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徽州碑刻调查，想把徽州
周边拉一些村落进来做比较，浮
梁县高岭村就是一个不错的村
落。高岭的名气之大我是知道
的，名气大是因为出瓷土，我生活
四十年的祁门也出瓷土，但这并
没有让我与高岭有过谋面。让我
动心的当然是这里的碑刻，前几
年翻书翻到高岭村聚秀桥有几块
碑，将这个村子放在了访碑备忘
录里，己亥岁清明小长假，把高岭
村翻了出来，做了一番寻碑游访。

导航告诉我，屯溪到高岭村
有三条路可行，走祁门到经公桥
至高岭，走休宁到右龙至高岭，还
有走婺源到浮梁至高岭。路程最
远是祁门线，剩下两条差不多，走
婺源是高速，开车单调乏味。这
样山花烂漫的季节，我当然选择
走右龙一线，能沿途饱览春色，可
谓是赏心悦目的事。

前段时间雨水充沛，率水河
河水清澈，鲜艳的映山红贴着水
面盛开，微风拂过，把波光粼粼的
河面染成红色。檵木开着丝丝白
花，一簇一簇的，杜鹃花粉红色，
还夹着新绿叶片，那些灌木乔木
青藤把整个青山当成了画布，恣
意地涂抹着五颜六色。民居也大
片占据着画面，笋干腊肉将生活
装点得香味俱全。

右龙如同浸润在竹海中，被
绿包围得严严实实，村民将摩托
车或小轿车停在路边，提着竹篮
在山坡上采茶，他们再也不是头
戴箬笠，身穿蓑衣的山民了，他们
的茶叶贴上有机标签，成了欧美
人抢手货。五龙山的瀑布从高高
的岩壁上跌落，碰在石崖上成了
白色的粉沫，弥漫在空气中，让人
感到满面清新。

过了虎头降就是江西地界
了，感觉比安徽的地界要噪杂些，
到了汪胡景区已是游人如织，再
到瑶里两边车都挤不下了，这就
是人们所说的那个“人间四月天”
吗？我不禁担心起我要去的高岭
村来，会不会也是个人声鼎沸的
热闹场呢？我这人性情孤僻，喜
欢独处，爱寻幽访古，有时在寂静
的古道上发呆。好在车过了瑶里
人渐稀少，到了东埠古街上岭，整
个环境寂静了，古树渐行渐密，左
右穿越便到了高岭村水口。

高岭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

坐落在一个小盆地之中，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四周青山环抱，绿
树成荫。它分内外两个村，共有
200多户、1000余人，大多以务农
为生。冯、何、汪、胡是这个村的
四大古姓。村里民居都是古朴的
砖瓦房，道路皆由平整的青石板
铺成。河水清澈、民风淳朴，是江
西古代居落保存较好的地方之
一。

其实高岭不高，估计海拔不
过 300米样子，但这里的植物非常
茂密。如果你不到跟前，根本都
发现不了古树底下的水口亭，可
想而知这水口有多紧了。我把车
停到古树根下，走进水口亭，没想
到四块碑全都立在亭子内墙，一
看正是我要找的关于聚秀桥碑。

聚秀亭初建于唐末，原本是
规模宏大，雕梁画栋，亭内也彩塑
多尊神像。与亭子同时兴建的还
有庙阁寺，只是岁月的风雨剥蚀
了这些建筑。聚秀亭意为一村风
景之秀都聚集在这里，我们来的
时候正是清明，古树吐着新绿，叶
子嫩绿得风都能吹破，树种不同
颜色也有差异，但都吐着芬芳，让
人感到久违的清新。

亭建在村头水口的聚秀桥之
上，故俗称水口亭，是高岭的代表
性建筑。古代高岭有一个习俗，
不论在外为官还是经商，回家探
亲都得在这下马落轿，然后徒步
过亭入村。水口桥亭在宋、明、清
三代几经修缮。亭内四块碑记依
次记录着万历、康熙、雍正、乾隆
重建庙亭记录。亭子圆门上方嵌
有四块青石雕刻而成的“王岭云
峰”四字，相传这是南宋高宗皇帝
的真迹。

聚秀亭靠山原有一座玉仙
庙，为了纪念首开高岭土的何召
一而建的。何召一是高岭何氏第
九代传人，生活在南宋绍兴时
期。他发现高岭土后，不仅让村
里人摆脱了穷困，也为景德镇瓷
业带来了勃勃生机。他逝世后，
高岭村民一起集资建了一座庙，
在庙中为其塑真人像，奉他为“玉
土仙”。

