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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兮呼，兮呼……锯子越往木料的深处走，吃入木料

的声音越发沉闷，似乎，锯齿与木料在纠缠中产生了钝

感。而这一切，仿佛随着全国首届“当代艺匠”胡文全

的到来，崇德堂修缮快要进入迟滞的现场就松缓了下

来。

加木柱顶撑，换檩条，增瓦盖漏，关键是朽了的大

梁必须换。维修崇德堂的构想，一一在胡文全与他的

师兄弟们眼里清晰起来。崇德堂始建于清代乾隆五十

年（1785年），梁底标记了胡焰端等木工师在20世纪50
年代、80年代的修葺痕迹。惋惜的是，经过多次修缮，

祠堂内雕饰的吉祥图案已经越来越少了。

在村庄老人和胡文全的记忆里，崇德堂已是明代

洪武年间开基的仁村仅存的祠堂了。历史上，仁村不

仅建有敦徐堂、嘉会堂、永德堂、慎德堂、庆余堂等 10
座祠堂，还建有文昌阁、天香书屋、腊梅园。胡文全是

土生土长的仁村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他学习大木

作出师后，不甘困囿于婺源山村，就去苏州园林古建工

程公司打工。胡文全有一股子钻劲，他拜在了著名园

林专家石秀明门下，学习独特的造园手法与古建修缮

技艺，从木工、施工员，逐步成长为项目经理、工程部总

经理，先后参与了苏州园林部分景点、安徽寿县寿春清

真寺等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修缮。后来，胡文全看到

婺源乡村旅游的兴起，毅然放弃了苏州的优厚待遇，回

到梦开始的地方。他把同门师兄弟邀集在一起创业，

传承弘扬徽派建筑文化。仁村水口的文昌阁，是胡文

全与师兄弟 8 年前在原址复建的，镶嵌墙中的匾额和

碑刻都是原物，成了村庄乃至婺源书院文化的地标。

想想，如果崇德堂得不到及时维修，以致损毁，那是否

是村庄宗祠文化的一种记忆缺失呢？

崇德堂修缮完工的那天，已是中秋节之后，胡文全

让工友在新换的大梁下标记上师兄胡新开的名字，落

款的时间是壬寅年秋。

二
时光倒回去年夏日的清晨，曦光刚从浙江义乌佛

堂老街漫过，胡文全已经在现场指挥起重臂吊门楼的

木梁了。他数了数古建工地上的梁枋，掐着手指算时

间，想赶在上午完成门楼的装配应该没有问题了。然

而，每一件梁枋、斗拱、雀替，都是他与师傅们采用深浮

雕或圆雕手法雕出的作品，又全部是榫卯结构安装，每

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即便是微小的雕饰，也要完美

如初。

毕竟是夏天，随着阳光的照临，就多了几分暑热。

然而，他和师兄弟依然一个工序接着一个工序，有条不

紊地对接着榫卯。像曾经的无数个清晨一样，胡文全

都在佛堂的古建工地上忙碌着。

婺源，处于皖浙赣交界，曾是徽州“一府六县”之

一，徽派古建筑遗存丰富，木、砖、石“三雕”艺术为建筑

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体样本，对当代建筑及雕

刻艺术具有普遍的借鉴价值。而佛堂古镇属浙江，镇

内义乌江穿境而过，又处在东阳江东岸，享有“千年古

镇、清风商埠”之誉。虽然，两地处在不同的省份，但

“以其地理环境为依托，以其自然文化作底蕴”的建筑

美学是相通的。至少，佛堂的历史建筑风格借鉴了徽

派建筑元素以及特色，婺源乃至徽州的徽派建筑，在营

建过程中也离不开东阳木雕艺匠的参与。

几年前，胡文全在承建万善阁与佛堂老街牌楼时，

没想到自己能够继续在佛堂做古建项目。但，他对佛

堂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留下了深厚的情感。本来，

按照老街牌楼的设计方案，有一棵古樟是要移栽的，但

为了这棵古树，他选择退让了两个商铺的位置。毕竟

古树移栽一次就会多一次危及生命的风险，何况它是

老街与商埠活着的见证。

佛堂古镇，不仅存有老街，还有朝江的副街、横

街。江边码头舟楫往来的情景虽然消失了，但在街巷

之中依然可以看到古代市井的风貌，以及清代、民国初

期的古建遗存。在那里，胡文全读懂了一代代艺匠的

匠心。

三
在胡文全的心目中，徽州木雕既是民间艺术，也是

历史文化的载体。去年年底的一天，胡文全还在徽逸

古建工坊与师兄弟一起探讨修复“九世同居”木雕构

件。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谓是数字的极限了。“九

