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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班，我都要经过一段林荫路。这条
路的两旁满植槐树。树高大，粗壮，枝叶相触，
在空中挽起千万个臂膀，搭成了一条很幽深的
通道，梦幻一般。每次走在这条路上，都有种
在梦境中穿行的感觉。

冬日暖暖，照在那些叶子上。树叶黄灿灿
的，像是纯金打造的，明快，醇厚，闪着金属的
光泽。看着大自然为我尽情捧出这千万枚色
如铜钱的树叶，欢喜顿时在我心底涌出，汩汩
地，汇成一条宽阔平静的河流，在我心中缓缓
流淌。风起，落叶悠悠，在空中飞舞，在我的面
前飞舞，分明在为我表演一场华丽的舞蹈。我
是一个幸福的观众，一个受到特别眷顾特别恩
宠的观众。我满怀喜悦，欣赏这场灵动曼妙的
生命之舞。

冬风渐紧，落叶铺满小径。小径成了金子
打造的通道，这是一条世界上最完美最华贵的
路。我不忍踩上去，不忍听它们在我脚下碎裂
的声音。我踟蹰不前，凝望前路。那些枝条轻
轻摇动，那些树叶在向我招手，好像是在向我
发出热情邀约：来呀，快来吧，朋友！

我得到了鼓励，微笑。轻轻落脚，沙沙沙，
好像在为我演奏一首迷人的小夜曲。我的心
安静极了，所有的器官都关闭了，只剩下耳朵
在专注地聆听，聆听每一个美妙的音符，体会
乐曲中淡淡的欢喜和甜蜜的惆怅。听着听着，

心渐渐沉醉，物我两忘，乐曲中蕴含的情感与
我生命中种种情愫相融，合拍，同频共振。

这落叶铺满的小径，向前望去，金色的长
廊没有尽头，往后望去，仍然没有尽头。多像
岁月，多像那些远去了的情浓情淡的时光。
自己就像一个渡客，跋涉在这金色的河流上，
泅渡。

也许，困住自己的只是自己心灵长出的蚕
茧。人事的倾轧让自己的心落了霜，积了尘，结
了冰。而厚厚的蚕茧将受伤的心灵紧紧包裹。
人心逼仄，所幸天地辽阔。在这广阔的天地中，
漫天飞舞的落叶，还有这落叶铺成的小径。

我漫步在铺满落叶的小径，静静地沉思，
或者发呆。落叶不断地落下来，落在我的发
间，我的脚下。高大的枝头，树叶渐疏，露出褐
色的遒劲的枝条，清绝，直射苍穹，愈见风骨。
生命注定由青涩走向丰盈，由华美走向凋零，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经之路。此刻，不如放空
自己，让自己的心，随着飞舞的落叶，无拘无
束，尽情舞蹈吧。

漫步在这铺满落叶的小径，这是一段只属
于自己的时光，安静得像一段隐秘不为人知的
心事。浮躁的心会滤去芜杂，欢喜和寂寞，爱
与惆怅，都愈加沉静，波澜平复。

当我走出这段落叶铺满的小径，一抬头，
天空高远，冬阳明亮，正含情注视着我。

行经徽州，青砖黛瓦马头墙，
静静矗立在白云蓝天之下，矗立
在古老的时光里，静好如吴冠中
的水墨画。而在这一派宁静的大
梦里，那势如奔马的马头墙，错落
有致，明朗素雅，宛若一个个明婉
的音阶，在天宇下跃动，将悠远的
徽韵，送到每个观者的心中。

对于马头墙我是熟悉的。早
年集邮时，买过 1986年的普 23民
居一套，共 14枚，徽州民居第九，

面值30分。画者想通过画面传达
更多的信息，使用了前后两座民
居相互掩映、相互补充的方式，但
甫一着眼，马头墙便扑入眼帘。
这哪里仅仅像是马啊，更像是横
在山墙上的一架架古琴。

虽然见过一户人家的马头墙
座头上悬挂着铃铛，也曾静听过
那清脆悠远的空响，但马头墙绝
非仅仅作为象征和装饰的存在。
它虽有“一马当先”“马到成功”等

美好的寓意，有美化屋舍的意愿，
但务实的徽州人，更关注它的实
用性。它能防风，能防雷，能防
盗，最重要的是，它能防火。查阅
很多资料，阐述大同小异：它又称
封火墙，坐落于山墙之上，如马奔
腾，翘首长空。静好时，它天蓝云
白，譬如画图；危险处，它譬如盾
牌，隔开邻舍奔跃而来的火势。

