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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31年，扎根一个连队29年，当
班长 28年；多次受到习主席接见，光荣
当选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熟练操作 3
种型号导弹武器，精通测控专业全部19
个号位，实装操作上万次，无一差错，参
与执行重大任务 28次，操作和指挥发
射多型号导弹武器，发发命中；培养和
帮带出200多名技术骨干，40多人进入
火箭军和基地技术尖子人才库；带过的
兵，12人当上了干部，6人走上旅团领
导岗位；4次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荣
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

这一串数字记录的是，刚刚获得军
队最高荣誉“八一勋章”、接受习近平总
书记亲切接见的安徽休宁人王忠心。

这些数字翔实地记录了王忠心的
成长历程，也记录了这位子弟兵对党、
对国家、对军队的赤胆忠诚。面对一次
次获得的荣誉，他始终保持一颗从军的
初心——“我做的都是自己应该做的工
作，尽了应尽的职责，我参军入伍的初
衷就是对得起这身军装。”

精准发射：源于精研专业
入伍时，他只有初中文凭，但凭借

勤奋好学，尤其是在专业技术领域一心
钻研，其专业操作技能不断提高。仅一
个电缆插拔动作，他就练习数千次。因

他熟记电路图，战友们称其为“活电路”
“排障王”。

有一次，王忠心所在的部队挥师西
北，执行实弹发射任务。在发射前的一
次重要分系统测试中，一个信号指示灯
一直没有显示。眼看发射窗口越来越
近，紧要关头，王忠心临危受命，带领技
术组排除故障。只见他迅速打开相关
的 4张电路图，一边沿着线路推演，一
边飞速地剔除着各种“不可能”。一个
多小时后，王忠心把故障锁定在一块电
路板上。一查，果然是这块电路板上一
个电容被击穿了。换上新电容，指示灯
显示正常。几天后，一枚新型导弹在西
北戈壁腾空而起，直冲云霄。

赤胆忠心：与习主席的四次握手
2012年12月5日，第一次握手。
习主席在会见原第二炮兵第八次党

代表大会代表时，与王忠心亲切握手。
这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和这位享有士兵最
高军衔的一级军士长的首次相会。

2013年3月11日，第二次握手。
习主席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后，亲切
接见了部分来自基层一线的军队人大
代表，王忠心就是其中之一。

2016年12月12日，第三次握手。

习主席出席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表彰大会，亲切接见了荣获“全国文明
家庭”荣誉称号的王忠心家庭。

2017年7月28日，第四次握手。
习主席出席在京举行的“八一勋

章”颁授仪式，向包括王忠心在内的 10
位“八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和证书。

对王忠心而言，每一次都记忆深
刻。“部队建设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士
官技术骨干”。习主席在2013年3月11
日听取完他的汇报后，那番深情之语犹
在耳边。“这个兵我认识”。习主席视察
原第二炮兵某基地在军史馆内看到他
的照片时说的话让他无比激动……

王忠心心里更加明白，作为一名有
着 30年军龄的基层士官，荣誉只代表
过去，只有干好本职工作才能不辜负这
个伟大的时代，只有“以更高标准完成
好本职工作，利用点滴时间培养年轻技
术骨干”“把绝对忠诚贯彻落实到一言
一行之中”，才能不辜负部队的培养和
习主席的关怀。

文明家庭：拥军爱军一家人
2016年 12月 12日，第一届全国文

明家庭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王忠心家
庭荣获“全国文明家庭”荣誉称号。走进
他的家庭，浓浓的拥军情怀扑面而来。

王忠心，自不必说，从戎 31载，满
怀赤子之心，以国为家，以军为魂，在不
起眼的“班长”的岗位上创造了一项项
奇迹，先后荣获“十大优秀士官”“大好
班长标兵”“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全军
优秀共产党员”，获得“践行强军目标模
范士官”“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等称
号，2015年获评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和
第四届安徽省道德模范。

王忠心的母亲是休宁县海阳镇汪
金桥村的一个朴实的农民，一直默默支
持儿子，虽然经常想念远在部队的儿
子，但是她从不给儿子添乱，哪怕遇到
急事、难事，也不告诉儿子，为的是让他
安心在部队服役，一心报效国家。

