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清明节，老同学 M 带着
女儿从深圳回黄山祭祖扫墓。我
在当今屯溪较为繁华的大润发街
区某餐厅请她们母女吃饭并叙
旧，M的女儿福娃六岁，在一边玩
着游戏，天真烂漫。

故人相见，往事自然提起。
突然，M话题一转，问我曾经的柏
树街现在哪里？她曾经在柏树街
里的茶厂工作过几年的缘故，不
能忘怀所以提起。我望着餐厅窗
外，对照了一下地理位置，我说餐
厅正是柏树街，她一脸愕然。

对于柏树街最早的记忆，是
因为我有个姑婆住柏树街，“柏树
婆”也因此得名。

每到正月初五六的日子，母
亲便带我们去拜年。每个人都是
一身新衣服，这是平常日子不会
有的，这让去“柏树婆”家拜年充
满了神圣的仪式感。

儿时的记忆里，从山城电影
院斜对面巷子进去，便是柏树街的

入口。左边是军分区大院，右边是
棉花店、杂货铺等。过了左边院
子，两边都是店铺了，修车铺、早点
店是必须有的，油条馒头包子等吃
食，看着就让人味蕾奔放。

过了几十米的样子，路面突
然狭窄，两边依然是各种店铺，但
街两边的建筑明显不同于柏树街
的前段，这里有徽派古建筑典型
的风格，马头墙上的飞檐翘角从
清晨的阳光里苏醒，突然变窄的
街巷，街巷两边人家的生活日常
近在咫尺，堂前老式座钟钟摆随
着“滴答滴答”声来回摆动。他们
捧着饭碗坐在门口吃饭，碗里的
咸鱼豆腐小葱，色香味俱全，让路
过的人垂涎三尺。

就在这较为狭窄的街巷，往
左边巷子一拐，却是一段宽敞的
巷子。几经迂回婉转，一路过去
两边都是住满了人家。新年大红
的对联在老房子的大门上喜气
着，我们的脚步声引起两边人家

的关注，他们的脸上写着，这又是
哪家的亲戚来拜年的好奇。

柏树婆站在小巷的尽头正在
老房子门口晒衣服扯衣角，又像
是正等着我们到来。“孃，孃……”
母亲老远就亲热地喊着，“美仂，
你带孩子们来了。”柏树婆耳聪目
明，唤起了母亲的名字，迈动小脚
急切地将我们迎了进家。

老房子，四五户人家住一起，
好不热闹。柏树婆家的八仙桌上
早已摆上红色的礼盒，顶市酥、寸
金糖、瓜子，一盘热气腾腾的茶叶
蛋必不可少，柏树婆麻利地给我
们剥鸡蛋，“这是老三？老四？都
长这么高了？……”口里挨个问
老几读几年级了，孩子多就是如
此，让老人家费心了。

柏树婆是公家人。彼时，她
已退休，蓝色碎花袄子尽显徽州
女人的贤惠得体，穿着谈吐就是
和我们村里那些妇人不一样，柏
树婆温润妥帖，总是让人心暖。

不知哪一年，父母接到柏树
婆猝然离世的口信，去奔丧。到
底是人走了，后来我们再也没有
去给柏树婆拜年了。

又过了些年，我和柏树街再
次有了交集是因为一个叫“英”的
大姐。

我们在美容培训班上认识，
英大我十多岁，她叫我去她家吃
饺子，她家就住在柏树街。

熟悉的街道，英的家和柏树
婆家相对的另一条街巷里。英和
我走在突兀不平的青石板上，英
指着相邻不远两栋黑乌乌老旧的
房子和我说，诺，那就是程氏三
宅，这过去还有一栋呢。言语里
有骄傲的意味，那时年少，怎知这
些程本家又是如何的显赫辉煌？
程氏三宅和柏树街混为一体，我
哪里会分辨呢？

