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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借青天一日游，诗情画意到
杨庄”。从香茗大酒店沿屯五公路
向西不到 10公里至休宁县商山镇
洪里村，右拐，折向一条仅容轿车单
行通过的乡村路，道路两旁青山逶
迤，刚收割的稻田散发出秋天独有
的芬芳，几只散养的鸭子在田间欢
腾着翅膀，绵绵的秋雨中淡淡的烟
云浮荡在山际间，像笼着轻纱的梦。

秋意初露，一片浩淼的雾气霭
霭，若云若烟。杨庄生态农庄那团
团绿意，与几顷波光，相衬相映，更
显得清幽秀雅。夹道两旁松杉如
卫兵，间或几排绿竹，四周愈显幽
静，只闻鞋踩石子的声音和远处山
林中的鸟鸣。稀疏的几点雨点夹
杂荫翳斑驳地透过树的间隙映在
小路上，使我的心沉静，犹有“曲径
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意境。真
是应了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
如酒，波纹如鳞的美句。沿路前行
不远，一片挂着彩色纸风车的风车
墙迎风而立，映入眼帘，风车在飒
飒秋风中，时而静若处子时而欢腾
雀跃着，将人错位在历史和现实的
虚幻中。山坡上，依着地势搭起许
多灶台，那是为烧烤的游人提供的
舞台。许多汽车的废轮胎也幻化
成五彩，巧妙地镶嵌在路边，点缀
着这个童话般的世界。

到了。从坝上沿一段石阶而
下，依偎在山腰的褶皱里，主人别
出心裁地开辟出一片百米休闲长
廊。摇椅、条桌、沙发，你可以随心
所欲地落座，眼前就是百亩的浩渺
的水面，远处茶园葱茏镶嵌湖的四
周，有蹁跹的白鹭不时掠过。坐
着，一边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什

么也不做，逶迤在一把藤椅里，身
旁放上一盏热腾腾幽香的祁红，或
是抚一段古琴，放下所有的尘世羁
绊，这是多么惬意的时光。静静的
远山，潺潺的湖水，葱茏的茶园，盈
盈的青草，让山野深处那一泻千里
此起彼伏的鸟鸣环绕着你，像一缕
缕白鹅绒的仙梦落在心头，这时光，
是空灵，是怡情，是清心，更是美好。

竹筏横陈，游船野放，远处湖
水妩媚的仙姿顿时灵动起来了，那
团团新绿，与几顷波光、缥缈山景
相衬相映，散发出迷人的光。我们
休宁作协和屯溪作协的创作交流
活动就在这样的轻松愉悦中展开
了。24 位平时难得一见的作者，
今天围坐在条桌旁，享受着湖光山
色，也享受着浓浓的创作情。

山不喧闹，也并不沉寂；水不
张扬，却自有韵致。景点的经理是
当地人，魁梧的身材，炯炯的目光
一看就是位精明强干的生意人。
近年来休宁打造“名山秀水，文化
休宁”契合了时下休闲养生游的热
潮，他看到了市场的前景，以及杨
庄的这片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于
是投资买下了几十亩的荒山坡地，
开山修路，架设电线，建设了别具
一格的休闲农庄。并把已经荒弃
的旱冲水库进行了整修，发展垂
钓。

中午，大快朵颐的清水鱼，鲜
美的农家蔬菜，喷香带着柴火气息
的米饭，一切都让人想到那美好的
田园气息和土色土香真滋味。在
杨庄，青波翠浪，绝妙的风光景致，
还有一群涌动着文学情愫，豪情万
丈的文学“老铁”们。

杨 庄 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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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年龄一岁人，几度春
秋几度心。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内
心渴望的是万事万物给身心带
来的舒适感，而不再是乍见时
片刻的新奇、初遇时短暂的心
动。是那种，我们坐着不说话
就很好的身心自在。而我知道
在时光深处，我们与一切美好
事物的机缘都是注定而不是巧
合，是等待而不是将就。

我们无不是在时间的洪流
中漂泊，在日复一日的烟火红

尘里穿梭。有时候真的需要给
身心觅一个栖息的港湾，寻一
处风景清幽而静谧的地方暂停
常年的奔波和劳碌，做一个短
暂的调养生息，去肆意地做梦，
好好地放归心灵。

在一次机缘巧合中误入齐
云山小镇的摄影人驿站，在它
带给我内心无比的舒适和强烈
的归宿感的那一刻，我就明白，
虽是初见，宛若重逢，它就是我
梦寐以求一直寻觅的供养心灵
的地方，在这里你完全可以释

