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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源镇，紧临黄山区城东，
前身是太平县治所在地，它有
着千年的历史，也有着千年的
文化沉淀。近百年间，历经了
晚清太平天国战乱，民国年间
日机的轰炸等天灾人祸，古城
面目全非。但这片山水，清秀
依旧，那些留存下来的古迹，骨
子里，还是透射着那个时代的
文化气息，定格了那过去的往
事和曾经。

古城山环水会，三面环溪，
富溪河和麻川河依城而流，因
源出黄山，古称“仙源”。“面揖
黄山，足潆碧水，屏风后镇”，是
这一块洞天福地最好的诠释。

“山水之胜，殆甲江左。”这
是清《宁国府志》对于仙源的描
述。清嘉庆年间，曾三次奉调
担任江南乡试同考官的太平知
县曹梦鹤，溯根究源，不但把麻
川河同诗经中的淇水相比：“巨
石累珂，交积隍涧，曲折奔腾，
冲激雷转。”而且把它与庄惠之
辩的濠水并论：“山高水深，驾
飞虹于水上有濠梁之景焉。”

古 城“ 陆 通 徽 歙 ，水 达 鸠
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陈村
水库蓄水前，城东埠的麻川河
上 ，自 唐 时 起 就 是“ 舟 楫 世
界”。特制的木宣船和乌排，沿
青弋江顺流而下，经宣城最终
汇入长江的水道。“溪船载归
米，山妇出簪花。”即使在枯水
期，水道也不闲着。“遇滩则舟
子群裸入河，后推前挽，以肩
送，虽严冬莫避。或以竹筏代
舟，仅载数石，沿河索挽。”清代
中叶，太平县人口达到历史上
的高峰，有二十七万之众，茶叶
木竹和手工业等商贸的发展进
入了鼎盛时期，成为当时徽商
与沿江地区进行商贸活动的桥
梁和纽带，是当时皖南山区重
要的商贸中心。著名的黄山毛
峰和太平猴魁，清晚至民国年
间，就是从这条河道，运出山
里，闻名于世的。

“万家庐井环城集，百里弦
歌拥席来”。曾经的明朝，仙源
是多么的美好啊！走进古城，
那“百雉巡看遏，雄哉据上游”

的万历城墙已不在，我们只能
沿着那靠河的南门大路，追寻
它宽大的墙基。遍布直街横街
的那十几座牌坊，还有那二十
几座大小寺庙，大多很难按图
索骥。走进古城，街巷纵横，曲
径通幽，就如走进了回忆。巷
道里的卵石路，让我们把旧梦
重拾。夹杂在民舍和菜地里的
断垣和残壁，如屋边晒太阳的
老人，引得我们驻足观望，会听
它浅语低喃。新安郡丞虽然远
去，城中溪边的十八口老井，名
字还在，还有几口，可以寻得，
如今依然清新，可鉴岁月。那

“百里弦歌”未闻，是每年轩辕
峰下“公祭黄帝大典”的前奏
曲，还是“仙源滚车”滚街滚来
的号子呢？

南门难寻，南门桥还在，老
气横秋溪上，它永远是不寂寞
的，上面人来人往，几百年来，
看世事变幻，望潮涨潮落，任云
卷云舒。南门桥建于宋绍兴年
间，别名富溪，又名永济，是进
出古城的通道。

立桥上环顾，但见那四周
山岗起伏，丘陵环绕，真是“群
峰面面向城披”。南面，“远峰
晴日画屏开”，黄山轩辕峰和望
仙峰远方如黛，庆云山空翠烟
霏，天马山势若飞腾。西边，金
鸡山峙立，如“凤凰来朝”。城
北，大山高耸入云，叫碧云山。
此山为县之北障，绣错屏列，顶
上双峰如髻，若三门，似鱼袋，
俗呼丫角尖，又叫三门山和金
鱼袋山。这一座山，名字也太
多，百姓想怎么称呼都行，但都
很形象生动。东面的山，名字
就大气多了，叫“榜山”，像个常
开的金榜挂在东方，也是镇古
城东去流水的水口山。古人时
常选一个月光明朗的夜晚来桥
上，欣赏那仙源古八景之：“榜
山架镜”和“富溪望月”。

