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乡人出门，很少用脚行走，他们的脚是
船。

船，家家不缺，如同哪个人脚上，还没几双
鞋子？甚至，一年四季里各式各样的都有。水
乡出门即水，星罗棋布的沟河渠汊，怀拥着一
方方六月里已经葱茏葳蕤的田亩。水乡的路
水云铺就，行走着的小河一丝一绺，哪条没有
几多根的绸带缠绕？

打个盹的工夫，有船缓缓靠上，刚刚裁剪
开来的云彩复又弥合，似乎没了痕迹。有一搭
没一搭的水纹往两岸分梳着，皱起浅浅的波
浪，牵得神乎其神。也难怪，水乡人几乎不开
机帆船，怕那马达一吼，碎了云儿的心。云要
是碎了心，怕就是活不长，以后的河面清汤寡
水的，想想岂不可惜？

还有点怪怪的，六月里水乡很少走船，除
非迎朋送客。虽说我自小生在皖南，这一带地
处丘陵，倒也有水，只不过一洼洼的；也常见
河，多是涓流小溪，难见波光浩淼，更没有半点
汪洋。这回，正是六月头上，去的又是一个有
点名气的摇橹小镇，出门即景，移步梦幻，自然
想多住几日。于是，岳父大人早就派了他的长
孙胖胖，也不过一介上了小学的学童，居然独
自桨一尾小划子，停泊在渡口边上，大老远地
唤我，一声声喊裂了日头，呼啦啦地撒了半河
面，拢也拢不起来。

水乡六月静若处子，你都能听清她那若有
若无的喘息之声。驻足停歇，似乎处子醒来，
于是乎村子在走、涟漪在走，甚至水草也在走；
望望两岸的稻禾，方知家是没走、波浪没走，啥
也没有走，是风在走。风妩媚开来，柳线轻柔，

撩拨人的心尖尖处微微生痒，要住上些日子，
浑身才能自在。

没办法，必须的。
六月里最为惬意的，莫过于河边小憩。头

顶上少不掉的，是懒懒的散云，像坡上的羊，须
臾一惊，炸了群，远远地放着哨，才胆怯怯地慢
慢地拢来。河面复又湛蓝如初，总有野荷三三
两两的，还有零星的粉苞苞，上头早就停泊着
赶早的蜻蜓；往远处望，有几片菱叶，似乎刚出
门上学的年岁，还没孕育出成色；数河心最静，
偶尔撑起的一伞浪花，是嬉戏的鱼……只要两
三日无雨，满眼的晶莹剔透，河底处水草茸茸，
轮廓清晰，萋萋水草伸直往上生长，有了种水
下森林的错觉。而那斑斓的鱼儿，鸟一般地在

“林梢”间游弋、滑翔着，浅浅的一种慢生活。
丢过一页石瓜子片片，望其翻腾着飘然而坠，
引得鱼儿们生怜，齐齐儿摇着尾巴来托或是伸
着圆唇来啄，知道实在挽留不住，鱼儿们还追
逐着，执拗地不想放弃努力。此时，你一定油
然而生起游泳的兴致，最好是光溜溜地注入河
心，好让水花花浪波波一览无余一回。若是水
性好的，水草间不妨屏气卧歇，任鱼儿挠你周

身，更有一种爽心爽肺的快感。倘若你想垂
钓，那就要多备些耐心。摇橹小镇的鱼儿，早
年那可是朝廷特贡，逛过紫禁城的角，什么场
面没有见过？哈，这时你可麻头了，任你鱼饵
有多诱惑，鱼儿们也总是先以肩背去蹭，直到
碰落才小心吞食；总也有“少不更事”的，被钓
线拽将出水，钓者往往咕哝一声，复又将那看
不上眼的小鱼儿丢回水中……所以，水乡人捕
鱼多是用网，而六月里鱼儿尚未肥实，闲置之网
多是晒挂树上，远望皆如片片祥云般的时装，笼
罩着宁静的村庄。

若说六月里有不安分的，当然数蝉，自然
也少不了几声滥竽充数的蛙鼓，那当然会让鸟
儿们听倒了胃口，间隔儿看鸟儿起翅开翼，让
你联想起那应该是空中的帆影，而内河里的船
是不需要置帆的。所有的船出村时行得极慢，
怕挤皱了鹅群鸭队；往往走不多远，回村时又
大多汪着。逢大雨过后，才有汉子爷们或是村
花乡姑等前来排些积水，怕给淹没船身。那些
木质船身的，一到冬天还要拖上岸来，里里外
外抹一层桐油；船皆不大，舱也不密，或橹或
桨，学龄孩童也能让它们飞将起来。

