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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是最清凉的部分

逼出植物体内的翠绿
从叶茎到花朵，从草地到鸟鸣
除了葱茏的生机
万物已没有别的色彩

除了刚刚收割之后的麦田
季节已没有更多的空寂

河水汤汤，河流饱胀，像一
列火车

一节一节，穿过大地广阔的
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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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东山走进东山
 汪晓东

我 是 你 的 眼
 苏 米“老钱，你听见燕子叫的声音

了吗？燕子回来了，它们在屋檐下
争抢地盘筑巢呢。”黄山区甘棠镇
年近 7旬的潘军皖挽着丈夫钱树
华的胳膊轻声说。两人站在小院
里，温暖的金色晨光从山坳穿过
来，将夫妻俩的身影拉得长长的。

潘军皖依在丈夫身边，感受到
丈夫内心的平静，她长长地舒了一
口气。她忘不掉，在25年前1995年
的春天，生活给他们这个家庭抽下
一鞭。正当50岁的钱树华因糖尿
病导致视网膜脱落，那个春光明媚
的清晨他的双眼再也不能如往常一
样看身边的妻，看窗外桃红柳绿，他
的视线渐渐模糊，一片混沌。

如果说幸福是一把钥匙，那
这钥匙就攥在妻子的手里。一家
人的生活琐碎，一个家庭的喜怒
哀乐，都要由她操持、关怀。丈夫
钱树华突然间双目视力急遽退
减，潘军皖没有悲悲戚戚，没有逢
人倾诉，潘军皖按捺悲痛抚慰丈
夫。带着他四处求医，本市看不

好，就带他去合肥、南京、上海等
大城市找专家，为此花光了家庭
所有积蓄。然而，钱树华的双眼
还是不可逆地永久性失明了。

钱树华难以接受现实，产生
了绝望与无助心理，敏感、多疑、
自暴自弃，动不动就大发雷霆，摔
东西。他是害怕潘军皖离开他离
开这个家。他要妻子拿出他的存
折，把退休工资交给女儿保管。
不几天，他又担心女儿用他的钱，
把存折拿回来交儿子保管，可他
还是不放心，担心儿子用了他的
钱，要家里人去单位查退休金。
他焦躁的内心和暴躁的脾气，比

他失明更严重地困扰着一家人。
善解人意的潘军皖明白丈夫

的忧虑，每日除了暖心安慰，就是
对他寸步不离。邻居们总能看
见，潘军皖牵着钱树华的手，不是
出门就是回家的情景。那条僻静
的林荫小路，总会遇见一个男人
牵着一个女人的衣角，缓缓而
行。潘军皖走到哪儿，就把丈夫
带到哪儿，即便因工作需要出差
潘军皖也是把丈夫带着。那个时
候，钱树华就是一个怕被抛弃的
孩子。只有紧紧抓住妻子潘军皖
的手，心才能安定下来。

2004 年，潘军皖的妹妹遭遇

车祸不幸离世，悲痛之下她原来
就有的高血压加重了，不久又患
上了心脏病。而年迈体弱的母亲
还需要她服侍，冷峻的现实容不
得她有片刻的喘息，就这样潘军
皖默默地用她柔弱的肩膀挑起家
庭的全部重担。

“喀嚓”一声，一只新碗又磕
破了。潘军皖不但不责怪丈夫，
还站在他身后夸奖：“嗯，你比我
洗得还干净。桌子也擦好了，忙
了半天，你去歇下子。”为了抚平
丈夫内心的创口，帮他树立信心
与希望，潘军皖将爱与时光合成
良药。她深知丈夫需要的不只是

衣食住行上的照顾，更渴望精神、
心理上的呵护。钱树华想为妻子
分担一些家务，要求洗碗、拖地，
甚至烧菜，潘军皖从不拂他意，并
积极地鼓励、配合。串门的邻居，
看见那一地的水渍、油渍、菜叶、
一只只豁口的碗，忍不住掩脸扭
过头去。

生活的溪流是由琐屑、无足
轻重的小事以及不留一丝痕迹的
细微汇集而成。居家生活无非柴
米油盐酱醋茶，但正是这些零碎
的琐事见证了潘军皖 25 年来的
酸甜苦辣，折射出人性的光辉。