世同居”，即民间寓意累世同居的祈愿。想来，哪一个

人，抑或一个氏族不向往家族和睦、聚族而居呢？

与胡文全一起的师兄弟都知道，同期修复的木雕

作品中，还有以物喻人的“暗八仙”，以物寓意的“福禄

寿”，譬如：莲和笙寓意“连生”、石榴寓意“多子”、蝙蝠

寓意“多福”，等等。其实，他们从小生活在“十家之村，

不废诵读”“山间茅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的婺源

乡村，更喜欢的是“魁星点斗”“蟾宫折桂”等题材。无

论入手的作品是透雕、凹雕，还是线雕、多层雕，都称得

上是一种儒家思想的陶冶与民间艺术的享受。

匠人堂，是胡文全集中展示木雕、砖雕、石雕作品

的地方。堂内最为醒目的是鲁班先师的雕像、各式斗

拱样品，以及微缩的徽派建筑模型，“一堂集萃传承中

华艺术，三字生辉彰显工匠精神”。

确实，匠心一如藏在木纹里的花朵。满头白发的

胡文全，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对于像他这样的手

艺人来说，时间在追求匠心过程中偷偷流逝。十年弹

指而过，而他感受到新时代国家对民间艺术与工匠精

神的重视，却是前所未有的。春去秋来，他在传承弘扬

徽派建筑文化的同时，谋划得最多的是如何用自己的

专长，去刻画盛世文化的图景。

朴素的青云谱像深扎在南昌的一

根老藤，倔强地从梅湖底部擎出一根新

枝。

光阴的门在流年里半开半合，依稀

瞧见梅福衣袂飘飘，手捧香茗从梅树下

缓缓走过，从此，南昌少了一位县尉，仙

岛隐钓有梅福，此地空余“梅仙祠”。又

是风骤起，逶迤飘过一曲《梅花三弄》，这

首笛曲成就了桓伊“一往情深”的成语典故，它不仅仅演绎出桓

伊对音乐的挚爱，更有桓伊对治理了十年的江州情深，那时的

南昌城就在江州辖区内。桓伊任上去世后，就地葬于青云谱，

朝廷下旨在梅湖之滨造桓伊庙。岁月抹去了祭祀桓伊的庙宇

与大墓，但纸本里的青云谱是无法夷平的。桓伊的音乐已沉嵌

于这块水土，他的笛声仿佛还萦绕在青云谱灵动的山水间，声

润这根老藤。朱姑桥梅村内的梅花又开了，连同梅汝璈在东京

审判庭上的慷慨陈辞，芬芳四溢。或许偏爱梅湖的清静，去除

洪城水患后，许逊得道后开辟道场，创道教“净明派”。据说这

里与西山彼此相通，是为一派，如同这根藤上的两片叶子。多

年后，梅湖溪畔，石径上，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脚着木屐的王孙

朱耷，匆匆走进了落寞的青云谱。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

曲中人，沿着这根孤独的老藤，我们看到苦痛催生出的八大山

人。萌发、攀缘、生长、老成，这根藤在许逊手上是锁住兴风作

浪的孽龙那根顽强的锁链；是汪大渊将远航的船固定在澳大利

亚、坦桑尼亚等地港湾的大绳；这根藤扭摆成岳飞笔下“还我河

山”的力量，成为一个民族被外强欺凌时永恒的座右铭。这根

藤攀缘上那株唐桂，让我们嗅到了青云谱的清香如初。

每个文人心中都有一个青云谱。眼前的梅湖景区，人疏

地阔，跌宕错落着一大群仿古建筑，竹木荫荫，虹桥卧波，溪水

明净，焕然一新。我徜徉在一片朴淡自然中，心中始终在寻觅

青云谱。还是那处色调深暗的院落，蔚然深秀而沉静。一溪

波光，石板桥横，上面青苔茵茵，柳蘸清溪，有些“人迹板桥霜”

的味道。而长堤逶迤，梅湖溪汩汩，流动着芸芸众生的心香。

进得“八大山人纪念馆”，庭院深深，林荫蔽日。飘逸的翠竹，

冠盖交覆的丹桂，翳蔽着幽幽的小径。我凝视着八大山人的

铜像，他两手抱臂，臂下挂一顶斗笠，脚着草履，凝望远方，忧

郁凄迷中透着一些平和。他的身后，静默着清简的石门，粉墙

黑瓦，红石青砖，写满沧桑。从锦衣玉食、踌躇满志的王孙贵

族，到“天崩地解”，家毁国亡，八大山人心情自是悲愤至极。

然而，黍离心境，对影空排的他隐居青云谱，以画独抒心旨，把

中国书画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后世的黄秋园、陶博吾等艺

术家无不传承了这种文化基因。如今，因为他，青云谱成为南

昌的一个文化高地和精神家园。当然，南昌也给了八大山人

特别的尊敬与呵护，在原来八大山人纪念馆老馆的基础上又

建成新馆、学术中心并对外开放。多年来，八大山人纪念馆举

办了多次八大山人学术研讨活动和纪念活动，八大山人的作

品、思想，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爷爷，为什么八大山人画的鸟呀鱼呀都白眼向天呢？还