老仙源卫生院的旧址上，
是太平县的老文庙，也叫“孔
庙”。它是太平县文物古迹中
的极品，也是古城重要的建筑
标志，是皖南地区古建筑中的
经典之作。文庙是宋嘉祐县令

孙觉徒建，至明正统年间县令
张珪增建，“学制始备”。后历
代县令和贤达不断修葺，占地
二十五亩之多，建筑有十六幢，
在徽州，宁国，池州三府各县文
庙中，首屈一指，规模最大，规
格最高。历代县令和乡贤以修
儒学文庙为己任，以为“此吾责
也”，“是余之责也夫！”明代尚
书毕锵和谢绶都专门为太平重
修儒学作记。自宋至清废止科
举制度止，从仙源文庙县学学
宫走出的进士就有八十多人，还
有众多举人以及各类贡生。文
庙民国年间被日机轰炸，如今只
能寻得少量的残垣断壁。我们
只能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县
令贾有福《文庙重修碑记》中感
受：“仰观殿宇之巍峨，环顾廊庑
之殖翼，以及明伦堂门墙垣，规
模无不整肃，心愈起敬。”

千年以来，歌颂仙源的作
品不胜枚举，他们留下的诗作
和诗心，是留给古城最可贵的
馈赠，也是我们读懂那个时代
的镜子。

人间风景 张辰保 仙源古城，觅踪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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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数日阴雨过后，见到阳光
灿烂的那一刻，我们对太阳说声，

“好久不见。”说完这句话，我们心
情大好，又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
生活的美好。

清晨，大地依然潮湿，路边树
木的枝头清晰可见点点水滴。缕
缕阳光照过来，发出耀眼的光
芒。这是自然的光，也是希望之
光。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或点
头打着招呼，或默默擦肩而过，一
切在这个清晨都是这样淡然，无
人愿意惊醒眼前难得一见的好时
光。

有太阳的日子，心情也变得
灿烂。昨日的烦躁，在阳光的普
照下，早已跑得无影无踪，留下一
片空白，等待每个路口的相识，享
受晴天带给我们的快乐。好久不
见，感谢的是阳光，感恩的是好心
情的每个瞬间。

当悲喜交加的回忆渐渐走
远，偶然遇见印象模糊的老同学
时，我们会说声，“好久不见”。这
样的问候，不只体现在彼此的惊
讶，更是对往昔同窗岁月的眷
恋。站在街边，彼此微笑。此时，

我们望着对方，心里想着所有与
我们有关的往事。教室里，我们
同读一篇课文，同声回答老师的
提问；操场上，我们同做一样的广
播操，说着彼此喜欢的话题；放学
路上，我们追逐打闹，点评女同学
的发型和穿着。那时的我们，没
有任何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喜
欢什么做什么，一切都是那么理
所应当，听不进去父母和老师的
规劝。青春，在我们的眼里，就是
放纵，就是顺其自然。

时间煮雨，煮的是岁月的无
情，留给我们的是向往和记忆。
今天相逢，我们突然变得无话可
说。或许此刻的相见，已给对方
最大的意外和惊喜，不需要再用

言语来表述什么，就这么静静地
站着，任凭从前的情谊温暖彼此
的心，把我们拉回到曾经熟悉不
过的时光里。然而，经年的分别，
已经让我们说不出什么，只能化
成一句“好久不见”。

行走在人生的路上，这样的
好久不见，很温暖，很期待。人就
是这么怪，每天可见的没啥挂念，
也不知道珍惜。原本是两个人的
小事，偏要放在大时代的背景里，
弄些所谓的隔阂，好为各自的需
求和欲望找借口，冷落了彼此的
心驰神往，过起老死不相往来的
生活。父母如此，夫妻如此，兄弟
如此，朋友如此，同学亦如此。

我不问，你不说，就走散了。

在情感满天飞的时代，我们硬是
把自己活成了孤独的样子，还美
其名曰是个性；在漫漫人生路上，
我们走着走着，不经意间，便搞丢
了一些人，懒散犹豫中，已失去寻
找的欲望。一个人活着，一个人
走着，独自欣赏着眼前的风景。
一个人的风景，没有热闹和繁华，
只有孤独和寂寞。待喜欢的留恋
消散后，才想起那些搞丢的人，再
回首时，已找不到寻找的激情，任
远方默然，发出一声叹息！