水乡当数夏季最为丰美，而六月尤甚。一
进六月，所有的船只多是“悄悄地，我走了，正
如我悄悄地来”。难得嘛，也只有此时尚可小
憩一阵。那几日，岳父常唤我出屋，对坐于一
青石板上，临风弈子且招招极缓，以至于半天
里鲜有观者。往往一连数日天天开盘，最终也
没个胜负，有时岳父兴致正酣，我却全无心思，
沉醉于远远近近的湖光山色。

望得久了，多少也明白了一些道理。不是
么，水乡六月好美好美。虽说五月也美，麦收
刚过又绿稻秧，然多是忙于劳作无心欣赏；七
月尤美，瓜果遍地稻菽千里，然又掺入了些实
惠与盘算。唯有六月水乡，一切都在悄然生
长，一切都不忍打扰——生长就是希望，还有
什么能美过希望？

一别水乡六月，自然又是胖胖送我。才几
岁的小学生，居然摇得一手好橹，估计与他多
年跟着母亲学画写生有关。与他难得的几句
对白，让我又想起前些日子的那天，胖胖划的
是桨，远望那船似箭射来。这回，橹声频频疾
走，船只成了一条想离开水皮打跳的梭鱼。侧
脸一看，那橹在水底扭得极为好看，是一种旋
律很快的舞步，至少也是快三，后来这才想起
一种像蛇身般扭动的姿势。

胖胖说，水乡六月，蛇通人性，本来就是小
龙嘛，水乡的人从不捕猎，大蛇小蛇只守在田
里，从不进村添乱；要不然，到了七月收成，田
鼠多了，哪能对得起这美美的水乡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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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个 奶 奶
□ 洪添亮

在 深 爱 与 厌 倦 之 间
——读何冰凌《春风来信》

□ 江 飞

细雨

盛文运/作
散 花 坞

在一个诗意匮乏的时代写诗，在
我看来是一种奢侈的行为，甚至有着
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抗意味。

而对于诗人何冰凌来说，写诗似
乎更像是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方式，抑
或就是生活本身，和侍弄花园没什么
两样。诗人就是园艺师，写下一首诗
歌如同种下一棵花草，都需要热爱、用
心和审美。或许正因如此，读《春风来
信》让我有一种穿行花园的错觉，酢浆
草、迷迭香、虎耳子、红蓼、单瓣木槿等
等，色香俱全，扑面而来，尽显女性的
柔美与细腻，而氤氲其间的情感却又
让 我 不 得 不 联 想 到 阿 多 尼 斯 的 隐
喻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江弱
水先生曾说，“诗的主要功能是抒情，
但它还需要叙述，也需要思想。现代
诗更是一种情感与机智、感受与冥想
的综合”（《诗的八堂课》），这大抵是不
错的。现代诗的确要强调思考性、知
性和智慧，而我则更愿意强调“情”是
诗的命门，诗的动因和效果永远都是
感情的。正是在深爱与厌倦之间徘徊
的中年情感，使冰凌的诗歌意象充盈，
理 趣 生 根 ，“ 平 静 而 深 彻 ，明 亮 又 晦
暗”，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深爱，是洞悉世界真相之后的一
种执念。“世界到最后只剩下致命的两
样：要么爱，要么死亡”，年轻的诗人过

早洞晓了世界的真相。这里的“爱”与
“死亡”自然还是虚设的爱情、遥远的
想 象 ，充 满 青 年 人 肤 浅 的 浪 漫 与 唯
美。而当爱情变成“老式婚姻”，“死
亡”随着衰老而日益临近，“深爱”才被
真正赋予了生活的内质和生命的意
义。值得深爱的事物有很多，比如用
瞳孔取缔大海、用歌声破译春天的“小
人儿”（《不知道怎么爱你》），“乡间无
名 的 花 朵 和 朴 素 的 农 人 ”（《潘 集 小
引》），乃至“我重新爱上了渺小的人
类”（《海洋飓风博物馆之歌》）；又比如

