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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宽

“轰轰轰，吱——”，车子停在屋门
口。一身迷彩服的四弟，像刚打了一
场胜仗归来的将士，英姿勃发。几个
帮工跳下车，往屋里搬着锄头柴刀。
他们说说笑笑，一点也不像在鹭鸶岭
高山茶园挖了一天茶棵的疲惫样子。

挖茶棵是家乡的俗称，其实就是
给茶园除草松土，以前多安排在秋季
稻子收割之后。现在则不定，提前的
人家占多数。茶农每天在晨曦中骑车
出门，踏着夕阳的余晖归家。

酒醉似的夕阳，染红了天际。看
着他们进进出出，我的思绪早已像冲
锋舟，在岁月的长河里逆流而上。

40 多年前，没有车子，路也不好。
茶农在十几里外的鹭鸶岭挖茶棵，只
能住工棚。“七（月）挖金，八挖银。”为
了赶时间，这一住就是半个多月。不
过却别有一番乐趣，至今想来，我还念
念不忘。

夕阳落山，生产队长吹响了收工
的哨声。那一刻，所有的辛苦便都在
嬉 笑 声 中 沉 淀 成 一 种 快 乐 ，一 份 期
盼。“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布
谷鸟“不苦不苦”地叫着，四声杜鹃也

“俺都不苦”地应和。一只黄狗像是
绷 紧 的 弹 簧 突 然 放 开 ，一 下 弹 跳 出
去，跑在了队伍的前面。走到小石潭
边，大家洗去一身的尘土，也洗去了一
天的疲惫。

回到工棚，女的择菜弄饭，洗衣晾
晒。男的做起了木工篾匠活。做根扁
担好挑水，做个洗锅帚好刷锅。一季
茶棵挖下来，筷子、扫把、锄把、竹篓、
畚箕……堆得像座小山。“谁家玉笛暗
飞声”？华叔坐在门槛上，用自制的竹
笛吹着婉转的曲子。

入夜，女队员住在四面封闭的土
墙屋里，男队员住在四面透风的木阁
楼上。

阁楼下是一架大水车，几台揉茶
机。一条水圳正对着水车。我们几个
年幼的缠着博学的辉伯讲鹭鸶岭、棋
盘石的故事。好困的大爷大叔鼾声如
雷，似与山谷里的涛声比高低。

听着听着，我也不由自主地进入
了梦乡，一个美丽的传说如嫩竹般拔
节生长。

在牯牛降余脉考基山上，一块崖
石斜出山体，崖石上云雾缭绕。两个
白 发 老 人 盘 膝 而 坐 ，面 前 是 一 副 棋
盘。一对老夫妇，开山种茶收工路过，
在旁边看了一会。两个白发老人，喃
喃自语。崖石的四周，瞬间长出了许
多绿油油的茶树。就在老夫妇讶异
时，两个白发老人化作了两只鹭鸶，向
西山飞去。“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
花落晚风”。老夫妇感激不尽，朝着鹭
鸶飞去的方向长跪不起，崖石上徒留
一副棋盘。

后来，茶园被分到户，集体住山棚
挖茶棵的日子渐行渐远。但我总忘不
了那段峥嵘岁月，忘不了鸟鸣嘤嘤笛
声悠扬，更忘不了那些苦中作乐的乡
亲。不管隔着多少岁月，隔着多少云
和路，鹭鸶岭和棋盘石的传说总能闯
入我的梦中。

生活中并不缺少可乐的事，缺少
的往往是乐观的心态。四弟他们不怕
挖茶棵，乐意插粘虫板，不打农药，不
施除草剂，只怕来年茶叶长势不好，行
情不好，收入不稳。一年一年，他们在
时光里奔走成年老的模样，在担忧中
又总对未来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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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仙云

一对父子在雨天撑伞的背影图，曾
在网上被疯狂转发，父亲抱着年幼的儿
子，大雨瓢泼，儿子的头顶被雨伞遮得
严严实实，父亲的头发和后背却被雨水
濡湿得紧贴于身，活脱脱像一个“落汤
鸡”。这温馨暖人的画面，感动之余，与
我，都是神经末梢的触动。父爱就是这
般深沉厚重，它无需言语，肢体和行为
却在诉说着世间至纯至美的爱子之情。