水口亭下是龙口瀑布，因道
路施工我只能在远山上眺望，瀑
布位于聚秀亭下，高数十米，秋冬
季节，水声潺潺，宛如仙女浣纱；
春夏时节水势汹涌，声如雷鸣。

瀑布下边有一深潭，潭口白沫四
起，像龙口一样，所以称它为“龙
口瀑布”。古人有诗云：

洞水千寻落，天然石井深。
龙翻若沸口，吐沫雪花匀。
高岭村前有棵古樟，需六七

个成人才能合抱，其树根又似龙
爪，盘根错节。吊牌上写着树龄在
1300年。虽历经沧桑，依然苍劲挺
拔、枝繁叶茂，其树冠遮天蔽日，像一
把擎天巨伞。古徽州婺源习俗一样，
每当村中有小孩出生，长辈必到千年
古樟树下焚香祷拜，用红纸将新丁的
生辰八字系在樟树上，求树神保佑孩
子无病无灾，祈祷福寿延年。因此，
人们又将这些古樟称作“祈福树”。

高岭通往东埠的古道长约 5
里，宽约 2米，全部由麻石花岗岩
砌成，始建宋代，至今已有 1000
余年的历史。以前有村民在这里
烧茶水，方便歇息，特别是方便瓷
土挑夫过往。宋代，高岭几个大
户捐资合力，他们把狭窄古道加
以整修，铺砌石板路。明清两代，
村民又三次按丁摊派，每丁负责
一丈道路，以后每年中秋节，村人
都自发地集中拨整道路。

古道上有两座石亭，其中接

夫亭有段凄美的故事，据说矿工
们长期不能回家，女眷们就在每
年中秋节来山中探望。那时，妇
女们打扮一新，拖儿带女，在亭内
与丈夫见面。古代矿工在地矿中
湿气大，劳动时基本不穿衣服，妇
女不得入山，女眷送饭只能到接
夫亭，偶尔可见自己丈夫。久而
久之因这个妻子等候丈夫的凉
亭，就改称为“接夫亭”了。

我到过祁门县庄岭的太后坑
瓷土矿，真正的矿坑已成了深不
可测的水潭，靠山的矿洞一直挖
掘到山中，长度有上百米，我捡拾
的瓷土石标本还保存在办公室。
而高岭村矿洞有点像徽州冬季藏
山芋种的地窖。

古道的尽头就是瑶河边的东
埠古街，这里是明清之际高岭土
集散地，也是古镇为古代浮梁四
大名街之一。东埠古街分为上街
头、中街头和下街头，两边鳞次栉
比的店铺夹住 3米来宽的街面，街
道用青石板和麻石铺成。石板街
道上留下了独轮车压出的凹痕。

直到民国时期这里还有很多
店铺，如今保存好的有上街和中
街头。明清时期，有药店、布店、
鞋店、豆腐店、猪肉店、糕点店、理
发店、杂货店、饮食店等几十家店
铺。每间店铺都有前后两门，间
间相连，前门正对着街面，沿河后
门房屋以吊脚楼建造为主，对着
碧波荡漾的东河。

我们走在老街上，却很少见
有游人。再向前几步，屋中走出

一老者，我问东埠上街有块石碑
在哪儿，他指了指前面街道，就在
第一个码头那里的墙边。又走了
几步，古碑果然立在街上。碑刻
的内容是浮梁县署于乾隆四十五
年，发的一份关于埠街码头瓷土
装运告示，意思为整顿高岭土运
输市场，禁止船户欺行霸市的行
为。

原来东埠古码头是通往景德
镇输送高岭土的矿业专用码头，
古代主要是都昌县和婺源县人把
持，他们组成船会，负责高岭土装
卸船运，修造船只、修缮码头桥梁
等。短短百余米长的码头，七座
码头由不同的船会把持。因此，
商业竞争与矛盾重重，严重影响
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特别是
乾隆年间，本地人王重辉等觊觎
私利，意欲阻绝婺船装载，霸揽独
运水脚，以获取暴利。官司打到
县衙门，为维护社会治安，浮梁县
衙不仅发了严禁布告，还勒石立
碑以警后人。