在西递，我看见一户人家，与
他处颇有不同。这间古民居保存
完好，也有马头墙，也有月洞门，
所不同的是，它夹在两间高大的
民居之间，形似峡谷。它的马头
墙脊竟矮过邻家的山墙，以马头
墙防风防火的功用来看，若是邻
家火起，火助风势，风助火势，大
火必然像洪水一般掩杀而来，势
不可挡，这家的马头墙届时定然
形同虚设。

我将疑惑投给了主人。主人
搁笔于砚台之上，抬眼看我，笑
了，淡然说道：“马头墙的主要作
用确实是防火，但是很多人都理

解错了。”他盯着我的眼睛，一字
一顿地说：“马头墙首先是利他
的，是当自家火起时，隔断火势，
给别家自保赢得时间。”

熊熊的火焰呼的一声在我心
里腾起。这如画的建筑里，这秀
美的形式中，竟然蕴含着壮士断
腕的血性，隐匿着如此悲壮的牺
牲精神。它形象地诠释着“我为
人人，人人为我”的普世哲学，它
生动地演绎着朴素的共存共生智
慧，它无声地驳斥以邻为壑的狭
隘。我的眼前，看见了烈烈的火
焰，看见了模糊的群像，听见了急
切的呼喊。我看见梯子搭在邻舍
的山墙上，我看见水桶在传递，我
看见一瓢瓢水泼向火焰，我看见
火在逃窜，不可一世的火，摧毁一
切的火，在水的四面围拢中瑟瑟
发抖，终于熄灭。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这偏
僻的山区，衍生了如此辉煌的徽文
化，因为有马头墙，秀美的马头墙，
壮烈的马头墙。 （配图：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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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溪的早晨是慵慢宁静安逸的，江
水清清穿城而过，两岸景色淡墨相宜，
如诗如画，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或成
片或单独静静伫立。有了新安江，屯溪
这座城市就显得曼妙灵动起来了。

当晨光渐渐亮了起来的时候，我一
头扎进屯溪的早晨。太阳还懒懒地躲
在某一座山的背后，努力着一点点向上
攀升。这时新安江晨雾在江面弥散开
来，屯溪新的一天就开始了。勤劳朴实
的屯溪人，或行色匆匆赶赴上班，或在
乡间菜地采摘带有露珠的瓜果，或在公
园打着太极遛着鸟儿，或在屯溪的某个
巷弄的小店感受人间烟火，品味可口的
早点，闲聊着当下的粮食和大米……

时间定格在七点，我正好去三江
口的路上，听到屯溪地标性的建筑，百
大顶层钟楼浑厚钟声，我停止了骑行，
闭上眼睛，聆听钟声，在当的一声响起
后，紧接着奏起悦耳的《排钟》乐曲，随
后敲响七声浑厚的咚咚的钟声，我听得
如痴如醉，这么悦耳动听的声音，怎么
长期忽视她的存在，没有入耳入心，她

可是伴随着屯溪人的成长，伴随屯溪人
的记忆。

我来到三江口，站在三江口的黎阳
码头，向东眺望，江水清淸，水波不兴。
忽而一只鱼儿在江面打个水漂，发出噼
叭的声音。接着又有一条小鱼在江面
冒了个泡，泛出点点水花。这时，二十
多只水鸟，呈三角状排兵布阵似的向我
游来，欢快地在水面尽情玩耍，一会儿
一只水鸟一头扎进水里，一会儿三三两
两水鸟在水面嬉戏，你追我赶，身后留
下几条长长的波纹。三江口南对岸，是
网红打卡地，夜泊屯溪的雕塑在晨雾中
挺立在江南，优美的弧线，动人的徽州
大儒的塑像，搭着祥云，承载着屯溪人
的梦。在三江口向西眺望，被烟雾包裹
着的文峰桥，像海市蜃楼。当烟雾弥散
开去，一轮朝阳冉冉升起，照在江面上，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顺江而下，来到江心洲公园，芙蓉
花开得正旺，十几棵老樟树郁郁葱葱。
江心洲广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有
稚气未脱的少年、有蓬勃朝气的青年、

有满头华发的老年，他们有的跳起欢快
的健身操，有的方阵有百号人，一百多
人穿着统一鲜艳的运动服，随着欢快的
音乐节拍，一起跳动，给江心洲公园的
早晨，增添了一抹靓丽的风景。门球
场，十几位老人在聚精会神地打门球。
青少年几乎都在晨跑，还有一些人三三
两两聚集一起健步快走，都散发出运动
健康和活力。江心洲对岸的湿地公园
的一簇簇枫杨、河柳，被秋风熏染得金
黄，倒映在碧波的江水中。