放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任
世事繁华喧嚣，而在摄影人驿
站内却能享得一份宁静和内心
的旷达。

摄影人驿站毗邻天下无双
胜境，道教名山齐云山，百米即
可徒步到达，驿站门前是蜿蜒流
过的横江，横江水温润清透，倒
映着沿岸如诗如画的山水蓝
天。这样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
让摄影人驿站稳重而灵动生辉，
令人心驰神往。

而驿站内从折射着民俗文
化老物件的陈列，到名家摄影
展的布局，名人墨宝的飘香，独
特艺术魅力的版画展出等等，
处处弥漫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
蕴和艺术的深厚魅力，一一领
略，无不让人从世事的浮沉中
超脱出来。

进入格调优雅的歌吧、酒
台、乃至可以自由播放各类摄
影、录像作品的投影设施都给
人无数惊喜，歌吧特有的灯光

把环境渲染得如梦如幻，直到
用餐区域，布局独具匠心，每个
餐厅装饰、名称、摆设、餐饮用
具都让人耳目一新，这里每一
道菜品都蕴含着徽菜悠久而深
韵的文化，因为负责这里一切
事宜的总裁傅小平先生是徽菜
的非遗传承人，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品过这里徽菜的客人总
是赞不绝口了。我认为，味蕾
的征服就是精神的征服，它是
深至心灵的愉悦，还有什么比
来自心灵的愉悦更为重要？

从浮想联翩的歌吧灯光和
音乐声中稍稍回归现实，登临住
宿的房间，这里才是身心合一的
皈依，你终于远离了外界一切的
纷纷扰扰，卸下身心所有的疲惫
和压力，在地灯柔和的灯光抚
慰中，静静地感受源自内心深
处的召唤。那一刻，躺在星光房
休憩的床上透过玻璃房顶仰望
大自然的浩瀚星空，去肆意地做
梦尽情地放空心灵……

清晨醒来，房间洒满柔和
的阳光，你踱步到种满花卉的
阳台，放眼环抱自己的山山水
水，感受与天地万物的心流，来
自身心的惬意，这一切的拥有，
夫复何求？

摄影人驿站无疑是一个给
予心灵犒赏的清幽之地，你或
许就是那个来黄山旅游观光落
榻摄影人驿站就此对她钟情一
生的人，你或许是那个背着相
机或画夹游遍山水，带着艺术
创作的梦想在此流连不舍的
人，你或许寻到此处就此停下
脚步在此静谧清幽之处用文字
写遍人世间故事的文人墨客，
你也或许是来此风景宜人处静
养身心的尊者，你或许不是归
人只是一个过客。但是，如若
无缘怎会相知相见？摄影人驿
站就在这里等你，等你赴今生
一场心灵之约。

人生兜兜转转，有缘自会
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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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真的老了，这种感觉虽
然早就存在，但这一次却让我刻
骨铭心，有着深切的痛楚。

半个月前，趁洪水退去，我回
老家探视灾情。

老家的房子经历 1991 年和
今年两次洪水浸泡，墙体开裂，屋
顶漏水，老房成危房，至今不能入
住。父母为了守着毁坏的老房和
荒芜的田地，借住地势较高的邻
近亲戚家，不愿离开村子。村庄
开进了车子，好似来了久违的贵
宾，伴随着一阵狗叫声，留守的老
人们纷纷探出头来观望，期盼着
自己儿女的归来。当看到车没有
停在自家门口，老人们才收回了
羡慕的眼神，又把目光转向了远
方。

低矮的老屋下，父母正在清
理门前垃圾。佝偻的身躯，苍白
的头发，孤独的眼神……一阵嘘
寒问暖后，父亲端起杯子给我倒
水，布满裂痕的手一直在颤抖；母
亲提着菜篮前往菜园摘菜，仓促
的身影显得步履蹒跚。

