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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素，黄山区仙源镇龙山村的
一位普普通通的村民，她命运多舛，却
从未被击倒；她贫穷困苦，仍奋起拼
搏。她靠自己的双手战胜命运，从贫
困户变成了“脱贫模范”，为自己的人
生重新铺上了一层希望的光泽。

我第一次见到王爱素，是在她家
的覆盆子基地里，她看上去面容黢
黑，身材瘦小，人也比较腼腆，但是，
当她看到与我一同到来的扶贫干部
时，却格外热情地迎上去，是那么真
挚纯朴，言语之中充满感激。说到她
的基地，她满脸灿烂的笑容，她说若
不是扶贫干部的帮助她哪能有这样的
基地呀，这基地带给了她生活的希
望。那天天很热，她带着几名工人在
覆盆子基地里面除草、施肥、栽苗，动
作娴熟利落。当她忙碌起来时，眼神
坚毅，那瘦小的身体里似乎总有一股
使不完的劲儿。

当覆盆子基地采访结束后，她骑
着一辆电瓶车，带我们去她的养牛基
地，通往山上的那条山路，很陡，她说：

“我每次骑车来这里都不用带刹车的，
我对这条路实在太熟悉了，因为我每
天都要上山来看看我的牛。”那骑在车
上的背影不高，却真的很飒，像极了穆
桂英出征，自信、笃定。基地里她边给
牛喂草，边和我聊着：“我想把这个产
业做大，带动周边贫困户也走向致富
之路。”此刻的王爱素满眼都是光，似
乎生活从来没有亏待过她似的，除了
脸上的皱纹向我们诉说着过往的风
霜，那张笑脸上全然看不出她曾经遭
受的磨难。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自
信乐观的瘦弱女子曾经历过老公儿子
相继离世的打击，经历过生活极度贫

困的痛苦。
随后，我们去了她的家里，映入我

们眼帘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两层小洋
楼，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在她家里
看到了摆放整齐的各种农家土特产：
葛根片、葛根粉、干笋。她说她上半年
闲一点的时候就挖笋子、拔笋子，晒干
了卖，下半年挖葛根、洗粉、晒葛片，这
都是大自然的赐予，只要勤劳就能有
收获，这些收入每年大概有 3 万多块
钱，再加上覆盆子基地和养牛的收入
一年共有十几万元。谈起这些，王爱
素自信地说她再也不是过去那个扶贫
对象，命运磨练了她也造就了她的坚
强。不仅如此，王爱素还帮助身边的
贫困户，主动上门去收他们的农副产
品，她基地里的工人也是来自当地的
贫困户，这就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经
济困难。她说是国家的政策让她有了
现在的生活，取之国家，也要尽自己的
力量回报社会。此刻的王爱素在我眼
中那么亮眼，她挺直的腰身让她看起
来如挺拔的翠竹一般坚韧。

采访结束后，我感触颇多，不仅仅
是被王爱素身上坚忍不拔、顽强奋斗
的拼搏精神，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
度打动，也被那颗懂得感恩、知恩图报
的淳朴民心感动，更是惊叹脱贫攻坚
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风潮激荡，自当乘风破浪；任重道
远，更需斗志昂扬。今后，我将一如既
往地以最大能量燃烧干事创业的激
情，以笔为翼，以梦为马，朝着心中的
理想义无反顾、阔步前行，用手中的笔
和摄像机去捕捉发现和书写黄山区乡
村振兴路上那一个个“你、我、他”精彩
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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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腕带由特殊橡胶材质制作而成，约
1/3 部分宽些，另 2/3 窄些，宽的部分正面
是白色，方便登记一些信息，窄的部分中间
有 10个比绿豆还小的洞洞，便于根据不同
的人手腕粗细调整，宽窄边缘由白色搭扣
衔接。

这种手腕带戴在不同人手上，但有着
共同的名称和使命：做过核酸检测呈阴性
病人或者病人陪护家属。病人戴两条，以
不同颜色区分。老父亲住院的这家医院陪
护人员是黑色手腕带，病人再加一条天蓝
色。