随后，我骑车来到新安江延伸段新
安公园，晨起的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
停，深秋的枯荷像瞌睡眼似的，显得没
精打采的，相反新安湿地公园的芦苇长
得亭亭玉立，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发
出生命的力量。江上有十几个水上运
动爱好者，撑着桨板，穿着红色的救生
衣，用力划着桨板逆流而上，映衬在新
安江的碧波里。这时一轮阳光在对岸
刻有巨型摩崖石刻“新安大好山水”的
山头高高照射着，照在波光粼粼的新安
江面，照在古色古香湖边古村落，照在

宏伟壮观的徽州照壁，也照在徽州灿烂
深邃的历史河流中。

屯溪的早晨，不仅有美好的自然景
观，也是美食爱好者的最好去处，处处
弥漫着烟火味。曾可记得，临近荷花池
小区那条小吃一条街，早晨七点过后，
人头攒动，是这些小吃店最忙碌的时
刻，饺子、挞粿、包子、豆浆、油条小吃店
等很有特色，引得周边附近及远处居
民、游客慕名而来，味好价格又公道，好
多小吃店前还排起了长队。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忽一夜之
间，这小吃一条街不复存在了，这些小
吃店伴随着我二十多年，也伴随着我的
不舍，消失在风雨中。或许哪一天，我
不经意间在屯溪的某个巷弄或某个街
道见到这些熟悉的小吃店，品尝熟悉的
味道，和久未见面的小吃店老板来一个
久别的重逢，拉起了家常，聊起了生意
的近况。也有二三家还留在附近，搬迁
到对面的居民小区，有一姓方的师傅，
夫妻俩在这里已经营二十六七年，打理
着他的“油条家面馆”店。油条和肉丝

笋面是他的店主打品种，他家油条用当
地农家的菜籽油，传统的制作手艺，炸
起来的油条金黄发亮，可口香脆，入嘴
咬着有咕嚓咕嚓的响声，不像外地有些
地方油条，没有什么劲道，有点老油条
样子，疲疲的、软软的。肉丝面也是费
力活，在上午忙完活后，他们夫妻俩就
用手撕冷水浸泡了三四个小时的小竹
笋，对半撕成一分为二，这样炒的肉丝
笋鲜美入味。一碗刚下好热气腾腾的
面条，上面铺着一层肉丝，撒点小葱，真
是吃了打巴掌都不放手。

早晨屯溪老街的小吃别有一番风
味，徽州挞粿、徽州毛豆腐、徽州烧饼、
徽州馄饨不一而足，每种小吃各有其
味，想着这些小吃，不禁口中生津。这
时从老街巷弄里飘来烤烧饼的酥香，沁
人心脾。在我的生活中，那外焦里嫩、
油酥诱人的大炉烧饼，啃了几十年，它
是我身高和体重一部分，成为我永久的
记忆。我的脾性中，或许有它潜移默化
的影响。一个天光熹微的早晨，我在老
街某个烧饼店，等待一只即将出炉的烧
饼，它是屯溪小城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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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卫民

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到昌溪乡双源村观
光赏景是不错的选择。歙县至定潭村左拐往
昌溪方向前行，临近昌溪桥，右边有岔道，由
此进入双源村。乡村公路盘山逶迤，舒缓整
洁，山谷时宽时狭，山峦起伏连绵，在这样的
路上开车，似乎是在弹奏一首优美动听的舞
曲。过双源村村部驻地杨树坦后，路道分成
上下两线，左边上线进上坝源，右边下线进下
坝源，双源村就是由上坝源和下坝源的十几
个自然村组成。

先到上坝口，登山观景。上坝口是上坝源
的一个自然村，现在只有几户何姓人家居住，
但从附近留存的墓碑文字推测，何姓在此已经
有五百年以上历史。新建的登山石板路道从
上坝口起，有时曲折，有时挺直，一直铺设到顶
喜降。这条石板路由上坝口自然村何荣成倡
建。老何是企业家，他有浓浓的思乡情，带着
渴望家乡振兴的朴素想法，要铺设近二十公里
的石板路，将上坝、下坝、文山店、万二等村全
部用石板路连接起来。顶喜降是上坝口背靠
山的山冈，降即冈，山峰的最高处当地俗称顶，
传说过去到山冈上来的人常遇喜事发生，故以
顶喜降为冈名。我登石板道时，停在路道上回
望，看着白云从眼前飘过，望着一级又一级的
石梯，忽然想起“坝上云梯”四字，此名虽然有
些俗气，却很贴切，有意境。顶喜降有亭，四面
迎风，这风凉爽、轻柔而宜人。站在亭中，俯瞰
昌溪一览无余，平视石潭近在咫尺，远眺七姑
尖，有山似卧佛，天工奇巧。

