆的刘龙二

位先生，以及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写生

者——前者落脚深耕，在村里开办了民

宿；后者呢，把荷田的山水美、农家富，以

及民俗风情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

想来也是，谁不会对青山绿水着迷

呢？

古樟遮蔽的荷田花溪，春天好比受

孕一般，清亮、丰腴，俨如时光的镜像，

既荡漾着村庄的过往，也照见村庄的现

在，还有未来。

白杨沟的美，宁静和谐

一座座毡房，像一个个心脏

均匀地跳动

它的深处，一挂洁白的瀑布

是白杨沟奔流的血液

听得出马蹄的声音

像一种救赎

险峻处站立的哈萨克

手举金雕，一动不动

乍一看，像景区建造的图腾

他极力模拟托起一片云彩

和瀑布吐出的水雾同时飞天

他的白色小圆帽珍珠般

嵌在雪岭云杉之冠

金雕两米宽的翅翼

让天空变暗，白杨沟变亮

扇起的风有一万支利箭的磅礴

盖过瀑布的马蹄声

在水雾迷蒙下

分不清哈萨克和金雕

哪一个是白杨沟的守护神

白杨沟

我不信属相

白杨沟草甸的菊花丛中

三匹马，悠闲地

啃食阳光

我不敢肯定什么地方见过

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它们像我的家人

神态如此亲切而熟悉

我选择一匹白马骑上去

两只蝴蝶飞来悄悄对我耳语

这是我前世真身

我骑在自己身上

像回到从前的王国

草甸的马原来是我的兄弟

父亲物语

我和稻子同时成熟

父亲紧盯稻子，举起镰刀

稻子倒是高兴

被父亲的汗水认领

我站在旁边，父亲却视而不见

我也想挨上一刀

轻重无所谓，又不会出血

让父亲把我和夕阳捆在一起

像稻子一样挑回家

风 车

南方有风车，长着三张口

一张口朝天，一张口朝地

一张口朝故乡

风叶转动时，稻米

从朝天的口进去

从朝地的口出来

糠秕

从另一张口，吐掉

吴茱萸

赣中平原独特的土壤气候

适合一味中药生长

坝坎上的吴萸树老驼了背

基因须重组迭代升级

父亲斫下新枝像剪断脐带

将血脉扦插到河洲

有如父亲的父亲

给坝坎上的吴萸树迁徙

完成中药遗传仪式

再叽叽哇哇念叨几句

吴萸树的表白传到父亲耳窝

他摘下绿中透黄的果实

仿佛他笑脸中的笑脸

晒干生命中掺杂的水分

留下辛辣刺鼻的药性

呛倒秋季的乡愁

父亲耗尽一生炮制地道中药

树冠三五米枝叶散发的吴茱萸

深入骨髓成了痼疾

豫章
随笔

怡情诗笺

白
杨
沟
的
驯
雕
师

□

绿

雪

“澹澹田中水，青青垄上苗。播

在清明前，植在谷雨后……”这是弟

弟最近写的一首小诗。看得出来，

随着弟媳病情的稳定，以及万物勃

发的大自然气场逐渐强大，弟弟的

诗情犹如他诗中的秧苗，快意地向上生发。他并非诗人，

而是一个仍然在为生活奔忙的普通人。但是，我觉得是时

候写写他了。这不为别的，就为他说的一句话——向着阳

光奔跑。

弟弟小时候胖，模样俊秀，招人喜欢，因此父母家人呵

护有加，虽然生长在农村，却没吃过什么苦头。大专毕业

后，在省城一家公司找了份工作。记得有一天，他心急火

燎地回家了，原因是在带电作业中右手被电烧伤。捧着焦

黑、肿胀、粗糙的手掌，我在心里对他说：弟啊，你长大了，