夏初，妹妹来电话说父亲脖子右侧淋
巴结肿大，在家吃了消炎药涂了药膏都没
消肿，她拍照咨询了相关医生，医生叮嘱尽
快到医院诊治。各类病患排队挂号，队伍
缓缓行进，或焦急或忧愁的脸庞在眼前闪
过，给父亲办好手续，按防疫规定每个病人
只允许一个家属陪护，还得和病人一样做
核酸检测，因妹妹在医院工作，几天就要做
一次，没必要在这里重复做了，她不在本
地，实在没法抽身天天陪护，于是我和父亲
一起做了核酸检测。她则又赶回乡下安慰
老母亲，做了一些菜放冰箱，把家里卫生里
里外外打扫干净，安排好母亲近期生活，才
马不停蹄赶回市里。

检测结果出来前，病人只能在过渡病
房，搀扶着老父亲去做血常规、尿检、心电
图、胸片、CT 各项检查，各种冷冰冰的仪器
让人恐惧，心揪了起来，心想妹妹在这里就
好了，遇事好商量。她是学医的比我懂一
些医学常识，更比我沉着能干。妹妹体谅
我怯懦胆小，以前父母家人上医院基本都
是她操劳。望着白发苍苍的老父亲，现实
逼着自己坚强。

下午呈阴性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一
条黑色的手腕带就和我朝夕相伴了，连洗
澡和睡觉都无法脱下，父亲和其他病人一
样，多了条天蓝色。这条手腕带，戴在我手
上近 40 天，知道手腕带含义的朋友见了会
关心地问：“你家谁住院？”不了解的人则诧
异或惊奇地睁大眼睛：“这什么呀？你戴这
个干什么？”好像我参加了什么志愿者组织
一样，唉，都是新冠病毒惹的祸！

父亲从过渡病房进入正式病房后，配
合主治医生进行治疗，好在父亲吃喝拉撒

能自理，考虑到我要上班，又不能像妹妹那
样围裙一系就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姐妹商量在医院食堂订餐。我怕他营养不
够，起早去菜市场买来猪筒骨肉，加上冬
瓜、山药、老黄瓜、黄花菜等变着花样炖汤，
下班后将炖好的肉汤匆匆送到医院。南
京、扬州等地又有了确诊和疑似病例，医院
每个楼层都加了防疫检查人员，出示手腕
带穿过一道道关卡，走过护士站，来到父亲
病床前。

来苏水味从各个角落袭来，不时有人一
瓶水挂完在按铃，很快有护士举着药瓶走来
……急促的脚步、青春的容颜、温和的声音，
使病房里沉闷的空气清新起来，仿佛停滞的
时间随着长长的输液管又重新流动。看着
这些年轻的女孩，我在想，此时妹妹也在她
的岗位上细心护理着她的病人吧？

妹妹休息时，来到医院全天候陪伴父
亲，陪他聊天、带他散步，查看父亲患处痊
愈情况，和医生研究父亲的治疗方案。还
把她精心烹饪的清炖肉圆、红烧鳝鱼等菜
肴分给邻床病友品尝，感谢他们在我们姐
妹不在父亲身边时给予父亲的照顾。陪护
家属中大妈们家长里短闲聊，平时我极少
参与，但这时她们的护理经验、好心的提
醒，让人感受到人世间的善意。

晚饭后给父亲送水果、牛奶，灯牌点亮
了夜空，晚风中飘来香樟树清冽的香味，一
个人孤零零走进医院，回望这些天父亲住
院，无形中打乱了平时规律的生活秩序，所
有的安排都在以父亲为中心。父亲手术
后，隔天就有年轻的医生来扶着父亲去换
药，望着他们一个苍老、一个挺拔的背影，
时光流逝的无情让我双眼濡湿。

每天早上到七楼楼顶阳台给父亲晾晒
衣服，我总喜欢一个人在这里静静地呆一
会儿，这里离天空最近，这里离阳光最近。
阳光透明，投向它可以抵达的地方，远处青
山、近处绿树、庄稼、房屋尽收眼底，房顶下
是芸芸众生。这里能看到医院巨大的招牌
背面，有时背面更能呈现真实，更接地气。
这里没有消毒液的味道，我抬手瞅瞅黑色
的手腕带，瞬间，所有的忧愁烦恼都快速后
退，唯有这碧蓝的天空、空中的云彩、还有
那一抹暖暖的阳光，溶在心里，成为一束希
望的光：人间值得，万物可期。

多彩深处是柯村多彩深处是柯村 楠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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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大师刘海粟曾十次登上黄山，
坦言“黄山是我师”，说明黄山主题宏
大，需要不断膜拜，才能了然胸间。师
化自然，心造自然，才能留下灿然的笔
墨。功力决定眼界，我再一次登临黄
山，可能没有名家那样精彩的描述，但
有着自己对黄山的独特的观照。