潘军皖对丈夫对家的无私奉

献，赢得了邻居们由衷的敬佩。
邻居琴说：每次钱大哥做家务事，
潘姐都在旁边紧紧地跟着。等他
做好，潘姐再来收拾那一片狼藉，
她实则是更劳累更辛苦了。打碎
杯子、碗、菜盘这些我们都见怪不
怪了。为了维护他的自尊让他感
觉自己还是一个健全正常的人，
潘姐从不报怨。这背后的付出与
包容，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在
潘姐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潘军皖忠贞不渝，不离不弃，
对丈夫数年如一日的悉心关怀和
倾情付出，使钱树华逐渐树立起
对生活的信心。现在，钱树华不

但能生活自理，还有了听广播的
兴趣，也会跟着广播哼哼戏曲，小
院里不时也传来他的笑声。潘军
皖每天必做的功课是给爱人注射
胰岛素，是把她看到的、听到的事
物，绘声绘色地描述给丈夫听，尽
可能使丈夫“看”到她看到的一切。

“ 欲 与 君 相 知 ，长 命 无 绝
衰”。潘军皖用她的青春演绎了
一个令人动容的、一个平凡人的
故事，让双目失明的丈夫钱树华

“看”到了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
更看到了人间真挚的大爱。这爱
是生命的火焰，因为它，黑暗变成
光明。

黄昏降临，晚霞像火焰一般
燃烧，遮掩了半个天空。一阵清
澈的歌声飘然而至：“你是我的
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
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
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
界就在我眼前……”

傍晚的风恬静幽美，那种奇
妙和谐使夕照格外韵味深长。

芒种时节刚过，徽州大地已是
满目葱茏，到处是瓜果飘香的丽景，
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忙碌在农作物之
间，农民朋友清除杂草的身影。眼
前低矮山丘上的杨梅树，正簇拥着
或红或紫的果实，摘之手粘，食之酸
甜。那位打理杨梅园的宗亲，一个
劲地说：“摘点去吃哈！”“我们要去
村里办事哦。”这位熟稔的宗亲继续
着他的热情，“回头摘点带回去，给
家里人尝尝鲜……”

见到我们到来，村支书老孙连
忙起身，把我们迎进会议室：“这几
天，还真是有些忙，各级扶贫的检查
组、指导组络绎不绝……”同行的明
平主任幽默地说，“东山村成了脱贫
攻坚的网红？”

稍坐片刻，村第一书记、扶贫队
长蒋剑波大汗淋漓地走进会议室，
一个劲地说道：“来迟了、来迟了。”
他正带着工作队的几名年轻人帮助
困难户家庭整理居家卫生。这位
40岁模样的中年人精明强干，浑身
露出男子汉的成熟。

随后，我们便去了产业扶贫基
地查看农作物的生长形势。在村猕
猴桃基地，眼前绿油油的藤蔓之间
正灿烂着花朵，早熟品种的果实，沉
甸甸地爬满支架……山村公路两侧
梯田里的猕猴桃长势喜人，有三五
个贫困户正在田垄之间整理枝条、
清除杂草，见有来人笑着打了声招
呼，并没有停止手中的农活。

村里还有另一个叫龙海口的莲
藕基地，村民们正猫着腰移植莲藕，
成片的莲藕基地里，或见随风摇曳
的田田菜藕，或见蜻蜓点水样的观

赏藕——这是村流转的闲置水田，
正在全力打造莲藕种植与农事观光
游的风景地带。我想这里有不负众
望的老支书，热情肯干的扶贫队长，
有矢志徽州乡村振兴的大学生村官
……这样一帮人组成的扶贫队伍，
这里的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自然
水到渠成了。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山曾是
新四军黄山游击队的物资中转站，
当年新四军游击队“打不死的刘奎”
的队伍经常出没在这里，募集军需
物资。当下这里山水依旧，西瓜、甘
蔗、茭白一直还是村里传统的优势种
植产业。尤其是近些年，扶贫工作队
探索出“合作社＋种植大户＋贫困户”
的生产经营模式，稳定增加贫困人口
的动态收入，更是让人大为宽心。