“御泉庄夜晚的美，清泉里映照孤月一
枚”（《在半汤御泉庄》），“菩萨低眉”的
各种香草（《小团山香草农庄》），甚至

“也曾爱过石头/笨笨的样子，总是不
言语/我爱过它上面安静的苔藓”（《爱
情史》）。然而，悖谬在于，诗人一方面
热爱着天地万物，一方面又深知深爱
的事物根本无法久存。“人生修大道，
大道可通天。/然蝼蚁活着的时候/并
不自觉卑微/假如整个巢湖都是破绽/
水 使 它 圆 满 ”（《深 爱 的 事 物 无 法 久
存》）。无论蝼蚁，还是人生，是其所
是，活其所活，“万物都待在自己的位
置上”（《婺源游记》），便是圆满，便是
大道。诗人在过去与未来、短暂与永
恒之间“执两用中”，似乎找到了化解
精神危机的通道，为自我和他物找到

了存在的价值，然而又不免陷入另一
个圈套之中，因为厌倦总是比死亡更
早到来，也更致命。

厌倦，是洞察生活和生命本质之
后的一种妥协。“在少年时代/我们在
即将破冰的河面上/走来走去，走来走
去/这些年，我们的身子越来越重/胆子
越来越小”（《堆雪人》），少年时曾有过
理想的、纯洁的我们，转眼之间竟变得
如此沉重而胆怯，这是生活的馈赠，也
是生命的扭曲。“实际上，也没什么好
怕的/你有风、花粉和念珠/我有厌倦/
老朋友，说穿了/我们都一样，无非是/
奔跑着去死”（《暮色深沉赋》）。在奔
向死亡的路上，在生活的泥沼里，厌倦
如影随形，我们不得不一面抵抗虚无，
一面承受衰老，因为“即便烂掉的生
活/也无法阻止墓碣上的饶舌/我们终
将在各自的衣服里老去”（《厌倦》）。
于是，厌倦使我们最终成为了与自我、
与生活、与生命和解的“妥协者”。“每
一天都同自己讲和/向镜中人嫣然一
笑/白天，你伪装成一架脚踏风琴，/把
音响按捺在怀中/夜晚来临/你是一只
长满黄褐斑的母豹子/孤独地走在斑马
线上”（《妥协者之歌》）。这只孤独的长
满黄褐斑的“母豹子”，或许就是谈情说
爱时来到大房间的那只“猫”吧！然而，
诗人又并非彻底的“妥协者”或“厌倦

者”，因为她一面哀叹“我已经写不动
了，也看不透这人间”（《杳如黄雀》），一
面又确认“我是虚空的，也是安详的。/
只有对人类尚存幻想的人/还在写诗”

（《记住来来往往之花》）。还在写诗的
诗人，依然对人类心存幻想，依然能从
诗中获得安详，换句话说，诗，才是诗人
的最深爱之物，对抗厌倦的良药，是其
一生潜修的“通天大道”。

在深爱与厌倦之间彷徨，这正是
“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的中年之境，
诗人的形象由此变得复杂而生动。在
颇为称道的小诗《冬至的南瓜》中，诗
人写道：“冬至那天/我下厨剖南瓜/它
在乡下屋顶上端坐时/极像佛的样子/
现在我杀了它/还要用人间的烟火煎
熬它/还要和孩子们一起吃了它/来醒
目”。让人深爱又厌倦的事物和日常
生活，呈现出超凡脱俗的佛性，而“我”
却遇“佛”杀“佛”，超越一切幻象与对
立，追求洞察生命现象的诗人之眼。
一边厌倦，一边深爱，一边孤独，一边
满足，一边承受，一边超越，既矛盾分
裂，又自成一体，这是“轻度厌世”的诗
人，又何尝不是挣扎于现代性困境之
中的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春风来
信》不是春风的来信，而是冰凌写给我
们的回信，真诚，真实，真切，尤其让步
入中年的我情动于衷，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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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站在树下
女孩的爸爸轻快地爬上树梢
杏子那么黄
也有一点点的青
男孩的脸好白
也泛着一点点的红
他挨着女孩的肩
那么仔细一个个捡地上的杏子
女孩仰起头时
他也顺着她的目光
就像看着自己的爸爸