昨晚，我陪爱人散步，忽然提
起已故的老同学詹。我说，在高
中同学里，最要好的除了项，就是
他。我们仨都是典型的文学青
年，特能聊的那种。詹曾说，他抽

烟喝酒都是我教的。他还说，我
是教唆犯。我当时笑着说，我哪
是教唆犯，我是在教你怎么做男
人！

后来，一次意外，詹走了，永
远离开了我们。至今，詹的音容
笑貌还留在我的记忆里，不时地
会翻出来看看。如果想到他会这
么早离开我们，当年的我肯定会
天天去骚扰他，不让他有一刻安
宁。但世事难料，尤其是祸福，谁
也说不清。

去年，又遇到好久不见。不
过，这次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部影
视剧。就像贺言和朵朵一样，原
本可以走到一起，但却因某些偶
然，让彼此越走越远，甚至走向对

立面，徒生几许烦恼和怨恨。这
样的好久不见，绝不是贺言想要
的，也不是朵朵能接受的。然，生
活不是剧本，不会按照人们想象
的去演，总有些突然和意外，让我
们感到惊愕和喜出望外。于是，
生活有了奇迹，感情有了碰撞，越
走越远的两个人，相向而行，最终
走向了各自的怀抱，爱意斐然，温
暖了彼此，成就了一段姻缘佳
话。这样的好久不见，让人迷恋，
让人喜欢！

回到现实，回到生活，我们还
是想着一些美好的人和事，总希
望从平淡中找点乐趣，好让自己
活成幸福的模样。这样的好久不
见，一些搞丢的人，时常被我们牵
挂，时常被我们期待。然而，背影
的转身，有时候不仅需要机遇，更
需要勇气和耐心。失去的友谊，
如同走远的时光，只有在阳光的
照耀下，方能发出一些诱人的光。

于是，我们走出孤独，一句好
久不见，送给或远或近的他。有
时，我们能等到一句同样的好久
不见，遇到同样渴望友谊的他，也
许还会问一句：近来好吗？这样

的问候，是温暖的，是有期待的。
之后，便是寻找，希望有个好的理
由，结束遥不可及，使梦寐以求的
东西，来到我们的眼前。寒冬走
了，便春暖花开。

人生如马拉松，坚持跑下去
的是赢家，半路放弃的也未必就
是失败，因为生活的多样性，让我
们早已习惯了承受，习惯了冷漠
面对。不过，心再小，依然要能容
得下偌大的世界。这是活着的意
义，我们应该懂的。

虽然各自生活多年，容颜和
心态都发生了刻骨铭心的改变，
但有些骨子里的东西，依然在牵
挂着对方，依然不舍也不能丢
弃。这是人性使然，也在改变着
我们对人生对生活的态度。即使
不想相见，但内心却总是在盼着
雪融的那一刻，期待着情感交融，
让冰冷的隔阂转化为暖暖的问
候，再次续写人间大爱的篇章。

这样的好久不见，将成为我
们交往的常态，成为我们接纳美
好和宽容的心声。心因情生，声
因心起，对人生路上丢失的人，友
好地说声：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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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皖南山区各类
野果渐次成熟了，满山遍野都
是，以至于让你不知先采摘哪
一类好。

有一类叫“梦子”的，是我
小时的最爱。“梦子”是土语，在
教科书里叫野草莓。依乡俗分类
有三种：地梦子，树梦子，蛇梦
子。地梦子伏在地表，果实糯软，
汁水也多；树梦子长在一类小灌
木上，果实硬朗，汁水较前者少；
蛇梦子的身段和生长环境，与地
梦子相似，因为是蛇的喜食，人一
般不敢吃。这三类，成熟后的果
实均为红色，红彤彤的那种，外形
像个小灯笼，经风一吹，不住地点
头哈腰，可爱得很。