英是离异女子，独自带着一
对四五岁的双胞胎艰苦生活。有
时碰见从她家进出不同的男人。

英慌乱复杂的表情，我瞬间懂了。
我想到“晦涩”这个词语，生存太不
容易，如此两三次后，渐渐地我也
就不去她家玩了，一种无以言说的
心绪涌上心头，百味杂陈。

第三次和柏树街续缘，是因
为初中同桌M。M在1993的时候，
通过招工考试进了屯溪茶厂。对
了，屯溪茶厂就是在柏树街里。

我当时在针织厂做工，M 经
常喊我去她厂里玩。我下班早便
去找 M。那时正是做茶叶的茶
季，还没到茶厂，就闻到一股茶香
扑鼻而来，我贪婪地闻，真香啊！

M正在茶叶车间熟练地分拣
茶叶，看我来了，两个青春的女
孩，自然是快乐的。我陪她加班，也
不觉得饿。天已黑了，她终于下班
了，我们穿过车间，“ ……”包装
间的小伙子们在我们身后大声地
吹着口哨，我有点害怕，M 说，别
回头看，别理他们！我们骑着自
行车飞快离开茶厂，茶厂的后门

那条路很安静，两边的树荫令人
凉爽，那是柏树街的末端。茶厂
里的栀子花混杂着茶叶浓郁的香
味，在我的心里馥郁芬芳了三十
多年。当然，还有茶厂小伙子们
响亮的口哨声。

柏树婆的孙辈们，每个人都
在正常的人生轨迹里行走，我们
在人群里彼此问候；我和英没有
更多的交集，偶有遇见，她说柏树
街拆迁后，她也寻了妥帖的安身
之处。再后来，看见她带着孙辈
含饴弄孙，岁月静好，那些曾经的
不易和艰辛，早已云淡风轻。

是的，都挺好。
那日午后，我和 M带着福娃，

走到约莫当年茶厂的位置，M指着
那些繁华的门面和女儿说，娃，那
是茶厂，这里曾经是柏树街，妈妈
年轻时候工作过的地方。福娃，
这个从深圳来的胖嘟嘟小女孩，
一脸茫然地点点头，似懂非懂。

在 M 离开黄山后，我终于寻
得一个清静的黄昏，一个人独自
去了英很多年前和我提过的程氏
三宅。

柏树街东里巷 6 号，7 号，28
号，这些数字和印记组成的便是

“程氏三宅”。这三栋明代建筑群
掩映在现代繁华的大润发街区。
我“吱呀”一声打开老房子，声响
惊得院子天井上方的燕子扑棱棱
地飞起，暮春的夕阳洒在这些老

建筑的身上，也洒在我和天井里
的青苔上，岁月无惊，一如万物初
生的样子。

在老房子里停留片刻后走出
来，老房子外，满是烟火红尘的商
业气息，古老和现代，在这里碰撞
交织相融，彼此不惊扰，竟也毫无
违和感！消失的成为了城市记
忆，传承的成为了延续和发展。

站在程氏三宅院外 170年的
银杏树下，暮春的夕阳恍惚，我仿
若看见身着蓝色碎花袄的柏树婆
对我妈说：“美仂，这个是老五吧，
白白胖胖，来来，老五，再吃一个
鸡子。”

哦，对了，我，就是那个老五！
一身新衣裳，头上两只黄色的蝴蝶
结翩翩起舞，心里雀跃无比！

风景如画
汤 青/摄

我一直不以劳动为苦，反而在
劳动中觉出很多乐趣，这些全得益
于幼年时母亲给我上的劳动课。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农村
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
我家孩子多，就父亲一个劳动力，
生活的拮据就不用说了。然而，
即使家里再贫寒，母亲也想方设
法营造出一个温馨的家庭氛围，
全家一起集体活动是她采用的策
略。

母亲带领我们上豁剌坡砍
柴，她首先告诉我们，右手如何握

弯刀才省力，左手怎么拢砍倒的
柴火才不会让荆棘划破手。当我
们掌握砍柴的要领后，她总是边
砍柴边给我们讲故事，讲得最多的
故事是“孔融让梨”“墙头记”，末了
总是叹道“少小是兄弟，长大各乡
里”，我们深受感染。姊妹间互帮
互助捆好柴火，有说有笑地担着回
家。很多年，和姐姐们一起砍柴的
记忆总是布满温馨的暖色。