寄情山水，在于山的姿势，水的痕迹。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山水

一旦赋予了人的想象与情感，那种文字
营造的神奇空间足以令人驰骋而入神
许久，文字聚集起来的力量，在大自然
中，在游记中，甚至在人文地理中显得
耀眼夺目。

明代徐霞客游览黄山时盛赞：“薄
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
山，观止矣！”此言抒发的情感，以及顶礼
膜拜式的赞誉和断论，流传至今，更有了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

演绎。徐霞客这位大人物固然影响深
远，后人因此循着这种眼光不敢越过藩
篱。人们对大山名川的喜爱之情需要
抒发，尤其是文人骚客所赞誉的山水，落
笔云烟，还要惊天动地，撼人心旌，用词
炼句无不用其极，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

古来圣贤多寂寞，唯有饮者留其
名。连饮者都要后来居上，睥视圣贤，
以博“饮”名，何况乎名随山川、诗文留
于其中。江弢写雁荡“欲写龙湫难着
笔，不游雁荡是虚生”，极力讴歌雁荡山
水，“不游”是虚生，与“不到长城非好
汉”同样具有非此即彼的艺术夸张效
能。放眼于其他诗文，关于黄山的，各
式各样的观感各有不同，有些甚至还相
互争锋，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想越过

“看山是山”的境界，不受束缚的多元审
美才是当今时代多元化的体现。

而黄山之美，恐怕只能每个人独自
体会。我不敢描述，“不敢”是怕一说就
错了。

黄山四绝：云海、奇松、怪石、温
泉。奇松的代表非“迎客松”莫属。游
人如织无非一睹其貌，领略作为游客投
身黄山怀抱的愉悦感和豪壮感。我并
不随流，相反关注在附近宾馆的黄山

“迎客松”摄影展。在影像技术尚未来
临时代，名山大川其名其美只能借助诗
文、游记、图画相传。

黄山迎客松之名始见于 1859年黄
肇敏的《黄山游记》。就摄影展有关“迎
客松”年序上看，最早的 1914年民国实
业家、政治家黄炎培的作品，在那个年
代能拥有照相机是非常稀有的事（据说
第一次摄入镜头的是 1912 年，但未见
真实照片），黄炎培的摄影开启了“迎客
松”新的美学历程。迎客松像张展开的
巨大臂膀，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游
人被美景所吸引，被氛围所感染，纷纷
簇拥在迎客松前面，一张张美拍，留下

刹那的永恒。
对于“迎客松”的喜爱，更体现于摄

影家们层出不穷，不厌其烦的演绎，晨
辉暮阳，晴风雨雪，四序替换，都展现了

“迎客松”傲人的风姿和年月的蕴藉。
我始终没在“迎客松”跟前拍摄，因为无
论是谁的作品，大概都逃不开这样的角
度——所不能选择的角度，自第一张摄
影作品诞生至今，囿于地理条件，几乎
只能从一个角度去观赏，拍摄，无法逃
脱比较固定角度的左右，是最理想的，
也是最致命的。

迎客松的拍摄，一个美的角度演变
成千人一面的角度。正如所有人看山
都是山，那人山背后体现出的人文精神
和独特内核往往会被忽视。

“搜尽奇峰打草稿”。胸中的万水
千山时常布阵，眼前的景色都是云卷云
舒的素材。

在驻足时，蓦然回首，眼前呈现的
是与别人不一样的景致。这样的景色
没有约定俗成的，大家趋同的有着不可
逾越的审美范围，不张扬，不虚饰，自有
一番无意于佳乃佳的妙趣——这是自
己发现的景色，这样的仪容，气质，风含
情，水含笑，那么的风情无边：

在雨雾撩过之时；
在阳光普照之间；
在风过耳畔之刻；

在水波柔软之中；
……
离开黄山，心神荡漾。回首的景色

都无比深情，包含了我的端详、惊奇、赞
叹，在千万思绪涌起之际，望见“赏松石养
性，望云山抒怀”。豁然开朗，以前的我，
正像是一位泅渡人生之海的行者，在那追
寻的彼岸上还站着一位曾经的自己。