“下次什么时候回来？提前
准备点土鸡蛋带给孙子吃。”“儿
媳喜欢吃柿子，中秋节你们一定
要回来采摘些！”临走前，父母反
复叮嘱，并不断地将蔬菜瓜果塞

满了车厢。“你不是讲自己转业了
吗，怎么还不回来？”车子启动时，
父母突然追问我一句。看着父母
期待的眼神，我一时难以解释，只
能随口说：快了，快了！

未来已来，父母渐老，我还未
归。28 年，弹指一挥间。那时，
我在上高中，父母四十刚出头，每
个周末回家，家中大门总是锁
的。顺着田野喊去，父母或是挑
着沉重的担子走回来，或是提着
菜篮子满头大汗地赶回来。高卷
的裤脚布满泥土，被风吹乱的头
发上还沾着几根稻草，但步履总
是充满力量，眼神充满希望，甚至
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还能健步如
飞。而如今，父母年逾古稀，空手
向我跑来，已显踉踉跄跄。

那一年，我去当兵，父母的年
龄如我现在一般大。这一年，我
已转业，我的年龄如父母当年一

般大。28 年过去，从云南到西
藏，从边疆到内地，从少年到中
年，从当兵到转业，家，还在远方；
我，还在边防。

高中毕业后，父母为我重新
规划了人生，到火热的军营中锤
炼，或许能成就一番事业。在他
们眼中，要么尽个义务，三年退
伍；要么提个干，奉献七八年。而
我，给父母的承诺是：十年后就回
来！然而，28 年了，我还是不能
让他们承欢膝下。

我当兵的地方是看天一道
缝、看地一条沟的云南怒江大峡
谷，属全军三类以上艰苦地区。
买不到菜、用不上电、通不了信成
为常态，工作上艰辛、生活上艰
苦、成长上艰难，一起入伍的老
乡，大多产生了心理的落差，有的
甚至为此放弃了考学提干的机
会。而我，作为一个贫苦的农民

学生，为了军旅梦想，为了心中不
甘，在坚守中渐渐习惯，在习惯中
渐渐热爱，最终不负父母期望，以
良好的表现和优异的成绩，入了
党，考了学，提了干。然而，离家
却越来越远，回家也越来越难。

当兵后，第一次探家已是离
家两年半时光，从边疆辗转七八
天的车程，拖着疲惫而浮肿的身
躯，踏上家乡热土，心情无比激
动。那天，母亲好像有了心灵感
应，或许是思儿的目光一直在远
方眺望，离家还有好几条田埂，就
见远处一个瘦弱的身影向我奔
来，那是母亲！我急忙迎上去，两
年多未见，母亲已明显苍老，人也
消瘦很多。

后来，我上了军校，回了怒
江，到了西藏，直至返回安徽前，
一般一至两年探家一次。每一次
回家，都能看到父母多出了白发，

多出了皱纹。每一次离别，父母
都会牵肠挂肚，翘首以盼。每一
次重逢，又会看到父母更显沧桑，
更加老去。光阴带走了父母的芳
华，让我应接不暇、难以接受，时
常感叹岁月的流逝。

“我们很好，请放心！”“照顾好
自己，不必牵挂我们！”为了让子女
没有后顾之忧地追逐梦想，父母把
爱与不舍深深埋藏在心底。正如
放飞的风筝，尽管我们每一次展翅
高飞都会牵动着父母的心弦，但即
便飞得再高再远，父母从不收线叫
停，而是静候平安归来，并赋予我
们再次高飞远行的力量。

以前，探家次数很少，但假期
还未满，父母就催我早点归队，说
部队上忙着呢，要早点回去工
作。现在，回家的次数多了，可是
父母总问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希
望我利用节假日回去取点他们自

己种的菜。我知道，那是希望我
常回家看看，陪他们说说话！

少小离家老大未归。虽然回
安徽后离家近了，但离家还有三
百多公里。这么多年，我对父母
有着太多的承诺，更有太多的食
言。因为知道只有他们会对自己
无限包容，所以在见面时或电话
中，总是不自觉地表露出负面情
绪，少了尊重与关爱。或许，我们
习惯了诚恳接受领导的批评，却
对父母的叮嘱时常显得不耐烦；
习惯了给战友和朋友过生日，却
不记得父母的生日；习惯了逢年
过节慰问驻地敬老院，却很少回
家看望年迈的父母。一声工作
忙，一句没时间，就成了自己不回
家最充分的理由。