有，为什么画那些老藤？”童稚声声。“为什么？那你就需要去

了解明末清初的历史哦。再仔细看看，你是不是觉得画里有

种倔强之气？”“倔强？是不是有文化的气场呀？”“哈哈，对，文

化的气场。”……我饶有兴趣听着一老一少参观者的对话。或

许，青云谱这组建筑群和这座园林，不仅有八大山人的磁场，

更有中国文化的磁场。此刻，我的面前，是八大山人纪念馆的

新馆。它与老馆浑然一体，相映成趣。新馆的前面立着一块

水川石，上面镌刻着八大山人的自题“浑无斧凿痕”。人们来

到这里，徜徉在江南的园林之中，伫立于八大山人的作品之

前，看着那天井小院的古树，品味中国书画的意蕴，沿着文化

的老藤往历史的深处挖掘，接通中国的千年文脉。

风光旖旎的八大山人梅湖景区、古色古香的梅汝璈故居、

手拿书卷的航海家汪大渊雕塑……这些“老藤新枝”，展现了青

云谱区厚重的历史和发展的眼光。

井冈红
□□ 宋海峰宋海峰

老藤新枝青云谱老藤新枝青云谱
□□ 刘晓雪刘晓雪

井冈山是红色的山，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红色的记忆。

这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

路的伟大实践；这里，见证了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血脉相连优良作

风的养成；这里，见证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的孕育与形成。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 95 周年之际，登上千里罗霄之腹的井冈

山，融入叠翠的山峦，思绪万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

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本本”上没有的

新路，指引着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的？

“翻身根据地，革命母胎盘。”1927 年 10 月 27 日，毛泽东率领工农

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井冈山茨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斗争。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诞生了。

在井冈山重温峥嵘岁月，很多人都谈到“道路”这个关键词。道路

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伟大的事业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这一事业是正义的、宏大的，而

且因为这一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队伍刚上井冈山的时候，就有人提

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此分析说：“因为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

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廓清迷雾，方才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定力，星星

之火才可以燎原。

茅坪八角楼的灯光是黎明的曙光。二楼阁楼书桌上，竹节油灯、

砚台按原样摆设，质朴静谧，仿佛一篇文稿刚刚在这里挥毫写就。当

年，毛泽东披着毯子抵御深夜的寒气，用一根灯芯来照明，写下了《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

今天重读这两篇光辉著作，可以感受真理的光辉穿越时空，烛照

来路。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

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对中国

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黄洋界的云海，五大哨口的梭子、竹签，七溪岭的红杉，龙潭的翠

竹，茨坪的红军练兵场……一个个红色印记，标注着红色井冈山的峥

嵘岁月，也诠释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7 年 11 月，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成立；1928 年 1 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２月上旬，打破国民党

军队的第一次“进剿”。至此，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领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

在宁砻市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

东，参谋长王尔琢；12 月 11 日，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

的红五军，与红四军在井冈山会师。这两支红军的会师，为进一步扩

大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提出了工农革命军打仗消灭敌人，

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工农兵政权这三大任务，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在千难万险中向前挺进、发展壮大。

面对强敌，人民军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生动诠释了这支军队的

血性胆魄。

伫立在永新县龙源口桥边东岭山上的龙源口大捷纪念碑前，我轻

声念着碑文：“龙源口大捷，威震边界，湘敌闻讯而逃，从而再一次击破

了湘赣两省敌人的联合‘会剿’，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井冈山的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

与朱德一起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

十六字诀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红四军以不足 4
个团的兵力，在同国民党军队八九个团甚至 18 个团兵力的战斗中，击

破了敌军第二、第三、第四次“进剿”，使根据地一天天扩大和巩固。

在红军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后来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不仅更

加密切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巩固了红军本身，成为我军战

胜一切强敌的源泉之一。

一条道路的成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感

慨：“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时刻将人民群众利益

放在首位……”正因为心中装着人民，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井冈山始

终“依靠群众求胜利”，并将革命的星星之火，燃遍整个中国！

井冈山一栋栋民房白墙上，“打倒土豪劣绅，把土地分给农民”“彻

底实行土地分配”……一条条红色标语，记录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范

围内土地革命的巨大影响力。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凝视着陈列的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正式颁