看山还是山，我亦是我。
此刻，黄山永存我心，再也不会离去。

另 眼 看 黄 山另 眼 看 黄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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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休宁这座小县城长得越
来越高、越来越大，颜值也越来越高了，
街陌巷弄或大或小的变化总吸引着自
小就生长在这座小城的婆婆。虽然我
们常常叮嘱她别不小心摔倒，尽量少出
门，但总也阻挡不了她探寻的脚步。只
要身体状况还可以，天气好时她便慢悠
悠出门转悠半晌。然后在我们下班回
家时，总会乐滋滋地告诉我们哪哪要开
一条新路了、哪条巷子正在改造、哪幢
楼盖得气派……末了常会来那么一句：

“哎哟，好多地方我都认不太清了！”我
们欣见婆婆在小城里那些遇见的、看到
的“收获”给了晚年多病的她几多温情
的慰藉。

但是，在去年七月，婆婆在家中不
小心摔断了骨股颈，动手术后，站立行
走于她便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要想
走出家门，唯有坐着轮椅让我们推着

出门，这自然是少了那份随心而走的
自由。记得那时，每每我跟先生下午
下班归家，老人家时常询问：“吃好晚
饭出去嬉哇？！”那神情犹如孩童期盼
着去游乐场一般，我俩自然是乐见被
病痛折磨的老人家依然保持着这份好
心情。

晚饭后，推着婆婆缓缓走在夏夜里
的小城，街上人们往来穿梭，褪去了白
天燥热的状元广场上，歌舞飞扬，人声、
乐声鼎沸，分外热闹。轮椅上的婆婆痴
迷地盯着眼前的喧嚣，表情很是舒展，
透着对这座小城的爱与留恋。兴许，人
走到年老多病的光阴，分外喜欢这份熟
识的市井的热闹，那里面有一种轰轰烈
烈的地久天长，可以让人感受到尘世的
暖与好。

至今，那些我与先生推着婆婆在县
城的大街小巷穿行的记忆依然让人怀

念，在这些凝固的回忆中，有一片小城
“温情”时不时在脑海中闪烁着吉光片
羽的光泽。

那夜，我们刚行至状元广场，听到
婆婆轻轻地咕哝了一句什么，仔细询
问，原来，婆婆胃不舒服，想去卫生间。
这个“突然”让我与先生有些措手不及：
回家吧，推着轮椅有些远，怕婆婆等不
及；知道附近有个公厕，但记忆中这里
既没有灯，且非常肮脏。但看着婆婆难
受的样子，我俩还是迅速决定去这个公
厕，到了那里再想办法对付吧。没想
到，刚一转弯，便见不远处公厕灯光通
明，墙体雪白，外侧还有一条栏杆通
道。我俩惊讶地对望一眼，几乎同时

“呀”了一声。满心惊喜！
面对如此完善的公厕，便没了先生

什么事，我一人之力便可以直接推着轮
椅无障碍地进入了公厕设置的第三卫
生间，里面干净整洁，没有难闻的气
味。进门处有洗漱池，池边马桶两侧有
安全扶手，靠里墙的地方还设置了婴幼
儿护理台，可谓是一所功能齐全的公
厕。我把轮椅固定好，搀扶着婆婆挪到
坐便器边，她抓住马桶两侧的安全扶
手，很轻松地如厕了。婆婆也好奇地打
量四周，而后抬起头望着我笑道：“这马

桶坐着真舒服，又安全！比家里还好！”
我玩笑道：“那好，以后天天带你到这里
来上厕所！”

前不久，我从县网站看到一则县城
正在进行公厕改造提升的信息，不由得
心中一动，多留意了几眼，欣见县里今
年还将计划新建 8 到 10 座公厕，改建
12座公厕，并增加除臭设备，增设并改
造第三卫生间、无障碍通道，总投资约
500万元……小公厕关乎大民生。我觉
着，一座宜居的城市，不光取决于其高
楼大厦、人文景观的数量，更应该取决
于身处其间所感受到的舒适度。休宁
小城的“温情”，有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山
水人文自然之美，更源于其越来越完善
的人性化、精细化的社会公共服务，比
如这“第三卫生间”，不正是城市“温情”
的体现么！

有人说，因为一个人我们会记住一
座城。而小城的“温情”则更会让人念
起一个人，以及这个人所有与小城“温
情”有关的一切过往。如今，婆婆故去
已半年有余，而小城留给我们的一段段
温暖回忆，一直安静地隐匿在记忆深
处，被那些温情剔除了忧伤与惆怅的章
节，只留下曾经拥有过的欣然、温良与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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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印点点