银杏树一片金黄
风很轻
马蹄声已远
残酒还是热的
炭火还没有熄灭
窗边的人鼾声渐起
玩累了的小花狗趴在门前的青石板上
看着圆圆的太阳
滚下山

果然是烟做的
遇到书生
就那么轻轻地一挥
便成了飘逸的云朵

春日新雨后
碧翠的叶子多肥少瘦
长长的芽，银毫争辉
它们被一双双灵巧的手采下来
装进背篓，颠簸下山
杀青、揉捻、渥堆
日晒夜露七七四十九天
再以七星灶的松柴明火款款烘烤
用力！
把茶多酚、儿茶素、咖啡碱、茶氨酸都压在一起
让它们一个个各得其所结结实实
凝结成一块块清香质朴的砖
它们站立成厚实的墙
一旦坍塌
便化身橙红的秋天

月黑风高
不必挂佩
鲜花明媚的河边
衣冠楚楚临风映水
那才够动人
险恶的江湖
自有你的立命之所
寒光闪烁处
将传说统统清零

那个叫珍的姑娘一直住在山那边
那个叫珍的姑娘我从未见过
我只要从村口朝西的方向翻三个山岗就能找到她
只听我们村的姑奶奶说过她长得好看
只听我们村的二婶说过她特别能干
我担心哪一天她会被敲锣打鼓地抬走……
我偷偷准备了一块蓝印花布（那是母亲的陪嫁物）
那么清雅、端庄
如果给她做一件短褂
我就有了走到她面前的勇气

我有两个奶奶。
一个是我的亲奶奶 ,在我五岁那年

她便去世了。奶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她有一个黑色的小竹筒，年代好像很久
远，里面装着炒过的玉米粉，拌着白糖，
又香又甜，这是奶奶的高级营养品，不轻
易分食于别人。我只有在奋力地帮奶奶
捶背，捶很久，才能吃上一两勺，但我已
经很满足了，因为哥哥姐姐一勺也吃不
上，我至今还记得玉米粉的香甜。从我
记事起，奶奶手里就一直拿一根发黄的
竹拐。有事没事总爱用竹拐敲打着地
面，现在想来，应该是因为寂寞以显示她
的存在。我父亲没有兄弟，所以我就没
有血缘较近的堂兄弟姐妹，儿时的我玩
伴极少，偶有三两个玩伴来我家，奶奶见
有人和我在一起，就用劲敲打着竹拐，喊
道：“你们谁家孩子，不许欺负人！”本不
多的伙伴一哄而散，留下一句：“你奶奶
真吓人！”于是我只能独坐于天井之下，
望天井外的云儿自由追逐，听大黄蜂嗡
嗡在古老的梁、椽上打洞，撒下飞沫似的
木屑。

的确，奶奶是充满战斗力的，而且战
斗能力强悍。听旁人说，奶奶的嘴骂起
人来，是村里一绝，连骂两个钟头，不带
重样。以至四下乡邻中一些好事者，竟
有事没事地找奶奶的茬，然后悠闲地坐
听两个钟头的不带重样的骂。在那个荒
寒的年代，人们的休闲方式实在是太匮
乏了，以至于找骂来自我消遣。

奶奶强悍的战斗力，是全方位的，发
挥也是淋漓尽致的。父亲有两个姐姐，
还有一个姐姐二十多岁去世了，双目失
明，去世时已学会了算命的技能。对这
个瞎姑姑，奶奶要求她像常人一样挑水，
采茶。一次瞎姑姑挑着水桶走错了方
向，众人寻了许久才找回来，奶奶只有训
斥，没有一句安慰。每次采茶瞎姑姑两
个 妹 妹 茶 叶 分 她 一 些 ，才 勉 强 逃 过 挨
骂。奶奶喜欢吃鱼，但从不吐刺。她常
自诩：“要是上酒席吃鱼，那我肯定赚了，
我吃鱼没刺。”晚年奶奶肠道不通畅，便
敲打着竹拐喊道：“肚肠打结了，我要喝
油，我要喝油！”稍有迟缓，竹拐响起“你
们这些没良心的！”孝顺的父亲宁可菜里
没有油，奶奶这碗油可不能少。一碗油，
奶奶一饮而尽！然后肠道舒畅了。

我很好奇奶奶时刻准备战斗的斗志
从何而来，为什么把自己包装成一只刺
猬一般。我想这与奶奶的经历息息相
关，父亲九岁丧父，孤儿寡母，奶奶一个
女子要护住这个家，拉扯孩子成长，在缺