我们时常关注孩子长大，却
很少关注父母变老；时常关注自
己工作干得好不好，却很少关注

父母生活过得好不好。面对越来
越重的现实压力，往往只顾低头
看手机，抬头看天空，向前看未
来，却没有仔细看过父母的脸庞，
留意过父母的身影。直到有一
天，自己不经意的一次回头，发现
了那个孤独角落和那双孤独的眼
神，在与父母目光对视的一瞬间，
才突然发觉父母真的老了。

做了父母，才懂父母的心情。
子女是父母的希望和未来，他们用
辛勤的努力和勇敢的舍弃，换来
我们成长进步的一次又一次机
会。现在，父母年龄已大，虽然没
什么能力帮我，但他们还是在尽
己所能帮我，哪怕是为我种上一
篮蔬菜；虽然我没什么让父母骄傲
的，但他们仍然以我为骄傲，哪怕
是邻居对我的一句称赞！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孝顺
父母，陪伴亲情，有时间，常回家看
看；没时间，多打打电话。即便是
一声呼唤，哪怕是一句问候，都会
让父母不再孤独，让亲情充盈家
庭。我想，最成功的事业不一定要
有父母的参与，但最幸福的生活一
定要包含父母的快乐。或许，我在
边防，但给父母的承诺还遥遥无
期，但作为子女，无论在哪，一定要
同父母心相印，情相连。

秋山如画
李海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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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册里的光阴相册里的光阴

周末，在家整理书柜，不
经意间在书柜里发现好久未
打开过的相册，翻开几本厚
厚的相册，一首罗大佑的“光
阴 的 故 事 ”在 脑 子 里 闪 现 ：

“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
褪色的圣诞卡……流水它带
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
的青春。”是的，光阴似箭，岁
月如歌。

打开我尘封的记忆，上
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家乡照
相是件困难的事。我二舅从
青海回休宁探亲，当时他还
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他喜欢
摄影，用多年积蓄买了一台海
鸥 120 相机。探亲来我家给
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当时我八
九岁，不到一米个头，穿着灰
不拉叽的衣服，充满着好奇的
脸上对相机无限的想象。

到了中学时期，那时已
经改革开放，大家都为振兴
中华而读书，当时寒门学子
挑灯夜战，勤耕苦读，课余时
间都在学习备战高考，没有
时间照照片，也没有条件照
照片。当时县城只有一家照
相馆，在南街胜利台附近，只
在我高中毕业时，拍过一寸
照片用于毕业证使用，还有
请来了照相馆师傅来我就读
的海阳中学为班上毕业同学
拍摄毕业合影照。看到这几
张发黄照片，回想起当年在
海阳中学发奋苦读的岁月。

1984年，我进入了大学，
当 时 作 为 天 之 骄 子 的 我 们
求知若渴，对未来充满着激
情。一方面在勤学苦读，另
一方面在锻炼自身素质。在
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学
摄 影 、学 桥 牌 ，校 园 里 有 诗
社、有球赛。课外时间，经常

组织郊游活动，学来的摄影
技术大派用场，学生会里有
相机，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
的 相 片 ，成 为 在 校 园 的 见
证。记得有一次去南漪湖，
南漪湖风光旖旎，我们班上
同学租了一条船，自个儿在
湖中游了半天。一群青春萌
动的男女同学在一起，说说
笑笑，好不热闹，留下许多生
动活泼的珍贵相片。

1993年我毅然离开生我
养我的家乡休宁，踏上北去
列车直奔令人向往的首都，
开 始 了 我 在 北 京 的 工 作 生
活 。 记 得 有 一 次 ，为 纪 念

“七·七”卢沟桥抗日战争爆
发，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
举办一个活动，组织者请了
著名电影艺术家欧阳山尊、
著名作家刘绍棠、老舍夫人
胡絜青及有关方面的领导，
活 动 结 束 我 们 集 体 合 影 留
念，至今想起来还是美美的，
作为文学青年零距离遇见崇
拜大师，还有合影，那种心情
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再后来，我们彻底告别
了胶卷相机，跨进了数码时
代，拍照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
了，随着数码相机的出现及高
性能拍照手机的兴起，不分老
幼、不分文化高低，随时随地
都可以拍照。大家把照片存
到电脑或者云盘里，致使相册
里的相片也就出现了断档，这
是科技改变的产物。但从一
张张笑脸，一张张pose的照片
里，洋溢着人们对当下美好生
活的无限感激。