布的《井冈山土地法》，仿佛看到当时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的场

景……

“分了田和地，穷人笑哈哈。跟着毛委员，工农坐天下。”当时流传

的民歌，生动表达了农民分得土地后的欣喜。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广大的底层工农被唤醒，人民群众对

红军、对共产党的支持与日俱增，形成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

系、军民关系。

林间的这条小路曾是毛泽东和朱德挑粮走过的羊肠小道吗？重走黄

洋界挑粮小道，信仰的光辉、奋斗的史诗、人民的伟力，辉映历史，震撼人

心。

黄洋界的地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红军有了“天险”，却没有“口

粮”。那时的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

井冈山斗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军事上“围

剿”，在经济上严密封锁，妄图把红军饿死、困死在井冈山。于是，军民

齐上阵，每天往返 100多里地，肩挑背驮把 30万斤粮食运上山。

遥想 90多年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物资奇缺，食用的盐，都是从老

墙上刮下来的土熬成的硝盐。但是战士们很乐观，还编了顺口溜：“红

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红色井冈山，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染就的。

井冈山茨坪北山最高处，矗立着巍峨的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

冬阳映照下，它像一簇跳动的火焰。

征途漫漫，精神永恒。张子清、王尔琢、陈毅安……那一串串永不

褪色的名字，璀璨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星空。

致敬英烈！缓步来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刘仁堪烈士就义图前，思

绪的风帆，沿着岁月的长河溯流而上，回到 93 年前那个下午井冈山下

的莲花县城……

1929 年 5 月 19 日，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就义前依然在刑场慷慨陈

辞：“乡亲们，国民党这些杀人魔鬼，疯狂不了多久，红军是一定会打回

来的。”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舌头，刘仁堪咬紧牙关，忍着剧痛，用脚指

头沾上流下的鲜血写下了“革命成功万岁”。

杜鹃灼灼、红土凝魂。井冈山斗争只有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却有

4.8万余名革命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留下姓名的只有1.5万多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

代，革命先驱用鲜血和生命点亮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希望火种。

极目远眺，五百里井冈层峦叠嶂，气势磅礴。井冈山红旗的升起，

为中国革命开启了胜利的航程。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在历

史的进程中，井冈山的红色历史，已经成为井冈山精神的鲜明底色。

在血与火中锻造的井冈山精神，闪耀着新的时代光芒，指引我们在复

兴之路上坚定前行！

红色印迹

匠心匠心，，木纹里的花朵木纹里的花朵
□□ 洪忠佩洪忠佩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太阳收起了它的

最后一抹余晖。山峦开始收拢它有些疲惫的

怀抱，将散落的孤独的老村庄，搂进怀里。那

时，我只是一个 8 岁的孩子，暮色将我包围，

还夹杂着一种莫可名状的对于黑暗的恐惧，

把我推向空寂的黑洞。我摸索着把手伸向厅

堂那根垂挂在西墙上的细绳，然后紧紧地拽

住它，使劲一拉，嗒的一声，灯亮了，整个厅堂

亮如白昼，仿佛刚刚落下去的太阳，又重临人

间。

一个乡村孩子幼小的灵魂得救了，一颗

因怕黑而加速跳动的心，终于回归安宁。每

当此刻，我总会抬头凝望悬挂在客厅中央、被

一根电线拉扯着的灯泡。它在晚风中轻轻摇

晃，在雪白的墙壁上划出有些零乱的光影，像

秋天挂在枯藤上的一个萎黄的葫芦。我注视

着灯泡中间，这根弯弯的发着耀眼强光的细

丝，陷入虚妄的冥想。一个 8 岁的孩子，只见

过油灯的芯、烈火中的柴、火盆里的炭，从未

见过被一层薄薄的玻璃包裹起来的神秘发光

体。

在那个寒陋的村庄，祖祖辈辈掌灯照明，

习惯了在微弱的光亮中睁大眼睛打量事物，

习惯了在太阳的强光中眯起眼睛思索命运。

20 世纪 80 年代初，家乡才迎来了电光时代，

我的童年因此亮堂起来，那根灯泡里的“灯

芯”，一直在我的眼前晃着，晃着，有时瞬间寂

灭，化作一团黑。它是我走出精神洪荒的最

温暖、最明亮的灯塔。

直到读初中三年级，我才知道，这根灯泡

里的“灯芯”是一种学名叫“钨”的金属做成

的。化学老师说，钨元素符号是 w，原子序数

74，属于元素周期表中第六周期的 VIB 族。

钨的熔点极高，硬度很大，在一定温度下发光

发热，主要用途为制造灯丝和高速切割超硬

金属，也用于武器制造，是一种战略物资。她

是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女老师，把那么多刚

硬无比的金属元素都化成了绕指柔。爱“钨”