王忠心的妻子始终理解支持他，一
个人承担了照料家庭的重担；女儿更是
传承了父亲优秀的军人品质，从小立志
成为一名军人，于2015年顺利考取军校。

家人相濡以沫，关心扶持王忠心的
事业，而王忠心则将全部的能量奉献给
了党和国家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虽然
他们不能朝夕相处，但蕴藏在家人内心
深处的那份浓浓亲情编织了一道人间
最美的风景——文明家庭的内核，也是
这位“八一勋章”获得者、一级军士长奋
然前行背后的强大力量。

那年秋天，父亲和两个大些的男孩
被日本鬼子关进白杨村。一个汉奸恶
狠狠地对三个孩子说；“从今天开始，你
们在这里喂牲口，放小马，不许乱跑，如
敢违抗命令，别怪我不客气。”小马是北
方的毛驴。每次鬼子扫荡都要牵上小
马，用来承运抢来的粮食。接下来，父
亲和那两个男孩一起放牧。

白杨口村所有制高点，都有日军站
岗，随时瞭望附近的情况，想逃跑是很
困难的。鬼子隔三差五白天出去扫荡，
晚上回到营地，兴趣来了，聚集在父亲
他们住的对面的房顶上唱日本歌。就
这样过了半个多月。有一天，父亲和那
两个男孩又在一起放小马，他商量：“我
们瞅个时间跑吧？”两个男孩望着父亲
战战兢兢地说：“不敢跑，要跑不出去，
被抓回来的话就是一死。”父亲只好说：

“反正不能久留，这样吧，我们有机会就
跑。”两个男孩点点头。

第二天，吃过晚饭，天色刚刚暗下
来，鬼子又在对面的房顶上，围成一团
唱歌，并不断地往父亲他们住的平房
门前投掷抢来的玉米，每投一根老玉
米父亲他们就在门前捡一次。后来鬼
子不投了，开始不大注意这边。这时，
父亲急忙和两个男孩商量逃走的事，
两个男孩吓得浑身直打哆嗦，说话也
开始语无伦次了。稍许，其中一个男
孩缓过点神，神情恍惚地对父亲说：

“你先跑吧，我们歇一下，等天再黑一
点就跑。”父亲一边着急地说：“不行！
再迟就来不及了”一边用力拽着他们
准备出门，那男孩用力往后缩，身体往
下蹲，看他们胆怯的样子，父亲低声地
说：“那我先跑了，随后你们一定要跑，
听见了吗？”两个男孩急忙点头说：

“好！”父亲已留意到，距离平房不远处
有一条水沟，沟堤上满是长长的野草，
一直通往碾盘凹村附近。父亲轻手轻
脚地走出平房，利用残墙断壁作掩护，
每移动几步就向四周观察一下，就在

离开白杨口村之际，天色已昏暗，父亲
又着急地回望小平房，朦胧中，只见那
两个男孩蹲着身体，手扶门边，探出
头，父亲挥手，示意他们快跑，千钧一
发之际，两个男孩终于鼓足勇气，离开
平房，朝着家乡方向一路小跑，身影消
失在茫茫夜空。父亲钻进了那条长长
的水沟，借着微弱的星光，踏着露出水
面的石块，快速地前行。突然，身后传
来密集的枪声和叫声，鬼子发现了！
父亲顾不上漆黑的夜晚，在水沟里急
速地奔跑起来，水花四起，绊倒了爬起
来，再跑，大半截衣裤湿透了。过了一
会儿，枪声开始稀疏，父亲又累又饥。
不好，远处闪出一道道手电筒光，是鬼
子的巡逻队。放松的心又被拎了上
来，父亲急促地呼吸着。手电光越来
越近，能听到沟堤上传来的脚步声，父
亲紧贴沟壁，一动不动。手电光在父
亲头顶的夜空里来回闪射，有10几个
鬼子。危急关头，父亲屏住呼吸，紧握
拳头，时刻准备和鬼子拼了。幸好夜
黑风急，鬼子巡逻队走远了，父亲长长
地舒了一口气。