有道是“繁华过处皆如烟”，
瑶河水流淌着，码头依然，只是没
有了昔日那船帆过往人声鼎沸的
场景，这倒是还原了青山绿水生
态。走在窄长的板凳桥上，见鱼
儿自由地游翔，村民坐在水埠头
垂钓着。古树也斜向了河心，树
下鸡鸭悠闲地啄食着虫子，事物
在轮回变换。高岭与东埠在历史
长河中曾经那么盛极一时，沉寂
过后又渐渐成了人们心中的风
景。

每次翻阅杨绛先生的《我们
仨》，总有种感触久久埋在心头，
为他们的相濡以沫，相守相助，
相聚相失，也为他们的平平淡
淡，与世无求 ,亦有些为我对生
活的困惑而指点迷津。

我很喜欢杨绛先生的温婉、
自信，出得厅堂入得厨房，更确
切地说，我应该学习她的性格。
在先生回忆中，他们没有过不去
的坎，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感人至深处是阿圆和父母
的通信，三人三地，聚少离多，彼
此的牵挂与不舍可谓字字催泪，
每次阅完，总会深思良久，想说
些什么……

我是一名最基层的政法干

部，在县城上班，爱人在乡镇工
作，一年 365天，每天早出晚归，
碰上值班或重要节假日一般不
回家。记不清我们有多少个日
子没在一起很好地交流了。

孩子读高中，住校，一个月
回家一次。

我们一家三人三地，相聚在
一起的日子并不多。因工作的共
性，我和爱人聊得最多的话题是防
范化解矛盾纠纷，跟孩子交流最多
的语言是以案释法说教。

那一夜，爱人刚到家，电话响
起，为解决一起矛盾纠纷需要出差
去省城，来不及多说什么，他拎起平
常准备好的包就出了门，连夜赶往
合肥。

恰巧第二天一早，我也因工
作安排前往省城，心里有些乐，可
以近距离见到爱人了。

到达省城，我被领导安排了
好几项跑腿的工作，就这么一直
四处奔走，没有如愿见上爱人一
面……

爱人负责的当事人已经碰
头见面，几名工作人员一起在做
当事人思想工作。电话里头他
告诉我，从街道的那边看到了
我 ，我 四 处 寻 找 ，却 看 不 见 他
……但我能感觉背后有一双关
爱的眼睛。

晚上七点多，电话准时响
起，儿子每晚总是在第一堂晚自
习下课给我来电，“老妈，在干嘛

呀？”“我到省城来了，老爸跟我
一起。”“哦！那你们注意安全，
早点回来。”儿子的懂事和理解
给了我们莫大的动力。

就这么一直耐心工作着，晚
上九点多，饭没吃上，天空下起了
雨，我们随着人群忽进忽出，哈
哈，幸好天黑，我该庆幸爱人看不
见我衣裳被淋湿后的狼狈状。

晚上十点多，通过动之以情
的劝解，爱人负责的当事人工作
做通，矛盾化解后坐上最后一班
车子离开了省城。我们这边也
大功告成。爱人在街道的这一
头找到我，摸着我潮湿的头发，
我们相视而笑……

那一刻，我觉得世界上最美

好的相聚亦不过如此！
杨绛先生说：“我们这个家，

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
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
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
做力所能及的事。”她还说：“不
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
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
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
不寻常的遇合。”

我们也一样，我们的生活就
这样因距离而精彩，在忙碌的工
作中享受着生活，感悟着生活。

感谢杨绛先生百岁高龄写了
《我们仨》，清晰雅致的文字间告诉
我做人做事的真谛，简朴的生活、
高贵的灵魂是人生最高的境界。

生活的馈赠 张海霞 最美的相聚最美的相聚

高高 岭岭 行行
 陈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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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有三个年
头了。三年来，母亲的音容笑貌
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想起母亲，
我就想起我们相处了五十年的日
日夜夜……

一
母亲讲，解放那年，因为经常

跟父母到我们村来躲枪炮，二十
岁的她就嫁给了孤身一人的我父
亲。母亲贫血，婚后十八年，三十
七岁的她才初为人母。在那个没
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左右三
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老来子”