小时学校旁边有一座小山
坡，每年五月，地梦子、树梦子、
蛇梦子就赶着趟儿冒出，几乎
在你不经意间，昨天还是荒山
一片，过一夜却发现已是红星
点点。梦子一出，我们的心就
痒 痒 的 ，就 等 着 下 课 的 铃 声
响。那么紧迫，即便是课间短
短的十分钟，我们也会像小鹿
冲出藩篱一样冲出教室，手忙
脚乱地爬上山坡采摘梦子。在
心急的驱使下，那不叫采摘了，
更像是饿极后的抢食，生怕自
己迟了一步，少摘了一颗，好像
这些梦子是家园里的，是自己
辛苦栽种的一般。

摘一颗吃一颗。这当儿，
觉得用手都是一道应该省去的
程序，恨不得梦子自己能飞起
来，直接跳进嘴里。咬一口，汁
水洇化，丝丝酸甜味儿浸满了
口腔的四壁，感觉全身透凉，连
额头细小的汗珠似乎都平添了
点香气。摘累了，吃累了，所有
的动作缓下来，才注意到双手
已被叶茎上的小刺划出了血
印，一道道的，横七竖八，痛得

辣心。这不算什么，眉头偶尔
皱一下，鼻子轻轻哼哼几声，内
心更多的是收获的快乐和享受
的满足。也有让自己片刻担心
的，一不小心，误食了几颗蛇梦
子，脑海里瞬间就爬满了蛇的
影子，感觉脸红耳热，心跳加
速，胃里充满了蛇的毒液，怀疑
自己是不是会中毒身亡。其
实，这只是心理作用，情况远没
有想的那么糟糕。

学校离家远，中午是不回
去的。午饭装在搪瓷缸里，用
小布袋兜着，早上拎到学校。
午 休 把 饭 吃 完 ，搪 瓷 缸 就 空
了 ，正 好 拿 去 装 梦 子 。 这 时
候，摘梦子不用着急了，有的
是大把时间，有的是存放的器
物，常常是吃一颗，再朝搪瓷
缸里丢一颗，待到嗝着饱气，
梦子也装了大半搪瓷缸，抓一
把塞到嘴里，汁液即刻从唇边
冲溢而出，整个下巴成了滴雨
的屋檐。

这还不是最有趣的吃法。
山坡上有一种杂草，上头的须
形似狗的尾巴，毛茸茸的，所以
叫狗尾巴草。这种草的茎细直
光滑，拿来串梦子是再好不过
的了。梦子是“空心”的，只要
让狗尾巴草摆个倒立的姿态，
串起来就像玩滑滑梯那么简
单。十几二十个，甚至更多些
的梦子挂在一起，像连串的红
灯笼，也像“叠罗汉”，憨态可掬
的样子，让人一时舍不得享用
它的美味。吃梦子串和吃羊肉
串、吃糖葫芦串差不多，只是唇
齿的动作要轻巧，要含而不露，
细细体会本质的味儿。

小时满山遍野的找梦子
吃，梦在远方。现在想起摘梦
子吃的事，梦在故乡啊。

（配文图片：夜雨）

春夜，雨依然很大。我推
开门，“爸，我走了。”打开车门，
父亲却跟随在身后，拎着一袋
鸡蛋说：“带去给孩子们煮着
吃。”我生气说：“这么大雨，你
出来做什么？赶紧回屋去，别
淋湿衣服感冒了。”父亲并没有
离开，又叮嘱说：“晚上开车走
大路，小路不热闹。”“知道，你
别操心了。”我发动车离开家。
当我回头看时，发现父亲还站
在路灯下，身影是佝偻着的。
车行渐远，父亲的身影逐渐在
我的视线里消失，此时，我的
双眼已经模糊了，我使劲地按
着喇叭……

父亲今年 73 了，他兄妹
五人，排行老二，是中国标准
式的农民。他忠厚老实，善良
淳朴，吃苦耐劳。过去农村有
句俗话，爷奶喜欢头孙子，爹
娘疼爱最小儿。父亲夹在中
间，自然要多吃些苦头了，当
然这也造就了父亲的老水牛
精神。小时候，大伯父当厂
长，忙于公务，两家的劳动生
产全落在父亲一人身上，耕田
犁地，挑粪施肥，一天到晚忙
里忙外，没有一会儿空闲，可
父亲没有半句怨言。后来，我
知道大伯父之所以这么看重
父亲，除了父亲能吃苦受累
外，更多地是因为他是出了名
的劳动好手。开荒种地，下河
捕鱼，对父亲来说没有什么是
难的。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唯
一能让父亲放缓手中活的只
有评书，那单田芳的“薛刚反
唐”，简直让父亲着了迷！