同行中有人说，到石潭看这里风景，在这
里看石潭风景，换个方位，都是美的。我想，闲
暇时邀三五朋友来此，或吟诵，或歌舞，或弹
奏，或观云海，或玩抖音，一定是很好的。当
然，观景闲谈更有趣味，上坝村以前多道士，村
里有许多玄道故事流传，有时间听听一定有收
获。有人说，坝指打猎的围场。我有疑问，便
站在顶喜降上思忖起村名的由来。找到上坝
和下坝二个自然村的位置，跳出上坝源和下坝
源来看这里的地理环境，以昌溪河的流水方向

为参照，感觉上下的定位很精准。当地有“野
猪过坝”“野猪下坝”等说法，上坝与下坝名称
由来自然与打猎有关，而顶喜降前面即上坝口
前面的那座低山就是“天然的坝堤”，此山应是

“坝山”。
下顶喜降，转道到下坝看古村落。一层一

层的房屋地基，依山顺势建在石塝围成的平地
上，气势磅礴。纵横交错的街巷，高低不等的
石梯，全部都是青石板铺设而成。站在高处俯
视下坝村，百余幢楼房，有粉刷白墙，有红泥土
墙，在青山白云衬托下，似一幅美轮美奂的山
水画。坝山山冈起伏形成几个峰顶，下坝坐落
在坝山腰部，上面就有一个峰顶，村里人叫它
后山，村前正对的山则叫前山。坝山与前山构
成的山谷，底部距离不过百余米，或缓或陡，难
见平地。走在下坝村的街巷里，路边的石塝上
多洞穴，空间不过二三平方米，是村民养猪的
圈栏。仔细观察，猪圈外面的石头凿痕简洁美
观，有的可能还有些构思，似乎代表某种象征
意义。我想，这可以作为人类热爱生活、爱惜
土地、保护生态的智慧案例。下坝村有男儿成
婚栽树纪念的习俗，所以村庄四周被树木包
围，进出村的路道上都有茂盛的“水口林”，这
是下坝村的又一特色。数百年的古树群里，有
豹皮樟、香樟、苦栗、枫香等树种，千姿百态，葱
茏叠翠，蔚然壮观。

坝山与前山合围的山坡上有一大片优质
茶园，文昌古道从茶园穿过，峻峭陡曲，颇似放
大了的富商庭院里假山上的登山路道。旧时，
文昌古道是昌溪与岔口两地居民交往的通道，
现在，驴友走文昌古道从下坝村前经过时大多
要绕道进村看看。茶园里间种的菊花招人喜
爱，古道边零星散落的几株柿子树上鲜艳的柿
子挂满枝头，这个时节，虽然没有春天油菜花
那般热烈，但我相信，忧愁的人到此亦会生发
欢快而喜悦的心情。

从下坝出发，沿文昌古道爬到山顶，站在山
岗岭头眺望，又是一种视野。山、水、路、村落、坡
地、茶园、树林，只是这些元素，又是一种风景。

履
印
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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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喊我去摘花母亲喊我去摘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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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红波

上周三那天，母亲打电话来，那
块菊花两人摘不完，周末没事就回
家摘菊花，省得她跑几次。

年过古稀的母亲，总是不愿意
闲着，自家的地里能种的都种上了
菊花，还心狠去租了人家一块地。
这几年,每到摘花，她忙不过来时，
电话就追过来。回家摘花，这成了
常态，我只要有时间，总得回去摘
一天，山里人出身，是帮忙也是不能
忘本。

一大早开车进山，车过桃源村，
满目都是黄菊白菊，成片成岭的，气
势恢宏地画出乡村大地上的美景。
等我到家时，母亲已经出门了，父亲
和妹妹在烘房里整理菊花，金丝皇
菊黄灿灿的，倒进透明的塑料袋里，
层层叠叠的，是一袋金黄的秋天，是
满满的喜悦。