游别柯村已过去一个多月了，
看到朋友圈中经常有游历柯村的
文图闪现，自然而然地也勾起我对
柯村的怀想。

早就知晓了柯村，踏上这片红
色的土地这还是第一次。这次的
柯村之行，让我有了真切的体验，
红、绿、黄、黑、美，或许是她多彩可
人的真实呈现。

柯村是一个革命老区，“柯村
红”是她最鲜明的色彩。上世纪
30年代方志敏曾率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此驻扎，并领导
了著名的柯村暴动，建立了皖南苏
维埃政权和皖南革命根据地，在皖
南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因而这里形成了丰富的红色历史、
红色资源，柯村暴动纪念馆、方志
敏旧居，成为远近闻名的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我们来时正是建党
100周年之际，看到那么多人来此
参观，心中生发许多感慨和激动。
作为一名党员，我庄重地向先辈雕
像行礼，表达着内心的崇敬。望着
进进出出的人流，情不自禁地想，
那么多人来这里，绝不仅仅是听一

个红色故事、凭吊一下先烈，而是
来接受精神的洗礼，切实感恩今天
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吧。

盛夏时节，柯村的“绿”是那样
的纯粹，生态好应是柯村最本质的
底色。烟雨迷蒙的江南意境里，在
茅山岭上俯瞰柯村盆地，满眼尽是
拔节生长的稻苗那湿漉漉的绿。田
园间的一条小溪潺湲而流，四面环
山层峦叠嶂，郁郁葱葱的山林随山
形连绵起伏，似绿海波涛翻涌。朦
胧的远山笼罩着一层轻纱，影影绰
绰。在飘渺的云烟中，忽远忽近，若
即若离，就像几笔淡墨抹在蓝色的
天边。此时的空气格外清新，深吸
一口，夹杂着青草气芳甜怡人。正
是因为有这么好的生态，才使得“柯
村茶”、土榨菜籽油质优品好，远近
闻名。众多的人选择来此乡游，相
当一部分是来此康养休闲享受的。

柯村的“黄”，可以说是柯村最
惹人的“色”。这里所说的“黄”，指
的是柯村的油菜花。柯村被网友和
摄影人称为“中国十大花海”之一，
自然不是徒得虚名。这里是皖南最
大的油菜种植盆地，每到春季山脚

下80万亩油菜花竞相开放，每每此
时，柯村就是花的世界花的海洋。
由于油菜花太出名的缘故，这里连
续举办了10余届油菜花摄影节，中
央电视台、安徽卫视等均来此开展
直播，产生了轰动的效应。由于

“黄”得独特、“黄”得精彩，四面八方
的游众不远百里千里奔赴这里，柯
村的农家乐也因此多了起来，老百
姓的生活“富气”也跟着越来越旺。

柯村地处森林茂密的深山区，
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生
态一流，非常适合搞山地生态养
殖。所以，柯村很早就有养殖黑
鸡、黑猪的传统，盛产“黄山牌”黑
鸡、黑猪。因而，柯村的“黑”，也是
出了名的。黄山黑鸡具有滋补性
强、味道鲜美、抗病力强、易于饲
养、毛色乌黑鲜亮等特点，是全国
有名的名优特产，被列入国家畜禽
保护名录，也是全国著名的农产品
地理标志，深受市场欢迎。养殖的
黑猪，同样质优品好、口感好，富含
营养价值，是当地群众兴业增收的
一个好渠道。当下的游人食客，只
要一讲起柯村的“黑”，自然而然地

便会想起这“黑美味”。
柯村有着自身天然的外在美，

也有独到的内在美，多姿多彩是她
本有的容颜。行走柯村给我感受
最深的还有她的人文之美。无论
是在镇政府所在地，还是胡门、东
坑，又或是金桂别院、村组农家，所
闻所见都井然有序、古朴靓丽、生
机勃勃。给我们讲解的柯老师，一
面给我们讲着红色故事，一面讲述
柯村的美丽嬗变，让人对之充满向
往。热情好客的金桂别院“庄主”
柯先生，讲起他的创业史也是满满
的自信。在“红军课堂”里，年轻的
汪镇长说起柯村之变精神抖擞、神
采奕奕，从他口中得知他们的“领
头雁”盛书记比他还年少 4 岁，充
满活力魄力。从他们身上我感受
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有这样
的一群人深扎在这里耕耘，柯村的
事业怎么会不越来越红火，柯村的
乡村振兴怎么会不越来越可期！

柯村之行是难忘的。祈愿美
丽的柯村，一如胡门那片根深叶茂
的红枫香樟，在渐行渐远的岁月
里，更加生机迸发、光彩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