母亲还不时组织我们包饺
子，没有肉馅，母亲便用酢辣椒、
青菜馅、鸡蛋馅替代。即使是菜

饺子，我们一家也能忙得其乐融
融。老小齐上阵，有的擀饺子皮，
有的剁馅子，有的包饺子，有的烧
火，有的调碗，仿佛过节一样，让
我感受了浓浓的亲情。多年来，
我们兴奋的叫喊声、笑声一直回
荡在我的脑际。

母亲总是能让劳动透出一些
趣味，那时种植粮食、蔬菜很少用
到农药，最多用生石灰撒一撒灭
虫 ，抓 害 虫 成 了 一 件 头 痛 的 事
情。母亲做了一个捕虫器，一个
木柄上穿一个竹篾框，框上安置

一个纱笼，纱笼拦腰系了一条橡
皮圈。照着飞舞在菜花间的瓢虫
用力一舀，虫子便收进橡皮圈紧
口的纱网里，每次捉菜园、稻田里
的害虫，我不仅不觉得累，反而感
觉是一件有趣的活动。一大早的
劳动之后，我肩扛捕虫器，雄赳赳
气昂昂地来到晒场，大声唤“啾
——啾——”，鸡鸭听到叫唤，腿
打着趔趄涌向晒场，飞虫倒在地
上，只一眨眼工夫就被鸡们争先
恐后地啄光。

母亲还上铁匠铺打了几把小

铁铲，带着我和姐姐寻挖菜园地
下的害虫，她指着一棵长得不太
精神的莴笋对我们说，看，这兜莴
笋打不起精神来了，下面一定有
一条土蚕。母亲用小铁铲掀开泥
土，果然，莴笋根旁伏卧着一条肥
硕的土蚕，母亲将它铲进小桶，预
备拿去喂鸡。我们学着母亲的样
子，在菜畦间找寻，满载而归之
后，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母亲的趣味劳动对我们影响
极大，使得我们特别享受劳动，享
受劳动让我们受益终身。

写在母亲节 王丕立 母 亲 的 趣 味 劳 动
 胡 萌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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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的不多，路行的也
少。说来惭愧，家中只有我
和女儿不曾去过北京，如若
不是《我多想去看看》这篇课
文令她心心念念、朝思暮想，
或许真不会下定决心这次旅
行。刚开始筹划时纠结于把
父母或岳父母留在家中，可
到最后都于心不忍，索性举
家出行，让 7 口大家在旅途
中感受血浓于水的亲情。

唱过天安门，画过纪念
碑，梦过长城长，掠过旧园
觞。下飞机去宾馆的路，虽
是午夜，却灯火通明，车辆川
流不息。我终在通往祖国心
脏的血管里奔流，近得能听
见怦怦怦心跳声。第一天的
第一站是天安门广场，新中
国成立至今，在此发生过太
多太多口口相传的大事、喜
事、盛事。在我心中，它是世
上最宏大、最神圣、最负盛名
的城市中心广场。自北向南
依次排列在广场中轴线上是
金碧辉煌的城楼，高高飘扬
的五星红旗，庄严肃穆的纪
念碑，碑之南是毛主席纪念
堂，广场东是国家博物馆，西
面有人民大会堂。气势恢宏
的古今建筑群构成了浑然一
体的天安丽日。未登上人民
英雄纪念碑的月台令人遗
憾，那十块汉白玉浮雕，只能
从定舫先生的文字里去回
味，无奈站在隔离护栏外摄
录一张武警守卫照以资留
念。然后，跟着导游，将整个
下午都交给他，静静地听故
宫的故事。

第二天去了长城。朋友
开车早晨 6:50准时从二环出
发，9:00不到便抵达八达岭，
沾沾自喜以为早起的鸟儿有
虫吃，不曾想大巴车摆渡站
已人潮汹涌。好容易换乘到
了索道，排队人流又像贪吃
蛇 一 折 绕 一 折 ，看 不 到 尽
头。路上我问女儿：“万里长
城是谁建的？”“第一段吗？
秦 始 皇 ！”“ 为 什 么 要 修 长
城？”“不让坏人进来呀！”关