文字，可以记录人生；图
像，可以见证生命。我更喜
欢过这种“图文并茂”式的生
活，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加
充盈和快乐。

家
庭
手
记

今秋多雨，湿漉漉的桂花还
没来得及飘散香气，已米粒般落
了一地。去年中秋节那天，也是
稀里哗啦一场雨。料想，今年的
月，怕是看不见了。桂香又无处
闻，心头便思念起儿时的明月来。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能赋予月如此文雅称呼的诗人必
是富贵子弟。于农村孩子而言，

“小时不识明月美，只盼中秋月饼
甜”才是我们内心对中秋节的真
实期待。

中秋节这天，除了割肉打牙
祭，母亲照例要买回四块月饼。
月饼只有两种——锅盔和麻饼。
锅盔外面是干干的面皮，被烘烤
到一掰就脆裂，里面刷一层薄薄
的红糖汁。锅盔裂缝处偶有红糖
渗出一点点，甜甜的香气就随着
赶集归来的母亲氤氲了山间小
路。麻饼更精致一些，单是把麻
饼周身的芝麻粒一颗一颗抠下
来，已能让满嘴持续生香。掰开

麻饼，炒焦的花生仁与泛着光泽
的糖浆簇拥在一起，诱人垂涎。

中秋节的晚饭真丰盛啊！一
大碗青蒜苗回锅肉摆在四方桌的
中央，咸的；四块月饼分别放在我
们的面前，甜的。我和妹妹早已
风卷残云般消灭了两块，便眼巴
巴地盯着父亲和母亲面前的月
饼，他们就一人掰下一小块，把剩
下的一大半放到我们面前……

大伯偶尔从外地带回盘子一
样大的月饼，切开来，送给我们四
块。大伯和父亲分家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我们两家打牙祭时，都端
一小碗肉给对方。

吃完肉，吃完月饼，我们在院
坝上晒月亮。大伯从堂屋扯出一
条高条凳，他问我们几兄弟，你们
谁能脚不沾地，从凳子底下钻过
去？我们这些爬树遛山的“猴子”
立即跃跃欲试。这看似简单的动
作，却是对柔韧性和手臂腰腹力量
的大考验。一次一次的失败后，我

们终于成功啦！父亲很炫耀地展
示他当兵时的操练科目之“金鸡独
立”——一腿平举，一腿站立，站立
之腿缓缓蹲下，平举之腿始终保持
水平状态。父亲驾轻就熟，我们却
东倒西歪侧翻在地……

我们也赏月，大伯和父亲都
不是文化人，“呼作白玉盘”的诗
句是断然没有教过我们的，“天狗
吃月”“吴刚伐桂”的典故倒是有
头无尾地讲了一些，支离破碎，记
忆终没有吃月饼、钻高凳和玩“金
鸡独立”那般深刻。

在我们的欢声笑语中，中天
的月已经不知不觉躲进了老桉树
的繁叶间，躲到了草房子的后头，
落入了河对岸黑柏林的山尖……

月是故乡明。偶有几次，深
夜下班的路上，我在城市高楼的
缝隙寻找躲闪的月亮。城市的灯
火太绚烂，太冷硬，如墙，无情地
拒绝着播撒清辉的月亮。

月是那时明。人到中年，月
饼的诱惑力大不如前。白天，在一
幢钢筋水泥的格子里左冲右突，与
手头干不完的工作捉对厮杀，夜
晚，在另一幢钢筋水泥的格子里卸
腰松胯，丢盔弃甲。徒生感慨，赏
一轮明月的闲情雅致，早已随远去
的儿时光阴一去不返了。

那些走远的岁月
正被人们以另一种方式
展开和怀念
板壁上挂着的字画
是徽风皖韵的立体山水
蓝印花布的被面
睡卧在竹椅上的猫
还有煤炉上冒着热气的水

壶

构筑出老屋的日常
在徽州在村落
每一幢故居和老宅
都有着自己的心跳和灵魂
你只能走近无限地靠近
却无法真正走进她的白天

和黑夜
风声在岁月的缝隙间穿梭
守望是一个温暖的词

走近孙起孟故居
诗
中
有
画

 方长英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