必须要学会接受生活可能给你的任何磨难了。

伤好之后，弟弟挤上南下的列车，汇入汹涌的人潮。

生活是需要勇气的，它不会宠幸任何人，它只会是屈服于

勇敢、坚强而有信仰的人。初涉社会就遭受工伤，弟弟应

该是懂这个道理的。因为，他很努力。从村部的座机电话

里，父母陆续接收到来自沿海的讯息：弟弟进了电子厂，从

流水线工人，做到班长，再到生产线主管。后来，他恋爱

了。女孩来自广西大山深处。两颗年轻的、远离故土、漂

泊孤寂的心，在工厂的流水线上交织，碰撞出纯粹的火

花。结婚后，小两口回到深圳，租下一个小店面，边卖化妆

品边做美容。

那应该是小夫妻最快乐的日子，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

一方天地，以及承载生活希望的事业。当然，也相当辛

苦。丈夫负责进货、售货、接待，妻子负责给顾客敷面膜、

洗脸按摩、做皮肤保养，就这样揉啊揉，揉碎了白天和黑

夜，揉熟了冬夏和春秋。日子虽说辛苦，但奋斗总是那么

美好。

那年暑假，我和家人正在天津旅行。突然接到弟弟

的电话，电话那头语气慌乱，透着惶恐和无助。原来，弟媳

在南宁大医院检查出严重的肾病，须做进一步治疗。一道

霹雳抽在心上！我告诉他一起到南昌会合，住院治疗。见

到弟弟和弟媳时，父母也几乎同时赶到。没有人说话，七

月的空气凝重得可以攥出水，喧闹的街市像突然按下了静

音键，只看见车窗外的纷繁世界，疾速地向身后奔跑。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由于南昌的医院病床紧

张，只能转到宜春城区住院，度过危险期后，最后转到县

城，那里离家近，便于照顾。弟媳开始了漫长的血液透

析。由于并发症频繁发作，弟弟不得不随时陪护，以至于

无法找到一个相对固定的工作。弟弟是个简单的人，心思

单纯，没有欲望，也不谙世事。所以，他心里简单地只剩下

了生病的妻子。9 年里，弟媳经历上千次透析，他都在医院

陪护。弟弟爱打呼噜，便睡了多年客厅沙发，生怕影响妻

子休息。夜晚家里有盏长明灯，这样妻子一声呼唤立马就

能跑到身旁。精心的照顾，弟媳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

那时候，弟弟尝试过贩卖服装、玩具，走街串巷。一个

偶然的机会，他盘下了一位好心阿姨的儿童娱乐设施，在

县城公园摆起了摊儿。这是一个简单的生计，却不是一个

简单的活儿。每天披星戴月而归，经常三餐不定。因为在

室外，还得靠天吃饭，四季寒暑晴雨，总是喜忧无常。但总

算两口子可以同进出，长相守，加之政府照顾吃上低保，儿

子也进城读了书，弟弟额上愁云终于散去。后来，弟弟的

故事在家乡传开了，被表彰为全县孝老爱亲道德模范。“出

名”之后，有人问他，生活这样不易，是怎样走过来的？弟

弟说，我虽然常怀远虑近忧，但老婆身体还好，就觉得越艰

辛就越开心，越困难就越坚强。

我知道，男人一般不会轻易说出“爱”字，只会付之于

日常和琐碎。就是这个平凡的“爱”字，在他心里幻化为坚

实的梁柱，支撑起一栋温暖的屋宇。他用文字写道：“这些

年来，妻子从病危到稳定，从绝望到坦然；而我从慌乱到习

惯，从自责到担当；生活也从迷茫到坚强，从拮据到自足。

一切都在向着美好、向着新生变化。人啊，总在拐角处遇

见通途，在风雨后见到彩虹……”