及屋，我也喜欢上了化学这门功课。从家乡

通电的那天起，在农村生活日常金属的家族

里，就多了一个新成员。我常常会在白炽灯

的暖光里，想起化学老师那一双“钨”黑闪亮

的大眼睛。

钨不像金、银、铜、铁、锡五朵金花，灼灼

盛开在漫长历史的每个角落。它是我们生活

中极细微的一部分，当它在真空中沉睡的时

候，我们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当它在

黑暗中苏醒的时候，这个沉默的乡村才会肆

意地尖叫起来。当它把整个山乡都点亮的时

候，我们才会感觉到一种金属存在的盛大意

义。

位于赣中南万泰交界的故乡，与泰和仅

一山之隔，这种天然的地缘关系，构成了两地

之间世代沿袭的姻缘之亲。我的祖母是泰和

人，我的外祖母是泰和人，还有我的小姨妈也

嫁到泰和苏溪，从小走亲戚，经常往返于泰和

与故乡之间，蹚溪过水、翻山越岭，半个早晨

就到了。相对于闭塞的故乡，那时的泰和是

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105国道穿越吉泰盆地

而过，那里地势平坦，气候温润，盛产水稻、甘

蔗、西瓜、百合和茶叶。国道上车流滚滚，汽

笛声声从山背传来，一群牧牛的孩子，时不时

爬上全村最高的山顶，眺望山外的世界，总看

见山那头的公路上车流如蚁，急急而奔。姨

父家就在 105 国道旁，每年暑假，我与小舅、

弟弟，就会来到他家帮忙“双抢”。他高中毕

业以一分之差落榜，在家种了一年地之后，便

通过招考成了小龙钨矿的一名矿工。“双抢”

时，他也回来抢收稻子，骑着二八自行车，车

架上的布袋子里，装着一些黑乎乎的矿石。

每次回来都带上一小块，摆在他房间的书桌

上，有黑色的、灰色的，也有黄褐色、淡红色

的，有方形的，也有椭圆形的，金属的光泽，暗

沉逼人。姨父说，他每一次下矿、出矿，都要

留下一个标本作纪念。那次我们回家时，他

送了一块小矿石给我。

这是一块锥形石块，状如小山，大概一个

拳头大小，灰黑色，质地粗粝，纹理野朴，棱角

锋利，闪着刚刚剥裂后的新鲜的幽光，表层还

夹杂着一些白色晶体和褐色锈迹，像时间的

药粉，撒在分娩后的伤口。我们步行回来。

我一直把那块石头抱在手上，沉沉的。小舅

说，你太累了，我帮你拿会儿吧，我不肯，生怕

他不当回事儿，摔坏了。我紧紧攥着，手上涔

出了滑滑的汗水，汗水沁进了矿石，显得愈发

的沉重。我干脆脱下背心，把它包起来，拽在

背上，把它带回了家。我也学着姨父的样，把

它摆在临窗的小书桌上，还自制了一个小木

托，把它供养着。后来我外出求学，举家迁居

县城，父母便帮我把这块石头藏在了阁楼的

角落里。

不久前的一次小龙之行，一位同行的朋

友给了我一块小矿石，让我又想起了当年姨

父送我的那块矿石。我打电话问母亲，还记

得这块石头吗？她说记得，当初搬家时是她

与父亲一同收藏起来的。不久后，我回到老

家，找出了那块石头，它在孤寂的老宅里、幽

暗的阁楼上沉睡了 30 多年。我重新打量它，

形状、大小、重量，似乎什么也没有变，只是一

层厚厚的时间的尘埃，落满周身，掩盖了它原

来的光泽，吸气一吹，纷乱四起，一地齑粉。

三十多年，对人而言，已近半生年华，可

对一块石头来说，只是它亿万斯年洪荒岁月

之一瞬。当初那个背石而归的少年，辗转尘

世，历经风霜，学而不优，仕而无成，马齿徒

增。而这块石头，虽然脱离母体，飘落异地，

但它始终怀抱着体内的矿脉，坚守着一种金

属的品性，期许着用粉身碎骨去点亮光明。

回城时，我没有把它带走，它是我留在故

乡的一双黑色的眼睛。

洪荒
□ 郭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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