我清楚记得，1994年，油
菜刚收割完，可强壮的父亲不
知怎的倒下了，几天高烧不
退，母亲急得吃不下饭，乡下
人上不起大医院，只能请邻村
的赤脚医生诊治，没见什么好

转。我那会正读初三，学校离
家不远，一日三餐回家吃，看
着父亲憔悴的脸庞，我心乱如
麻……早饭后，我低声对母亲
说“学校要交中考费了！”

现在都不记得我当时是
怎么开的这个口，尽管已到了
学校的最后期限，但家里的这
条件，已卧病在床的父亲，医
药费都是欠着的，哪有钱哪？
母亲没有回答我，默默地切着
猪菜，那握着菜刀的手上，每
一根筋都似乎要炸裂，那一刀
刀，一刀刀像割在我的心上。

上午课间，我路过公路边
的竹林，透过青葱的竹林，我远远
望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担着两袋
菜籽，步履蹒跚地向粮站走去。
我站在原地，双腿发软，蹲在地上
……上课铃响了，我强忍泪水走
进教室，没多久，班主任告诉我中
考费已交，我咬着牙点了点头。

工作这些年，家里的条件
好了许多，可以让父母享点清
福了。去年夏天，妻子建议给
二老装个空调，我自然答应，
可整整一个热天，用上空调的
日子不上十次。

如今我也有了孩子，每逢
节假日带孩子们回家，父母那
个忙呀，别说有多开心了。我的
孩子们特别喜欢爷爷奶奶，每次
回家都要求陪爷爷奶奶睡，儿子
更是调皮，不经意间还要搂着奶
奶亲一个，或主动给爷爷洗个脚。

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深远
的，每当我遇到挫折时，我都
会 想 到 竹 林 边 那 蹒 跚 的 身
影。他告诉我什么是坚忍，什
么是人穷志不短。他老人家
的一生可谓普普通通，平平凡
凡，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地
方。然而，在儿子的眼里，父
亲就是一座山。

父母在，家就在。

老 父 亲老 父 亲

 朱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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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花盆里栽了棵枇杷，今晨忽发现，小树上结
了六七枚青黄相间的果子，心中甚喜。

三潭枇杷有名，那有亲友，两年前清明祭扫时挖
了棵，装进后备箱，成了阳台上一景。

《晏子春秋·杂下之十》：“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
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
者何？水土异也。”读此，我深以为然。故而，我断不
相信，这棵长在新安江边、三潭枇杷原产地之一漳潭
的枇杷树，能在我的阳台上结果。

起先事态发展似也印证了我的不以为然。两年
间，它无动于衷，叶片倒是不小，只是其下始终无花亦
无果。我不抱希望，自无所谓失望，倒觉阳台上有一
丝新安江山水画廊的气息，闻之也逸。

不料，这棵枇杷珠胎暗结，在暮春时节呱呱坠地，
给我惊喜和希翼。我阳台上的《枇杷行》却成了最美

人间四月天。
我的眼前闪现近日几幕。市三院养老科病房，老

人多半插着胃管，喝水吃饭由管注入。他们躺着，张
嘴，形容枯槁，春天只在他们窗外，好听的鸟鸣、好看
的花儿与他们咫尺天涯。在一老旧小区，70 多岁的
胡阿姨失独又失伴。她看电视、玩手机、上网，看言情
片、言情小说，渴望激情，但难掩悲凉，窗台上老伴的
遗像时时吸引其目光。“我喜欢的歌是《谢谢你陪着
我》。”老人眼神一亮。

老人们开花的枇杷树在哪?也许他们等不及结果
了，但总要让风景永驻其心间。这需亲人的陪伴，也
需社会的关爱。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
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愿美好的风情抚慰一生，从
青丝，到白头。

枇 杷 思枇 杷 思
 黎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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