简单的人，总容易获得快乐。简单且遭受过生活磨难

的人，往往更容易得到满足。弟弟即使成为黢黑、肥胖的

小摊主，也掩藏不住他内心的乐观豁达，时不时抡起儿童

充气锤、塑料刀剑来一段杂耍，扭动的身子，总让人忍俊不

禁。尤其埋藏在他心底已久的诗情，遇着合适的水分和温

度，开始慢慢萌发。我常想，如果生活可以重来，命运可以

改写，他或许真能成为一名诗人——因为，他心有真爱，爱

家人，爱生活。

好心情是一剂良药，弟弟说，既然无法云游四海，那就

不妨欣赏近水楼台。一台两轮电动车，驮着两人走遍竹乡

美丽山水，看遍家乡四季风光。后来，电动车换成摩托车，

最远时竟骑行到距县城 40多公里的乡村。青砖黛瓦，高山

流水，碧树繁花，旧村新貌，总能撩起弟弟的文思。读着他

朋友圈、公众号、“美篇”上近百篇诗歌散文，作为兄长，内

心的欣慰无以言表。

“春日风雨无常，但闻巢燕呢喃。天晴好郊游，满目黄

花翠柳。布谷，布谷，唤出犁田老牛。”读着这样的诗词，即

使它显得稚嫩，也是弟弟对生活的真切体察和真挚热爱。

有一次，和他聊起生活感悟，弟弟说，鸵鸟遇险总是把头埋

进沙子顾头不顾腚，蚂蚁四季都在忙着贮藏粮食居安而思

危，他要做一只特别的蚂蚁，在忙碌贮藏口粮的同时，向往

着诗和远方。

是啊，人生需要油盐柴米，也需要诗和远方。我有时

翻看 30 多年前兄妹 3 人的黑白照片，思绪总是回到遥远的

过往。照片上的俊秀少年，早已变成满脸胡茬、操劳奔忙

的中年大叔，而生活的境遇，带给兄弟不同的人生。但弟

弟在我心里，却仍然是那个简单的阳光少年。“向着阳光奔

跑 ”，我 很 喜 欢 他

这 句 话 。 这 个 曾

经的少年，面对生

活的坎坷，奔跑得

那么勇敢，那么有

力 量 。 从 这 个 意

义上来讲，弟弟是

生活的强者，是真

正的男人。

向着阳光奔跑
□ 胡光华

荷田的镜像荷田的镜像
□□ 洪忠佩洪忠佩

（外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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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夏天，气温渐渐升上来了。出门散步，便选择去

有树荫的路上，或是赶在清晨，或是等到傍晚。夏天，是暴

露在浓烈阳光下的，而我却希望能在树荫之下，捡拾一些

记忆中的夏天。

老家门前的晒场边，有一棵大泡桐树。那棵泡桐树的

树冠很大，树下的阴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晒场上

晾晒东西了。一个阳光好的晒场，对于农家来说是很重要

的，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父亲一直不愿意砍掉那棵泡

桐树。夏日午后，或是傍晚时分，邻居们会搬方凳、竹椅，

或是垫一张荷叶，聚在树荫下，围坐在一起，然后东家长西

家短地闲聊起来，话题永远也聊不完。有时，也会有人拎

来泡好的老蚕豆，或是从地里砍来的毛豆，往地上一丢，大

家就伸手帮忙剥蚕豆，剥毛豆，边剥边聊。树荫之外，阳光

暴烈，树荫之下，却是其乐融融。那时年幼，并不太在意这

些，现在想起来，却觉得那样的场景分外温馨。

我经常在河边的枫杨树下散步。夏天，是枫杨树的叶子

最浓密的时候，只有星星点点的阳光从树叶的间隙中漏下

来。树下的光斑，有椭圆的，有圆形的，风动树摇，光影也在

树荫下闪烁跳跃。走在树荫下，也踩在光影上，即使一个人

散步，也觉得很有趣。我追着光影，光影也在追着我；我走在

树的阴影里，树的阴影也在我的面前遮住一片一片的阳光。

蝴蝶飞来飞去，在路边的灌木里寻找花香，一会儿在

树荫下，一会儿又飞进阳光里，它们背上的色彩也在一明

一暗之间，仿佛一朵又一朵的花在飞。

夏天的第一声蝉鸣，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响起的。每年

夏天，听到树上蝉鸣时，蝉声已经响成了一片。我总觉得

盛夏时的蝉声，是有着金属质地的自然之声，像某种金属

簧片振动时发出的声音。有时，看见一只刚刚蜕壳的幼

蝉，正沿着枫杨树干往上爬，便站在那儿，看着它慢慢地爬

上更高的地方。我知道，也许明天，它就会站在枝上高

唱。有时，也会特意站在树下，寻找树枝上正在高声鸣唱

的一只蝉，当目光在绿叶间，顺着声音的方向搜寻，发现那

只蝉时，它好像也发现了我，撕裂般的蝉声忽然就停了下

来。想想，还是走吧，何必打扰它们呢。还未走出多远，那

只蝉又叫了起来，声音还和刚才一样的高亢。

沿着枫杨树干攀爬的风车茉莉，已经爬满了那棵枫杨

树粗壮的树干。风车茉莉的叶子碧绿油亮，立夏时，它们

开花了，白色小花，五枚花瓣像风车一样，在风中旋转，也

在枫杨的树荫下旋转。现在风车茉莉的花谢了，它们依然

藏在树荫里，看着夏天，也许也会留下关于夏天的某些记

忆，等到来年花开的时候，用小小的风车般的花朵，告诉我

们，它在树荫下捡拾起来的夏天。

在树荫下捡拾夏天
□□ 章铜胜章铜胜

心香一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