半夜时分，父亲急促地敲门，睡梦
中的爷爷、奶奶被惊醒，以为又是鬼子
来了，急忙起床，听见传来父亲的扣门
声，奶奶急忙开门，一把将父亲搂在怀
里，顿时失声痛哭，边哭边说：“栓子，
你还活着，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父亲说不上话来，泪水滚滚流下。爷
爷立刻说：“走！马上就走！可能鬼子
还会找来的。”已是夜半三更，奶奶急
忙给父亲换了衣裤，爷爷收拾了行装，
连夜带着父亲赶往下口乡六岭关村，
把父亲送到亲戚家藏了起来。

隆冬来临，鬼子依旧对碾盘凹和
附近村庄进行大扫荡，平山县等上百
个村庄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爷爷、奶
奶带着家人整天东躲西藏，四处瓢泊，
亲人失散，有家难回，苦难日子雪上加
霜。

虎口脱险
□ 梁 山

以国为家铸军魂
——记“八一勋章”获得者、一级军士长王忠心

□ 汪远定

芍药开花
□ 程瑞嘉

外婆的毛豆腐
□ 卫 华

幸会俞青
□ 贺建军

骄阳似火的七月下旬，我在宣城
出差，当晚收到俞大师的微信，他说今
年第二期的《徽州艺术典藏》刚刚新鲜
出炉，这期是“俞青专号”，担心有误，
仔细地问了我与龙哥的大名，要签名
赠书给我们寄来。我连连称谢。

认识俞青，在不久前。他和我，心
性率直的俩爷们偶然相识，居然相互
看着顺眼，在一起聊了许多，分手时以
兄弟相称。

多年来，只要得闲，我每年总要往
皖南跑上几趟。皖南的山山水水深深
地吸引着我，百看不厌，管他是泾县、
绩溪，还是石台、歙县，我都欢喜。前
些日子，有缘去歙县，本不想叨扰朋友
的，结果还是忍不住说了，着实惭愧。
问题是不说也不行啊，被汪祖明兄怪
罪下来，也是不得了的事——还想不
想做朋友当不当兄弟啊？祖明兄问我
想去哪儿，我说歙县来过多次，深渡那
边新安江山水画廊去得次数太多，这
次只去棠樾牌坊群和鲍家花园吧。祖
明兄说，好。

祖明兄风采依旧，带来一辆SUV，
啥牌子我没记住，驾驶员倒是高高大
大，很MAN的样子。让我想起上世纪
九十年代在《诗歌报月刊》工作时候的
同事——著名诗人祝凤鸣，他俩身高
相当，面容轮廓硬朗，长发飘然，随性
无羁的样子果然神似。祖明兄介绍驾
驶员说，姓俞，是俞大师，我以为他车
开得好，或者是熟人间的优雅绰号，所
以叫大师。

问候，握手。
之后我悄悄和同行的龙哥说——

俞大师长得真帅，有男人味，回头找时
间给我和俞大师来张合影，和帅哥照
相咱没心理障碍。龙哥说“OK！”的同
时，还不忘调侃我一句——那是你不
敢和美女照，怕回家交不了差。

我嘿嘿一笑。
棠樾牌坊群共有七座牌坊依次排

列，明代三座，清代四座，勾勒出封建
社会“忠孝节义”伦理道德的概貌，在
绿影扶疏中昂然耸立，蔚为大观，值得
一看再看。每看一次，我都会有不同
的收获和感悟。

参观完，我们从牌坊群景区出口
出来，两侧都是工艺品店和歙砚精品
店。在歙县，最著名的莫过于歙砚了，
歙砚精品店再多，也属正常。我们就
逐一参观欣赏。让我感到吃惊的是，
好多歙砚精品店的老板都会主动问候
俞大师。俞大师不仅仅是大师级的驾
驶员？看来，是我误会了。

我赶紧问祖明兄，祖明兄说，啊！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俞大师是全国著
名的歙砚雕刻大师。俞青，俞大师！
我说，啊！啊！我光过着和你们打招
呼了，没注意仔细听。

真是汗颜。
傍晚，在歙县城内练江边晚餐后，

如愿让龙哥给我和俞大师来张合影
——俞大师比我个高，我便无拘无束
自然自在地踮着脚尖以求高度的平
衡。嘿嘿，照出来效果果然是好，俞大
师很满意，我也满意。

俞大师和我们一见如故，盛情邀
我们去他的歙砚精品店喝茶。我们愉
快地接受邀请，来到“徽学”发祥地、被
誉为“东南邹鲁、礼仪之邦”的徽州古
城内。歙县的徽州古城是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俞大师的“恒石斋”就位于
这古朴灿烂的徽州古城内。一入“恒
石斋”，我未及细细品茗，忙不迭地赶
紧欣赏砚雕名品。