我推着扎了两只竹篮的独轮车
出门，妻和妹妹跟在后面。出了村
口，田畈里的黄菊，山峦间的贡菊，
行走青山绿水间，看着都心情大
好。走了半小时，从大路到山径，然
后穿越茶棵地，绕过几幢土墙舍，看
到了母亲俯身在一片贡菊花中。

“来了……”母亲听到我们的讲
话声才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跟菊花一
样白。贡菊绽放，站在路上看，似乎
不是很大的一片，等置身花丛中，才
发现菊花开得密密麻麻，看不见空
地，差点不好下脚。掰开花丛露出空
地，竹篮放进去，人站进去。人与菊
花，融为一体。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歌
中的感觉真好。摘一把菊花，看看
山色空濛，确实是新鲜的。弯着腰，
带着任务，摘菊花就没有了多少诗
情画意。掰着花枝，每一朵绽放的
花都要摘下。一朵，一朵……一把，
一把，身边的菊花地慢慢地暗下去，
竹篮里的菊花渐渐涌起。浓郁的菊
花香，从指尖飘逸出来，带着清新的

山野气息。
母亲说种菊花要施肥拔草，掐

顶疏花蕾。看似简单的农事，对我
来说，已经很遥远。我都是在秋天
里回山里，看到漫山遍野菊花开。
菊花的移栽与照料，都是从母亲的
口中得到的一些细节，只有靠想象
去弥补菊花的成长。悉心伺候着
菊花，从春天到夏天，然后是秋天，
满地的菊花，付出的辛苦只有母亲
知道。

站在山峦上摘花，看着对面的
人家，桃李荫后檐，菊花绕罗堂。山
里人家，只要肯吃苦的，那些艰辛的
付出，回报总能得到慰藉。篮里的
菊花满了，母亲说，倒到袋子里吃点
面包再摘。天色却不知何时变了，
阳光不知何处去，阴沉的云霾压过
来，看着一大片的菊花，心里顿有一
层的阴影。

雨的到来，菊花变得沉重起来，
捏着都是水。母亲和妹妹未雨绸
缪，带了雨衣，我俩只有伞。妻说，
撑伞可以摘的。母亲不许，你俩要
不就回去了，要就折一捧到土墙舍
屋檐下摘吧，地里风大。大袋子里
的菊花不能淋雨，我背到屋檐下，门
是锁的，家中无人。母亲种的地，就
是租他家的。

普通的土墙舍，屋檐挑出的不
多。我再回地里抱回一大捧折下的
菊花，母亲也帮忙抱一大捧过来。
我和妻就在屋檐下摘花，吹着蒙蒙
的冬雨。菊花枝叶湿漉漉的，枯黄
的深绿的，粘在手上。还有呼啸的
寒风，凛冽着，这样的时节摘花，对
于农民来说，有的只是无奈。

屋檐下的风也大，旁边的大树
都摇晃不止。一只小黑狗突然出现
在面前，我抬头一看，主人紧跟着到
来。老人很热情，开了厨房门说，进
来避避风，抱到里面来摘花。花枝
带着黄叶黑叶，我不好意思抱进

去。他拽了两只大编织袋来，铺在
地上，我抱了花枝堆在上面。

老人说，中午到他那里吃口热
饭。他在厨房里炒菜，我俩摘花。
我原以为帮母亲可以早点回家吃中
饭，可这雨一下，一切都改变了。老
人的大儿子、儿媳，是我小学初中同
学，读书时关系挺好。今年国庆，同
学两口子从上海回来，还约在小城
工作的几个初中同学相聚。老人盛
情，也就答应。

坐 在 家 里 摘 花 ，多 了 几 分 暖
意。听着房顶上呼啸的风，披着雨
衣站在地里摘花的母亲，那种风吹
雨打的味道，我不敢去想。老人饭
烧好，让我去喊地里的母亲和妹妹
来吃口热饭。她们说带了面包和鸡
蛋，多摘几朵花，不来吃了。

简单午饭后，母亲回来了两次，
篮里装着怀里抱着菊花枝，给我俩
摘，她继续回地里摘。雨却没丝毫
停的意思，风也是。过了一会儿，妹
妹推着一袋菊花过来，不摘了，太冷
了，明天上午再来。母亲背着竹篮
在她身后，头发都湿透。

雨是似乎停了，风很大。穿着
单薄的我俩，在回村的山路上，嬉笑
小跑着取暖。到家时三点半，母亲
已经穿上厚实的棉袄，在厨房烧晚
饭了。

清晨 昊 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