“秤砣子”。对于我这个“心肝宝
贝”，外婆和母亲是极尽呵护。母
亲说，我三岁之前，头都没有碰到
枕头过，她和外婆轮流抱着我睡
觉。因为母亲身体不好，我出世
后骨子里弱，加上奶水不足，身子
十分羸弱，就“像只兔子一样”（乡
俗有此说法），感冒、发烧弄个不
停。他们经常不分白天黑夜，不
管是天晴下雨，一旦我生病，就轮
流背着我跑几公里山路到蜀源村
去给我看病。

母亲说，三岁以前，她们为我

都没过上安宁的日子。
二

让父母更不安的日子还在后
头。

我小学毕业那年，因为血尿，
着实把他们吓呆了。因为在我们
那个小山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
么人尿过血。看中医，看西医，吃
中药，吃草药，前后一年多，花了
很多钱，居然都没效，最后还是要
到歙县人民医院去开刀。母亲显
然接受不了开刀这个事实，她急
的不仅是一下拿不出那么多的钱
住院，更担心我这个“儿子种”开
刀的意外和风险，因为村里从来
没有人开过刀！

“为什么偏偏你要开刀呢？
不开刀就不行吗？”那一夜，她一
遍遍地重复着这个问题，像是问
不谙世事的我，又像是问我那同
样着急而又无奈的父亲。

第二天，母亲起了个大早，给
我们炒了蛋炒饭。五十二岁的父
亲陪着十三岁的我踏过家乡那蛇
形而出的石板路去医院开刀。母
亲红着眼含着泪把我们送了一程
又一程。那时，我真没有想过五
十岁的母亲回家后一个人在家会
急成什么样子？

术后的第三天大清早，我看
到窗户玻璃外母亲那清瘦的脸庞
时，我大声地哭着叫着。

在病床前，父母亲都是泪如
雨下。她和父亲说，昨天夜里听
来医院看望我的叔叔说“刀没开
好，还要再开一刀”时，她都要急
疯了。她坐在床上等天亮，她一
遍遍地祈求菩萨保佑，祈求祖宗
保佑。鸡叫头遍，她就摸黑出门
来医院看我。她一边说着一边从
用旧衣服扎成的简易包袱里掏出
十个煮熟的鸡蛋。

我不知道，那一晚她一个人在
家会急得哭成什么样子？我不知
道，没有手电筒的她是怎么一路摸
黑走了二十五里路来到城里的？
我不知道，从没进过城也不识字的
她是怎么找到医院来的？我不知

道，当天下午惴惴不安的她又是怎
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家的？

三
母亲没文化，但她爱护读书

人。每到“双抢”，只要轮到她晒
谷，她都主动让给村里的几个女
知青；家里烧了什么好吃的，她都
要叫知青来吃饭。每每遇到老师
到我家吃派饭，没有新鲜肉，她就
切火腿；没钱买豆腐，她就磨豆做
豆腐；要不她就干脆杀一只老母
鸡炖给老师吃。春茶采摘后，她会
把亲手炒制的新茶送些给老师喝；
要杀年猪了，她会提前跟老师约，
请老师当天到我家吃杀猪饭。梅
雨季节，老师从家中赶来给我们上

课淋湿了衣服，她会把父亲的衣服
送去给老师换，然后把老师的衣服
拿回家洗净晾干……

母亲深知读书的重要。我遇
到不会做的家庭作业，她会点上
马灯带着怕见老师的我到老师住
宿的人家去问老师；开学了，我的
作业还没写两个字，她会牵着哭
哭啼啼的我去向老师道歉，并嘱
咐我“开学以后赶紧把作业补
上”。初中的学习非常紧张，学校
的生活十分枯燥，每当我有回家
种田的念头时，母亲总是告诫我
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你这个身体，怎么吃得消种田
啊！千万要好好念书啊！”在父亲

的鼓励和引导下，我发愤苦读，终
于换来了安徽省徽州师范学校的
录取通知书。

四
我在岩寺成家后，父母因为眷

恋那个小山村，一直不愿意来城里
生活。2004年父亲去世了，母亲一
个人呆在山里，三两天感冒，还时
不时地帮邻居做些手头事。我怕
她一个人呆在山村有什么闪失，便
乘着接她进城看病的机会把她接
来家住。当她看到用了一辈子的
水缸出现在我的院子里时，也就愉
快地住了下来。2017年清明节过
后，轻度脑梗、轻度老年痴呆如洪
水猛兽般汹涌而来：她的双腿没有
知觉两脚无法行动，她总是时而清
楚时而糊涂，不是大声地叫我的名
字，就是一遍遍地问孙子什么时
候回来？三年前的那个傍晚，八
十八岁高龄的母亲没有和我交代
一句话就驾鹤西去了。