我这人有时不甚合群，喜静，别人
都聚在一起看俞大师获奖的精品，我
踱步到一旁慢慢欣赏，仔细一看，哈
哈，也是获奖的精品——《飞流直下三
千尺》，浑然天成，造型大气不失精
美。还有《独钓寒江雪》《一蓑烟雨任
平生》的自然神韵和唐诗宋词意境的
完美结合，我都相当喜欢。

轻轻抚上，神清气爽，润心的感觉
油然而生。

待众人散开，我再前去看那套荷
韵文房系列精品，是个八件套——荷
叶、莲蓬、藕节等无不精致传神，小心
翼翼地捧在手中，墨玉般的感觉，沁人
心脾。这简直是极品啊，真不愧是“点
石成金”的俞大师。

俞大师看我喜欢，过来为我介绍
——现在的砚，作为磨墨工具的功能，
已然褪去，更多的是作为一件件艺术
品来构思与创作，既然是艺术品，就要
求有独立的审美情趣。要是大家做的
砚千篇一律，哪还有啥意思呢。

我深以为然。
俞大师的砚以单一的器物方式呈

现，无一不集中体现其绘画、书法、雕
刻等深厚的艺术功底。其砚雕作品秉
承传统，不断创新发展，融水墨国画意
蕴，追求自然意境，赋予了砚雕作品丰
富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俞青是中
华传统工艺大师，两届中国民间文艺
最高奖“山花奖”得主，1998年创办了
石缘砚雕艺术学会……其他头衔与奖
项数不胜数，我懒得数也懒得说。

我只要知道，俞大师是歙砚传承
中的传承人物，是我新结交的好兄弟
就行了。

匆忙一聚，未及品茗细叙，既然有
缘，相信还会有机会的。再见面时，我
更想在俞大师工作时不远不近地站
着、看着、品味着，试着能否体会到俞
大师把握歙砚原石时精妙绝伦的构思
思路，以及欣赏到俞大师心神如一运
刀如飞的精湛雕刻功夫。

我期待着。

假日，妻子回家回来。她的电瓶车
里和往常一样卸下一大堆蔬菜，我忙不
迭地提着篮子，往屋内搬运。这些菜蔬
足够这个星期食用了。

这个时间，妻子不免会说起家里的
一些事。岳父母的身体康健，对我们都
是一件好事。妻子外嫁以来，只要有空
都要回转家一趟。妻舅与其他的姐妹
比起我们要忙碌些，妻自然要多回家几
次。

“唉，看看这个！”我抬头只见眼前
妻子的手里有个白色的透明塑料袋，里
面几块块状的东西。

“啊，毛豆腐！”我的声音激动起
来。这几次回家，我去菜市场买菜，都
买了些毛豆腐，有当地的，也有隔壁县
的。每次我都要仔细选择那些毛色好
的，毕竟岳父母年老了，牙口不像年轻
人那样有力，特别是这两年要差多了。
妻子总是提醒我要买些老人喜欢吃，又
可以咬得动的菜。

毛豆腐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以
前生活艰难时候，岳父母在村里开过豆
腐作坊，做过毛豆腐。家里现在还有整
套的豆腐制作工具。前不久，我和妻舅
专门去乡下的老屋，把它搬来，放在天
井中间。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项展示品，
时常引来过路的游客关注，站在旁边留
个影是难免的。那上面记录了岳父母
年轻时奋斗的足迹，家里的孩子也是唏
嘘不已。

这时，岳母少不了跟游客谈起过去
的生活，他们多惊讶徽州这个地方的人
怎么这么聪明。求天求地，不如求自
己。想吃什么，就自己动手。岳母和我
谈起这事，最喜欢说的两句话。