在嘉禾家庭农场，同行的女同
胞们，与村官刘留已经没入锦绣花
田之中，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花花
草草，居然成了她们的心仪之物。
她们一笑一颦，走进了美丽徽州。这，
或许是像刘留这样的城市姑娘，愿
意一心扑在徽州农村的缘由所在。

我们穿行在东山村的里里外
外，并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只是觉
得下午的溽热已经褪去……太阳西
下之时，那轮夕阳弥漫着无限霞光，
给深褐色的田野披上了金装银裹，
仿佛是徽州人家“嫁女”的热闹情
景，似乎在催促我们的返程。

车子经过柏油马路，好客的那
位宗亲，早早准备着几小筐紫澄澄
的杨梅，站在路边等候，见到我们一
个劲挥手，“拿点去吃喂！”

徽州，就是这样的乡情。

我是一个兵我是一个兵

 毛延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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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多山，山水相依。“山
有万重枇杷山，水是一江新安
水 。 新 安 滩 上 滩 ，古 渡 在 金
滩”。数百年来，古渡一直静静
地坚守在江畔，默默地承载着
两岸百姓的梦想。

金滩渡口两岸是徽州的村
落人家。东岸有一条通往县城
的乡村公路，西岸则没有。西
岸 人 多 ，且 大 多 住 在 山 的 西
边。西岸的人想进城，有两条
路，一条是一路向北，跋山涉
水，但时间很长，需要一整天。
要想走捷径，那就要坐船摆渡
到东岸，再乘车向北。

道阻且长。渡船，是那时
候人们最需要的交通工具。沿

阶而下，村口就是渡口。天色
空茫，绿水悠悠，竖立在岸边的
乌桕树古意盎然，粗壮而斑驳，
估计与这渡口一样，都有些年
月了。渡口，那条青石板铺成
的小路，已被过往的人群踩得
光滑发亮。

一人，一船，一篙，或在渡
口的这头、或在那头，与风中摇
曳的乌桕树叶一起，在光与影
的涂抹中，形成了一幅幅生活
画卷。时而是流动的，时而又
仿佛是静止的。

撑船的人姓周，据说是外
地移来的，没有田种，就撑起了
船。几代人，一条船。老周，只
是这个家族的符号，金滩两岸

的村民很少有人细数，也不管
过了几代了，反正撑篙的都叫
老周。天下撑船人都很壮实灵
慧，再就是一身黧黑，老周也不
例外。试想，常年在阳光下撑
船，焉有不黑之理？

船是乌篷船，不大，顶多容
纳十几个人。要靠老周一篙一
篙地撑着前行，特别是船快靠
岸时，要将竹篙远远地插到岸
边，用力抵住船移动的惯性，这
时候，老周的脸就黑里透红了，
船也就缓缓地触到岸边的青石
板了。刚出山的孩子，像小鸭
见了大河般的新奇，坐上船后
是兴奋又害怕的。船体晃悠晃
悠的，开始有些晕，怕掉下船，
习惯了以后才敢往河里看。流
水清清，鱼儿成群，渡船周边的
野鸭，跟着船儿成群结队地嬉
闹，一点都不怕人。

平常时节，渡船每小时才
开一次，很有规律。老周也非
常享受这种作息时间。冬天躺
在船上晒着太阳，到晚上渡船
就靠在渡口的乌桕树下，静静
地随着江水晃悠，乌篷船上升
起了炊烟，炖几条鲫鱼、呷几口
酒，老周睡意来了就眯一会儿，
若是哪家遇有急事，对河传来
几句吆喝声，老周也就乐呵乐

呵地把船撑了过去。
每年春节期间，两岸走亲

访友的，进城购物的，人特别
多。有拎着糕点的，有背着特
产的，有扛着自行车的，大家都
排着队挨个儿上船。但每次只
限十几个人，人一满，篙一点，
船就被老周给撑走了。篙起水
落，留下涟漪无数，留下的人只
能望船兴叹，等着下一渡了。