闺蜜曾眼含热泪对我说，一个周
末，平时工作极为辛苦的她，本打算睡
到自然醒，清晨，却被“笃笃”的敲门声
吵醒，她怨气满腹地去开门，打开的一
刻，她愣住了，远在 80多公里之外生活
的老父亲，竟然拎着大包小包站在门
口，她惊喜道：“爸，瞧你，都这么大年
纪了，怎么还想到跑来看我，我有空就
回去看您和我妈。”她老父亲乐呵呵地
说：“我知道你工作辛苦，平时也忙，我
和你妈都很想你，这不，咱家种的花生
今年收成还不错，爸知道你喜欢吃，又
没 时 间 剥 壳 ，我 都 一 粒 粒 给 你 剥 好
了。我早上赶着最早的一班车就来

了 ，唉 ，人 老 了 ，就 想 来 看 看 我 闺 女
啊。”闺蜜看着父亲剥的一大袋子花生
米，还有满地的家乡土特产，她情难自
抑，扭过身泪水就盈满眼眶。

记得儿子中考那年，学习极为辛
苦，丈夫就经常买孩子爱吃的碧根果
和夏威夷果，给他补脑。可果仁好吃
壳难剥，孩子每天都在题海战术中苦
拼，根本没时间剥壳。那段日子，丈夫
经常坐在客厅的灯光下，螺丝刀和尖
嘴钳并用，缺乏耐性的他，就那样一颗
颗用心地剥，他一言不发，却总给桌上
剥一堆果仁。当孩子学习累了，起身
喝水稍事休息时，看到那堆果仁，他眼
里就透出惊喜与光芒，然后开心得大
声说：“爸爸，谢谢啊！”每每想起那一
幕，我就心儿暖暖情丝柔柔。

儿时在家乡庭院，常年在外工作
的父亲，每次休假回来看我们，都是一
家人最喜庆的日子。3岁那年，正是核
桃成熟的季节，满树的青疙瘩被哥哥
姐姐从树上敲下来，新鲜的核桃外皮
是最难剥下的，经常会把手染成青褐

色，有时连嘴唇都被染得变了颜色。
哥哥姐姐吃得香甜，年幼的我只有垂
涎欲滴干着急的份儿，他们还总是咂
巴着嘴馋我逗趣，爸爸把我抱着放在
腿上，把一粒粒白玉般乳白色的核桃
果仁，剥干净放在我的嘴里，那简直是
儿时舌尖上最鲜嫩可口的美味，我总
是霸气地搂着爸爸对兄姐吼道：“爸爸
是我的，爸爸最爱我，不给你们剥核桃

吃。”我那萌憨娇蛮样，总是逗得大家
哈哈大笑。

“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
的家。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
……”每次听到筷子兄弟的这首歌，我
总会想起我已过世 20 多年的父亲，大
善无言，至爱无声，父爱如山情似海，
他们的爱，也似大海般静默深沉，如山
般永恒静定，了无私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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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黟县有两大水系，以高耸
入云的方家岭为分水岭，东面水系流
入漳河，过率水进入新安江至杭州湾
东海，是新安江源头之一；西面水系经
清溪河、太平湖、桃花潭直达青弋江，
于芜湖并入长江，被誉“青弋江”正
源。清澈甘甜的山泉如同母亲的乳
汁，不仅滋养了两岸无数百姓，更孕育
了一方文明，奠定了极具特色的本土
文化。

这是一条有故事的河流。
洪星乡就坐落在方家岭西面的山

脚下，是黟县“山外”进入“黟西北”4
个乡镇的第一站，也是青弋江源头第
一个乡镇。俯视全乡，溪河纵贯，粉墙
黛瓦的村庄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绿色之
中，若隐若现，有形如八卦的大星村，
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奕村，有极具
神秘色彩的湘口村，还有支援红军北
上抗日先遣队补给工作的红光村和参
加柯村暴动的杨家墩村……盘山公路
宛然一条玉带将各个村落有序连接起
来。置身其间，蓝天白云，满目青翠，
山风徐徐，一首瀑布和溪流合奏的交
响曲不绝于耳，美妙动听，使人沉醉于
淳朴的自然环境，享受新时代的丰饶、
祥和与宁静。