“妈妈自己做的啊！”我现在几乎就
是把岳母当作自己的母亲。我这个人
受的是传统教育，讲究知恩图报。我母
亲去世得早，从那以后的近二十年，“妈
妈”这样的词是不会出现在我的词典。
人们都说丈母娘喜欢女婿，我的岳母对
我是宠爱有加，就因为我从小失去母
亲。她常对妻子说失去母爱的孩子最
可怜。自我们成家以来，她常对妻叮嘱
少和我计较。农家活很少让我插手，最

多也不过是让我做些不花力气的活。
成家后，我唯有对岳母称呼“妈妈”。

我常对妻说，岳母就是我的母亲。
这些年让我尽情享受了母爱的温暖。
她知道我买毛豆腐回家，那么我也一定
喜欢吃毛豆腐。市场上的毛豆腐是要
好看些，味道也不错。但她听说我曾经
和妻谈过自己做毛豆腐的事，那天她就
说待有时间，也来做。

“毛豆腐怎么做？”我问妻子。妻子
毕竟见过，大致说了一点，就说下周回
家再去问岳母。我从小虽在农村长大，
见过做豆腐乳，但不知道怎么做毛豆
腐。

妻说岳母是用稻草做的底，最好是
用黄荆条，这时家中没有这材料，因为
要赶时间，等我们周日回家来就可以吃
到，就不可能去砍黄荆条了。具体的制
作过程妻子说不清楚，大致我也明白
些。徽州的臭豆腐太有名了。

这几块毛豆腐，如果说看相上是比
不上市场所卖的，数量也不多，几个姐
妹一分，我们就那么几块，不过一块块
的分量足。我的孩子放学要回家，恰好
可以吃到煎炸毛豆腐了。妻子回来时，
岳父还专门告诉妻子怎么烹制才好
吃。妻子又和我说了一通。那个兴奋
是不用提的，我也是激动不已。

毛豆腐可算是我们这里的名菜，用
做好的新鲜豆腐的来发酵，待她它长出
长长的、白色的长毛。做豆腐乳也是如
此，不过毛豆腐要用竹子或者黄荆条做
引子，发出的毛好，豆腐吃起来就更香；
没有条件，就用稻草，那就要晒一下，保
持豆腐硬度。

整个的发酵过程需要几天时间，这
个闷的过程很重要。暖暖的气温最好，
冷的豆腐被暖湿一逼，发酵就势在必
然。熟练的豆腐师傅是很会掌控时间
的，岳父是做豆腐的行家里手。岳父母
搭配做毛豆腐，在村里是有名的，毕竟
毛豆腐的卖价要高些。那时也只在这
冬天的冷暖交换时，做上几次。这些
年，他们搬出山村，生活无忧了，毛豆腐
也就不做了。

这次做毛豆腐纯粹是为了我们。

我真的很幸福，让我回到了往昔岁月。
我把这几块毛豆腐一一打开，每一

块切成两小块，恰好配成一盘。这时我
忽然想起小时候的生活，长时间闻不到
肉香，吃毛豆腐可是难得的打牙祭啊。
农家人很客气，毛豆腐是当地的特产，
来客人少不了特色菜。毛豆腐常常就
是不可缺少的，下酒最受人欢迎。

现在走进饭店，虽说毛豆腐也是家
常菜，但烹制起来毛豆腐，各有各的
招。味道咋样，就看厨师的手艺了。当
然食材是厨师成名的关键。

岳母以前做的毛豆腐，都是自己一
条龙做来，轻车熟路。现在自己不做豆
腐，只能是买豆腐来做。其实岳母是不
满意的，不过将就着也是可以的。一家
人皆大欢喜，周末是大家分享岳母手艺
的欢乐时光。

儿子恰好在家，今天特别高兴。外
婆的毛豆腐——我忽然想起这可以作
为一道菜名，肯定有卖场。

切些蒜子和生姜，放上酱油、白糖、
料酒，集中在罗汉碗里，兑上水。先做
好这些准备，然后在把锅烧热，浇油，热
腾腾。煎毛豆腐，注意掌握火候，黄而
不焦最好。最后倒入准备好的水酒之
类。发火烧，闷一会儿，再打开锅盖。
等把汤烧进豆腐去了，再撒蒜叶，之前
最好夹点腌红辣椒。盛盘上桌，看上去
——红、黄、绿，闻起来，舒畅，顿时让人
食指大动。