如果真碰上有急事的，要
先和前面排队的人商量，一个
劲地说好话，好不容易上了船，
赶紧给老周递烟，那时，老周的
帽檐里架的都是香烟，那惬意
的劲是从内心发出来的。遇上
哪家结婚的，整渡船上的人都
开心了。新郎自然是满脸笑
容，恭敬地给大家递着烟，发着
喜糖，还悄悄地塞给老周小红
包。那时候，我们特别羡慕船
工这个行当，这简直就是掌握
着大家的命运似的。

不过也有老周无奈的时
候，遇上汛期涨大水时不能开
船，再有急事也开不了，因为不
安全。有一年涨大水，碰到学
生要过河进城参加中考，家长
们心急如焚，老周也试着把船
往上游撑起，可再怎么努力，船
也前进不了。大家只好回头翻

山越岭地向北边一路跋涉，到
县城已是深夜了。

渡船，是生活的纽带，是生
命的通道。我家住在西岸的山
里边，幼年时爷爷抱着我上船，
长大后我学着父亲的样子肩扛
着自行车挤在船上，后来我抱着
女儿过河，坐在船上就有一份浓
重的乡愁。渡口乌桕树的叶子
从绿变黄，从黄变红后随风而
逝，之后又发出了新芽，而渡口
的青石板却依然光滑发亮。

如今，西岸也开了路，人们
进城再也不用过河了。古渡也
一下冷清了下来。老周还在那
里撑船。老周说，儿子不愿接
班，自己买了车，跑运输去了，
一年下来能赚点钱。我递了支
烟，恭敬地帮他点上。落日的
余晖斜照在他的脸上，老周的
眼神里看不出失落还是满足。
日晒雨淋，饱经风霜，周而复
始，生活对于撑船人来说，也就
是篙起篙落的事儿！

新安江两岸景色如画，驾
着车儿穿梭在山道上，自是心
旷神怡。然而，金滩古渡，那
人，那船，那篙，和那风中摇曳
的乌桕树叶，依然是我心中缱
绻不已的风景！

配文图片：胡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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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水，转眼脱下绿色军
装虽有10年，但向军旗告别的宣
誓恍如昨日。投身到二次创业的
大潮中，种种困难和坎坷并没有
磨去当过兵的印迹，反而因铮铮
誓言让自己的棱角更加分明，不
论走到哪里做什么事情，心中都
会时刻提醒自己：我是一个兵！

18岁那年，我实现了小时候
的从军梦。第一次远离亲人，一路
向西，随列车穿越崇山峻岭，几经

辗转到达山沟里的绿色军营，紧接
着是为期两个月的新兵集训。

新训的点滴生活验证着班
长说过的话。第一次“出洋相”
的紧急集合、第一次“掉链子”的
队列会操……种种“失误”的第
一次带来的是无数次的千锤百
炼，在脑海中也就有了挥之不去
的烙印。难以忘记，在遍地牛粪
的荒地上匍匐前进抢夺阵地，在
荒无人迹的森林中长途行军野

外生存，虽然苦不堪言，但乐在
其中。新兵考核结束，终于戴上
了 期盼已久的帽徽、领章和军
衔。从成为合格军人那时起，我
感到肩上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这种责任正如面对猎猎军旗的入
伍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
严守纪律，英勇顽强，不怕牺牲，
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
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新兵下连后，我被分到了新
组建的一支部队。初期，暂住一
处荒废的临时营地，上至军事主
官，下至普通一兵都在做同样一
件事情，修房砌路、挖塘种地，一
切都是白手起家，火热场面堪比
当年“南泥湾”建设。除了基础
建设的体力活，还有专业学习的

脑力活，由于我们所使用的武器
为“大国重器”，所以即便是再苦
再累，也都有一种使命所系的自
豪感。后来，随着岗位的不断调
整，我有幸参与了不少军事任
务，2008 年抗震救灾、2009 年国
庆阅兵等等。通过任务的磨砺，
我发现关键时刻，即便是普通一
兵也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躬身
践行入伍时的铮铮誓言。在部
队这所“大熔炉”里，从初出校门
的热血青年到保家卫国的钢铁
卫士，我和战友们携手成长，不
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
且多次立功受奖，成为绿色方阵
中闪亮的星。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即
便是再优秀的士兵也会有脱下
军装离开军营的那一天。如今