独特厚重的人文历史和民间传
说，给山乡增添了一份厚重，蒙上一层
神秘的面纱，洪星乡是值得探寻的去
处。

大星村——洪星乡政府所在地。
新中国成立后设立的洪星乡，政府所
在地就一直根植在这里，已历 70 余
年。清乾隆年间县以下设都，黟县设
十三个都，大星村属十二都，地处偏远
山区的大星村，当时能成为一个都，在
今天看来有点匪夷所思，不过待考证
了它的地理位置，观看了形如八卦的
村落，即可揣度到这里旧时人丁兴旺，
物产丰富，街市喧闹的隐约景象和历
史痕迹。翻阅清嘉庆年间的《黟县
志》，可以找到十二都能人志士、达官
显贵，历朝历代都相继出现。从这里
走出去的徽商不计其数，从这里苦读
入仕的清官廉吏亦不在少数，且颇有
文字记载。我每至大星，走在蜿蜒崎

岖的古道之上，俯瞰这座古老的村落，
回望历史，不由得对这个曾经交通闭
塞的弹丸之地重作审视。

奕村——洪星乡西南面又一座典
型的深山村落。整座村落呈南北走
向，隐于层峦叠嶂之中，历为李姓聚族
而居。有史料记载，南宋绍兴年间，唐
朝第十九位皇帝唐昭宗李晔后裔李
奕，举家迁来此地构茅建村，后代即以
先祖名字命村。奕村是黟县唯一建村
800 余年，而一直未受到战乱纷扰的
皇族大姓村落。宋元之交，元明之际，
明清交替，咸同十年，黟县县城及望族
大姓村落都普遍先后遭受兵火，但只
有奕村可以相安无事，繁衍生息，成为
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后人考证这种
现象，终不得其解。

时光荏苒，岁月嬗变。如今走进
奕村，寻找过去岁月，完好保存的还有
村边一树、村外一桥、村口一亭、村中
一祠。

村外一树，为江南罕见的“榅桲”
树，该树长在村边山麓的李氏祖茔旁，
树形奇特，枝叶婆娑。多年前，奕村小
学的李老师让我看该村的李氏族谱，
探讨文中断句标点，以解文意，方知其
中对这棵树有专门的记载，描述内容
大意为李氏十四祖廷公外出经商，荣
归故里，从国外带回榅桲树种植于祖
坟，示人名贵，彰显祖宗的荣耀。并聘
请西班牙树木专家管理三年至完全成
活，距今约 400 年。一棵树能够出现
在族谱中且附有图谱，直到现在我依
然无法找到答案。村边一桥，名景溪
桥，明代修建，历经 500年依然横跨在
村头河流之上，斑驳发黑的石块成为
古村落悠久历史的符号，也是奕村的
一大风景。村口一亭，名“里仁亭”，至
今仍为一村之关钥，加上石刻亭赋伴
随传承，文辞优美，堪称华章，百里古
黟境内惟有奕村如此布局，可谓匠心
独到。村中一祠，为李氏宗祠“仁寿
堂”，祠堂占地 1200多平方米，建于明
朝，重修于清代，祠堂规划有度，结构
严谨，依山就势，气势恢宏，与僻静的
村落形成巨大的反差，使人不得不联
想到皇室族裔以及徽商的鼎盛。

湘口村——洪星乡杨家墩行政村
管辖的一座自然村落，位于“黟七”公
路旁，距洪星乡政府所在地 5公里，介
于洪星乡与美溪乡之间，乾山河绕村
而过。2020年大年初二的清晨，我还
在睡梦中，湘口村的一位老者给我打
来电话，告诉我湘口村对面山上有一
座“天子坟”，安葬的主人是明代建文
帝朱允炆，当时我非常惊异，待静下来
且不敢相信，怀疑或许是一段民间讹
传。朱允炆于靖难之役后下落不明，
时至今日朱允炆的下落仍是一桩悬
案。还原历史，虽然谁也不能肯定他
在靖难之役中是否真的被烧死，但也
无证据证明他活着。后来对他的帝业
抱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们都说他乔装成
和尚逃离南京，却又无法说出去向。
600 多年来，全国自称发现建文帝墓
的地方不下 100处之多，传说纷纭，最
终朱允炆真正命运仍然还是一个谜。

朱允炆只是一个动人的传说，但
发生在这里的红色故事，一直是这片
红色土地上的骄傲与自豪。

时间回到 1934 年 8 月中旬，黟县
地下交通员曹丫头从美溪拜祭堂去新
棚给中心县委书记储汉仪送信，在杨
梅坞遇上国民党壮丁队，身上密信被
搜出。中心县委根据突变情况，决定
把暴动时间提前到 8月 21日，指挥部
设在拜祭堂。21日深夜到翌晨，从洪
星乡杨家墩到柯村一带，全面进行了
暴动，参加群众有 3200 多人，党员百
余人。到 8月底，东起黟县方家岭，西
至石台县城安，南到祁门县历口，北达
石台县七都。东西 50公里，南北 60公
里的范围内掀起暴动高潮。暴动推翻
了柯村、洪星周围地区国民党的乡、保
基层政权，建立了“皖南苏维埃政府”，
史称“柯村暴动”。