艾草绿了又黄，月亮圆了又
缺。山花开了，清明到了，我和妻
子又一次来到父母的坟前，焚一
炷香，诉说我对父母绵长的思念。

如果不是文友们的相约，我
想这辈子也是难以走进休宁境
内一个叫做“山斗”的村庄。

“山斗”二字入侵脑海，源自
三十年前我在读的休宁洪里中
学的一个男生。记忆里，即便走
在平坦的学校操场上，他也是踮
着双脚尖，蜻蜓掠过水面般，这
样的走法引起大家的好奇。

有同学说，山斗的村民大多
从小爬山的缘故。攀爬高山，是
用双脚尖努力也上前探路，以便
稳实攀爬的脚步。那山，应该挺
陡的吧？

也因此，我理所当然地认为
那 个 男 同 学 的 村 庄 是 叫“ 山
陡”。未曾想，这一固执的想当
然，却在三十年后推翻了我对一
个地名的错判。

黑白相间的徽州房子，鸡犬
相闻，纯朴的村中老人，一座从
香花野草中懵懂醒来的山村，弥
漫在植物绽放旺盛的荷尔蒙里，
属于皖南村庄春天里的景象，山
斗，这里全都有。

山斗乡吴书记告诉我们，山
斗的得名源自这座村庄三面环
山，村庄正处在山峰的怀抱里，
听及此，我将记忆的“山陡”狠狠
地打了一个红叉叉。山环水绕
的青山，也并不是我想象中那般
陡峭。置身山斗，犹如襁褓中的
婴儿那般安然。年少的想象力
终归稚浅，却也美好。

山斗村和相邻叫做岭脚的
村有青石板古道衔接，当地人叫
新岭古道，地势较为平缓，处于
休婺古道其中的一段。古时，这
是 五 城 到 婺 源 江 湾 的 必 经 之
道。除却用于建高速以及山斗
乡其他发展各种所需，如今遗存
下来的古道约 6 华里。时代变
迁，村庄和古道亦是顺应了时代
发展的潮流。世上永远不变的
是改变，这是一种定律。改变是
为了更好，孰轻孰重，自然会有
一番取舍之道。

穿行在山斗的田野阡陌间，

绿色是主打的底色。田野里是
皖南特有的油菜黄，山多田少的
缘故，虽没有那么气势如虹，但
一簇簇一片片，却也清新惊艳得
一丝不苟。山间清澈见底的溪
流，一座又一座峰回路转的小
桥，任由我们在它的上面轻跃或
是疾走。

山间的风夹杂着春天的气
息吹了过来，又吹了过去。紫云
英在田野里肆意开放，还有那一
片枫树林里成片的紫堇花，不时
惊呼声阵阵，在山谷间回响飘
荡。这一刻，山斗是紫色的。我
一直以为紫色是女性的专属色，
不曾想，同行的几位男性文友却
也在紫堇花里驻足留影，统统在
大片的紫色里沦陷。原来，对于
紫色的抵抗力，无关性别。

我问给我们领路的吴书记，
你们这里有个叫“俞新强”的人
吗？和我一般年纪上下，我比划
着自己。吴书记仔细打量了一
下我，努力地想了一下，说，没有
呀。没有？我有点怅然若失，难
道是我记错了名字？

记忆里，那个踮着脚尖走路
的男同学，白皙的皮肤，五官清
秀，我们未曾说过一句话。我却
在三十年后另外的一个时空里，
将他回忆起。“不忆旧时人，只忆
旧时行履处”。也许，我们记取
的并不是某个人，而是一段青春
的回忆吧？

2019 年的山斗之行，于我
而言，是一次无拘无束春天里畅
意的行走。以至于多日后想起，
那场阳光，雨露，春光，古道，这
些词语组织起来的画面，蓦然觉
得自己依然在那画卷般里轻步
行走，云淡风轻，不惊扰一片绿
叶。我还记得那山间有鸟儿婉
转清脆的鸟语，“叽叽喳喳”着，
犹在耳畔，它们和我内心深处的
宁静同时抵达。

“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
我应如是”，我想，这亦是一种圆
满吧。 配文图片：阿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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