衣少粮的年代实属不易，为了这个家，奶
奶一刻也不敢放松，把自己装扮得无比
强大，对孩子的要求几近苛刻也源于此，
装扮久了就成了真正的强大。我突然觉
得我母亲曾经生活的艰难，在战斗力奇
高的婆婆和孝顺的儿子中间，空间是多
么狭小，然而母亲的隐忍和宽容，把家打
造得没有丝毫裂痕，以至我从母亲身上
学会了隐忍，学会了宽容。生活有时就
是这样，给了你委屈，却充盈了你的灵
魂。

近而立之年成婚，见到了妻子的奶
奶，于是我有了第二个奶奶。初次见面，
就觉奶奶不是一般人，走起路来，手背身
后，头微前倾，左右慢慢察看，有派！原
来奶奶年轻时当过生产队妇女小组长，
加之妻子爷爷当年热情好客，广结人缘，
外来的公社、镇、村领导都住在奶奶家，
据说爷爷一生扁担不上肩膀，唯一一次
路边割了点猪草还半路给扔了。如此说
来，我妻子家竟有些望族的气息。奶奶
常年与领导干部接触，自然有了领导的
气度。逢年过节，只要家里人声喧嚣，奶
奶就手放背后，踱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
进客厅，保持惯有的微笑，与客人一一寒
暄，一一握手。这哪是农村老太太，这分
明是赋闲在家的老干部接见探视下属
呀！

十二年来，奶奶对我说得最多的一
个字就是：吃！其次是：喝！每逢节假日
回家，奶奶早就烧好了丰盛的饭菜，其间
总少不了炖腌猪蹄，透烂的，喷香的。奶
奶使劲地给我夹，一段，两段，我就使劲
地吃，一段又一段。我突然想起儿时伙
伴向我炫耀的来自奶奶的美食，不想竟
在成年之后得到如此丰厚的弥补。有段
日子，我胖得厉害，这都是奶奶的腌猪蹄
的功效。有时妻子在家对我指手画脚指
挥，奶奶听到了，总会笑眯眯地指着妻子
训斥道：“一点规矩都没有。”于是我又理
直气壮地重新架好二郎腿，悠哉悠哉，原
来奶奶还是我的保护神。

在岁月的消磨中，奶奶的步伐不再
矫健，反应也有些迟缓。在医生的判决
书下，她与病魔抗争了两个多月，两个
多月里，每一晚都有四下乡邻整宿整宿
地陪伴，是众人的不舍，是她的坚强，竟
让她奇迹般恢复了。带她逛街，陪她购
物，看她老干部的步伐。正当大家觉得
还可以常伴她左右时，她却又突然撒手
西去了。

多少年过去了，门前的杨柳又吐出
了嫩绿的新芽，奶奶，我又想念你们了。

我的江南（组诗）
□ 李明亮

水乡六月
□ 程多宝

一夜春雨连晓梦，
惊起帘动小南风。
母唤朝食频催紧，
对镜犹嫌妆未匀。
慢挑新篓斜挎身，
雨霁艳阳照眼明。
摩的驮得谁家女，
红帽墨镜绿罗裙。
未曾上山娇先喘，
竹敲径草恐露虫。
茶垄纵横拥碧浪，
嫩芽喧闹意态萌。
巧手翻飞目如电，
香风引来蝶成群。

蝶姿裙影舞翩跹，
绿雾漫漫飘红云。
且采且自拍抖音，
八方圈粉点赞频。
莺声忽伴铃声脆，
企业复工催早行。
茶女笑面复眉凝，
何当取舍北广深？
一曲山歌顿快意，
冤家应和忽现身。
双目灼灼四野静，
杜鹃如火解语深。
阿哥倾篓叶相送，
阿妹飞吻别匆匆。

母炒新茗女理枝，
芳心暗共茶香浓。
忙罢新沏茶一盏，
直播间里亦玲珑。
四海订单纷纷下，
猴魁毛峰争双赢。
户外来客犬不吠，
未曾回眸知何人。
乡村振兴赖产业，
我办茶厂富众邻。
品牌营销卿助力，
追梦尔汝相伴行。
茶香阵阵天下闻，
茶人茶梦茶乡情！

茶乡丽人行
□ 袁良才

杏子熟了

陈 酿

徽 墨

砖 茶

龙泉宝剑

蓝印花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