步入社会的我，不论是看得见的
齐步跑步，还是看不见的吃苦耐
劳，大到初心，小到发型，点滴言
行举止都能够体现出军人的精
气神。特别是每年建军节，都会
穿上衣柜里的老军装，戴上压箱
底的军功章，面向军旗握拳举起
右手，重温一遍再熟悉不过的退
役誓词。

这就是我与绿色方阵割舍
不断的情结，甚至会梦回吹角连
营，耳畔回响起战友们拼尽全力
吼出的声音：时刻听从党和人民
的召唤，退伍不褪色，转业不转
向，为军旗增辉，为部队争光，为
家乡建设发展再立新功！

我在皖南腹地、黄山北麓的
这座小城生活了 50年，对这里的
每一点变化，甚至是城市气息的
改变都非常敏感。

大约记得我刚刚从乡下调到
城区的小学教书的时候，小城最
繁华的十字路口突然就多了一间
书店，取名叫“星星书城”。在那
个物资开始富足，商业渐渐繁荣
的年代，各种服装、鞋帽、首饰、化
妆品、包等品牌代理店蜂拥而出，
人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

“外包装”打理好，至于“内芯”是
否明慧，没有多少人在意。那时
候开书店算是个异类，因为我从
事教书行业，学生们常常在那里
购买学习资料，所以对“星星书
城”有所关注，但并不看好，甚至
为这家书店的前途暗暗担忧。之
后，我不再教书，也不常去那条街
闲逛，虽然知道星星书城一直存
在，但对其经营状况究竟如何并
不了解。

一位教师朋友退休后受聘在
星星书城帮助打理，并开办了星
星书城公众号，她邀请我为公众
号写点文字，希望我经常去书城
参观，顺便对那里的布局设置和
书店经营提点意见。于是，趁着
一场婚宴偶遇的机会，几个朋友
一起结伴去逛这家书店。

夏日初暑，细雨霏霏，天气
稍显闷热。朋友领我们进得灯
火通明、凉爽怡人书店，欣喜地
发现这里人气很旺，一楼摆的基
本上是学生的学习用品，家长带
孩子在这里挑选，业务员细心地
为顾客介绍，忙而有序。信步上
得二楼，整个二层空间大约两三
百平米，林立的书架上摆满了各
样的书籍资料，书架丛中穿梭着
浏览目录的成人、孩子；有工作
人员在整理新到的书籍；还有三
三两两围坐在一起查阅资料、写
作业的学生。穿过书架，来到临

街的走廊，那里已经改建成阅读
长廊，免费提供借阅或者现场阅
读的书籍。

几十米长的廊台上，摆放着
数张高矮不一的书桌和椅子、凳
子，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找
到合适的阅读方位。几盏壁灯倚
挂在墙角上，米黄色的灯罩里，电
灯发出明亮而又柔和的光线，灯
光下一张张书桌坐满了捧着书籍
的读者，有小学生、中学生，还有
一位年轻的爸爸带着三四岁的孩
子在一句一句小声念着童话故
事。

我瞬间为这一幕所打动，为
炎炎夏日中这爿专于读书的清凉
之地所感动！我突然记起儿时在
路边读书的情景。那时候，就在
这附近的百货大楼门前有几家书
摊，可以租书，也可以现场翻看。
我没有钱租书，只能常常在上学、
放学的时候，蹲在路边的书摊旁，
找一本带彩色图画的小人书，后
来是流行的武侠小说、琼瑶小说
入迷地看着，一直看到天黑，老板
催我离开。那时候，我多么渴望
能有一处有很多好看的书并可以
随意翻看的阅读福地，没人打搅，
也无需担心被人催赶。

如今这样的福地就在眼前，
越来越多的孩子愿意来这里读
书。我真心为家乡的变化而高
兴，为眼前沉浸在书海中的孩子
们庆幸，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在近
30年浮沉起落的商海大潮中，这
家书店依然焕发着青春的朝气，
我也笃信这家书店会一直这样盛
久不衰。

音乐家鲁宾斯坦说：评价一
座城市，要看它拥有多少书店。
这家取名“星星书城”的书店不仅
会让这座小城多一缕文化气息，
更会让曾经流连于书店的一代代
学子多一份对家乡的牵绊和眷
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