于它的知识，连孩子都如数
家珍，可见长城对整个民族
的意义不只是旅游景点这么
简单，它早已经融入中华民
族的血脉。这些楚、秦、汉、
隋、明等朝代修建的物防，虽
未彻底抵御外来入侵，但在
不断对抗与征战的历史洪流
中，争取到或长或短的和平
时光，为华夏文明的传递、发
展提供宝贵契机。而今，国
泰民安来之不易，新时代，人
民解放军用血肉筑起新长
城，值得每位中国人最虔诚
的礼赞。

北方干燥的气候和满城
杨柳絮让我有些不适，女儿
也过敏，还被京城早熟的蚊
子叮了几口大包，但似乎并
不妨碍我们第三天睡到自然
醒。坐地铁去颐和园，只是
简单地逛，万寿山的高、昆明
湖的阔，在人潮人海前都低
调得不敢言语，我和妻携老
拖少，更是不敢逗留，挑人少
的地儿转，抄最近的路走。
有史学家认为慈禧挪用海军
军费修筑颐和园，导致清政
府无力提升军备，最终北洋
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
没，让人心痛如灼。若当政
者开始贪图奢靡享乐，便离
灭亡不远，颐和园名气越大，
清王朝便越危险，正是这个
理儿。

临行这天，恰逢五四运
动整 100 周年纪念，独自去
等待万众瞩目的仪式，并将
它摄录，带回去让女儿接受
洗礼。凌晨的沿途及天安门
广场，一路可见路灯相伴维
持秩序的同行们，暑往寒来，
日复一日，默默无闻，感同身
受。国旗升，国歌奏，为此行
画了圆满。万般相聚，终须
一别，我觉得此次首都之旅，
是迄今为止感觉最棒的旅
行，一是因为全家人朝夕相
伴，二是亲友无微不至的款
待。在南下的高铁上，结束
这段零零散散文字之时，心
中唯有感恩。

崖上奇松崖上奇松

 付克义

人
间
风
景

悬崖处，溜光的绝壁上
竟然长满了形态各异的松
树，且都已有几百年的岁龄，
此乃一奇也！

如此绝壁，巨石阵阵，没
有沃土，何以涵养，然而松树
却郁郁葱葱，长势甚好，此乃
二奇也！

斜插悬崖，完全将枝干
暴露在外，当狂风骤雨来临，
无所为挡，松树却不为所动，
依然如磐石般坚挺地立在那
里，此乃三奇也！

徐霞客有言，“绝巘危
崖，尽皆怪松悬结。高者不
盈丈，低仅数寸，平顶短鬣，
盘根虬干，愈短愈老，愈小愈
奇，不意此山中又有此奇品
也！”

这是我第二次登顶黄
山，第一次叹山之雄伟，第二
次就叹这松之神奇了。“奇”，
果真是黄山松的最大特质。

见到“迎客松”，还是很
激动的，这可是我记忆中的
迎客松啊！

许多年前，新年将近，我
家堂屋的一面墙壁上张贴了
两幅年画，一幅是“八骏图”，
还有一幅就是“迎客松”。对
于“八骏图”，我还是很欣喜
的，骏马奔腾，总感觉有一种
催人奋进的精气神跃然而
出。而对于“迎客松”，我当
时只觉得它仅仅是一幅很好
的风景画，鲜明亮丽，却无法
跟充满精气神的“八骏图”相
媲美。

这两幅年画，我看了很
多年，看多了自然对“骏马”
和“奇松”有了一份独特的情
感。有时候我盯着“迎客松”
细细端详，仿佛看到一条清
澈的小溪从它身边穿流而
过，那灵动的溪水拍打着倒
映的松影，一路嬉闹，奔向远
方。