外婆做的毛豆腐，儿子的这碗饭吃
得很舒服，一扫这几日的身体不舒服。
怪不得，古时的徽州人都喜欢毛豆腐。
豆子是那时最好的营养品，做豆腐本身
就不容易。外出的人又不知何时回来，
放着放着就发霉了。长长的毛，丢了可
惜，还是将就着吃吧！没有想到，这一
吃，吃出了“徽州特色”菜。

下周回去，肯定还有毛豆腐。我知
道岳母的孙女就要放假了，小时候总是
嚷着吃毛豆腐，更何况现在的年轻人常
常都是吃货。

吃饭了，这毛豆腐就把我们的胃口
调动起来了。灯光下，一家人坐在一
起，品尝着毛豆腐。大家的心情特别
好，物以稀为贵，情以物感人。一个家
庭能走到今天，需要的就是一种精神。
昔日的奢侈品，在今天尽管看起来不值
一提，但每当看到毛豆腐时，我不禁就
会想起那段岁月。

芍药开花了。
在许村镇前村村一个叫西力坞的

小山村里，村民种植的芍药开花了。
粉红、粉白、浅白、紫色的芍药花朵夹
杂在一起，显得十分艳丽迷人。那些
由一片片花瓣组合而成的鲜艳花朵在
金枝玉叶的衬托下，挺立于高低错落
的花田间，蓝天白云下，像高举着的一
枚枚光彩照人的火炬，吸引了无数前
来探花的游人。

那些芍药花拥有一种野性的壮
美。因为它们是种植在山村野外的花
田中，由于有了端坐四野的“靠山”，有
了头顶上辽阔的蓝天白云，便显出了
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你看那些高低
错落的连绵山丘，多像一位慈爱的母
亲，将那些娇弱的芍药花紧紧地搂抱
在怀中。芍药花开放在这个季节里，
点亮了整个山坞，同时也点亮了农人
的致富梦，还点亮了那些远道而来，观
看芍药花游人的好奇梦想。那些块状
的花田，泥土顺着山势，高低错落，便
勾勒出许多不同层次的曲线，曲线塑
造出满田芍药花的花势。远远地望
去，像一层层漂浮在山坞大地上的红
云朵朵。

季节到了，芍药花开。这些大地
孕育的植物宠儿，随着蓝天白云和山
谷中风儿的召唤，含苞待放，瞬间便照
亮了整个山坞。

芍药花儿在阵阵山风的吹拂下，
像展开了一面面飘扬的旗帜。让那些
看惯了庭院里和公园里、花圃中各色
花朵的人们有了一种脱胎换骨般的视
觉享受。于是，他们或携妻带子，或成
双成对地游走在山坞的田间小道上，
花田中，以惊喜的目光，这里走走，那
里看看，寻寻觅觅，亲近芍药花，寻找
曾经失去的田园生活。用手中的手机
或胸前的相机拍照留影，许多女人和
孩子、夫妻、恋人等，在花田中铺展开
来，这里一簇，那里一团，他们的脸上
尽情绽放出美丽的花朵，要与花田中
那些默默无闻的芍药花定格成一张张
永恒的美丽照片，以这样一种特殊的
方式书写乡愁。

那么多人开着汽车，搭着公交车，
骑着电瓶车、山地车，来看芍药花。以
致山村公路受阻，交警出动疏通，人与
花塞满了整个山谷。

芍药用尽全力托举起娇羞的花
朵，在人们好奇的目光中你望望我，我
望望你，如菊花般开放的花蕊中便吐
露出芬芳迷人的淡淡香气，弥漫在山
谷中，让人们留连忘返。

芍药花从来不因人们的喜好而忘
记养育它们的脚下泥土，它们把根深
深地扎进泥土中，吸足充分的养料，才
会保持旺盛的生命，拥有娇柔的花朵
和亮丽的青春。所以它们感恩山谷中
肥沃的泥土和头顶上日夜作伴的蓝天
白云和星星月亮，还有山风雨露。同
时，它们还以中药材的名义，奉献给需
要它们的人们。

是夜，我忽然得了一个梦，梦见山
坞里的那些芍药花在布满星星和月亮
的夜空下，变成了一个个美丽的仙女，
在山坞的花田间载歌载舞，尽情享受
属于它们的诗意生活。

山风阵阵，芍药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