相 见 ，自 然 是 一 见 如
故。我站在“迎客松”前端
详。它破石而出，将根深深

地扎进山石里，这是何等的
顽强啊。它临山而立，不畏
严寒，不畏烈日，不惧强风，
不怕恶雨，这又是何等的坚
韧啊。

这一刻，我看到了比“八
骏图”更加奔腾的精气神。

我看到，这奇松，在恶劣
的环境中所能够承受的，只
有生长。

松如此，人亦如此。人
所处的环境，未必都是能随
了心愿的，有时也会遇到挫
折，甚至是会遭遇人生的“悬
崖”，而人所能够承受的，也
只有“生长”。

这让我想到毛泽东他老
人家。在年轻的时候，毛泽
东有一个绰号叫“毛奇”。来
由是，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
常对同学们讲，大丈夫要为
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创
奇事，做个奇男子。在那个
腐朽的旧时代，此“奇”不正
是生命力的象征么，象征着
被压迫的人们那冲破黑暗的
志向和理想，也象征着光明
的力量要不断生长，变得强
大。

转头一看，一名挑山工
正从身边走过。他从几公里
外的山下而来，挑着足足有
一百五十斤的物资，真是“负
重前行”啊。在这险峻艰险
的山脊上，他一步一个脚印，
踏出的不仅仅是小家庭的希
望，更是人类的奇伟。他，犹
如身旁的黄山松，挺出了精
神的海拔。

眼前的“迎客松”，其对
面是一座雄伟的山峰，名曰
天都峰。天都峰，青崖黛壁，
这底色，像极了徽州。这山
峰，像极了一位老人，盘坐在
那里，时刻在参悟着对面的

“奇松”，他感悟到了这棵树
的顽强、坚韧和俊朗。

于是，顽强、坚韧和俊
朗，走出了山谷，也浸润了徽
州。

春光正好，走古道是件美事。风
和日丽的天，不用担心惊到蛇，与文友
们边走边聊，心情自然美丽。前两天
还是大雨，这日放晴，一行十四人就直
奔休婺古道而去。

休婺古道，连接安徽省的休宁县
和江西省的婺源县。休宁在北，婺源
在南，古道纵横相连，已有百年。听村
中的人介绍，村子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古道通往婺源江湾，石板一块接着一
块，大小不一，像长在泥土里，春日刚
冒头的青草给它们做了美丽的绿色裙
边。石板以青石为主，被前几日的雨
冲刷得光亮，岁月的打磨让它们成了
古道上最美的镶嵌。古道一路跟着小
溪向东走，走到下游就是颜公河，路边
偶尔还会有山泉水流下来，清冽得

很。路边已有几枝映山红早早地开红
了脸。

这个季节，乡间开得最盛的就是
油菜花了，大片的黄，铺天盖地的美，
以远山为背景，云雾缭绕着，如人间仙
境般。山中的一切对于久居城中的我
们都是清新的，雨后的空气，每呼一口
都透着丝丝的甜。脚踏在青石板拼成
的古道上，遥想这条百年的古道走过
的挑夫和驴马。一路的叩问，一路的
感叹，隔着岁月触摸古道的沧桑。

古道多次被修过，寒来暑往，走的
人多了，自然也就会被破损，勤劳的村
民们就拿着锹铲来挖平了，方便路人。
新修高速公路，从古道拦着腰就截了过
去，生生被砍去一截的古道无辜地躺
着，飞速发展的交通让今天的古道仅仅

变成了人们徒步休闲的一种方式，可有
可无，自然也没人去听它的叹息。

关于古道，有人已经写过了，有人
还在写，就像有人走过了，还有人要继
续来一样。群山之中，山路迂回，峰峦
叠嶂，四通八达的古道继续以她自己的
方式留存着，延续着。

听带路的人说，休婺古道上有十
道桥，第一座叫麒麟桥，说是桥，简易
得不能再简易了，没有桥墩，单孔，在
小溪上用石头架起石板，方便路人过
往。第二座叫裕道桥，就更加小巧了，
三步并作两步就跨了过去，也不知它
名取自何处？接下来的桥又会是什么
名，都是谁起的呢？也都不知道了。

路边一片枫香林，高耸的树笔直
地立着，吐着新绿，装点着这份春的美
好。林中开着一片淡紫色的花，有人
说这花叫刻叶紫堇，一株株都是直立
着，像个个亭亭玉立着的女孩。我们
围聚在挺拔高耸的枫香树下，脚边是
淡紫色的紫堇，都被这片密林所吸引，
舍不得再走了，左右拍个不停。

有人说，应该喝些酒才是。其实
这古道走起来早已令人醉眼迷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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