1934年 12月 18日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进入柯村苏区进行 3 天休整
后，于 12月 22日撤离柯村，朝着黟县、
祁门、休宁、歙县等方向迂回转战，在
转战中数次途经洪星乡的大星、红光、
龙岸等地，历时 9天，行程 150多公里，
红军在洪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
主张，传播革命火种，在群众中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北上抗日先遣队征战途
中，由于敌情严重，筹集粮食和物资十
分不易，在红光村墩上设置补给站。
红军筹集粮食和物资，虽然有着一系
列详细、严格的制度和程序，但没有当
地良好的群众基础依然是艰难的。洪
星乡临近皖南柯村苏区，曾有许多村
民参加过柯村暴动，群众基础相当好，
村民不仅积极主动为红军筹集粮食、
棉布等物资，形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的
补给站，而且还选调了一批优秀游击
队员补充到先遣队。

如今，红光村当年的红军补给站
吴氏祠堂被改建成红光村村史馆，馆
中陈列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遗
存。当我凝视着一张张当年红军北上
抗日先遣队将士浴血奋战的图片，还有
红军当年战斗的枪支、器械和生活用
具，敬意油然而生。从这些遗存中，我
们看见红军在洪星乡播撒的革命火种，
并没有随着时间而熄灭，而是穿透历史
尘烟，开放出一片红色的花海。这的确
是老区人民的骄傲与自豪。

山涧匆匆，往事如烟，清溪河依然
奔流不息，沉淀下厚重的文化，诉说着
红色的历史，见证着今天洪星人民昂
扬向上的拼搏精神。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黟县林业
局工作，对洪星乡有着深刻的印象，
12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
高达 94.7%，成为全县森林覆盖率最
高的乡镇，毛竹、茶叶种植广泛，是黟
县木材、毛竹和茶叶的主产区。由于
当时木材属紧俏商品，市场需求旺盛，
靠出售资源的洪星乡很快成为远近闻
名的“富裕乡”。然而，随着科技发展
和人们生活的逐步提高，木材被许多
新型材料取代，茶叶和农产品的粗加
工也无法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质
量和品位，大山里的洪星一些乡村相
继落后于时代的步伐，甚至出现了贫
困村。然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
然是山民赖以生存的依托，也依然是
他们致富的源泉。关键的是如何解放
思想，敢想敢干，在变化中求发展，再
筑致富路。

森林与河流一直是人类文明的发

源地和孕育的摇篮，更是人类赖以生
存的生态因子。洪星乡党委政府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断加
大生态保护力度，从思想上、认识上、
实践上找到了发展新路径，提供了生
态保护新样本。

去年冬天，我去洪星乡大星村采
访扶贫工作队队长的先进事迹期间，
与洪星乡党委书记朱丽琴有过短暂接
触，想听听她对洪星乡未来发展的谋
篇布局。这是一位有秀外慧中、有担
当作为的女性，行事干净利落，百姓赞
她工作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和山民
走得很近，深爱大山。据她介绍：生态
优先，保护前行，绿色发展，和谐共生
是洪星乡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依
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把“护绿、增
绿、管绿、用绿、活绿”十字要求贯彻到
实际工作中去，强化绿色经济建设，切
实加强水源地保护和水环境治理，贯
通“两山”转换新渠道，聚力打造洪星
生态经济发展新标杆。

前不久，《新安晚报》的记者丰吉
和芜湖的一位作家李圣祥一同找到
我，说是筹备出版一本《青弋江》的书
籍，需要探寻源头的自然生态和人文
景观，问我是否能够引荐或陪同一起
去洪星乡采访领略？我欣然应允。在
采访十九大代表、红光村党支部书记

金玉琴的时候，记者方知洪星乡近年
来对青弋江源头生态保护力度之大，
措施之多，令人鼓舞信服，并能依托绝
佳生态环境发展旅游和“五黑”产业，
目前单种植香榧林已有 2000余亩，开
辟有机生态茶园 1万余亩。红光村创
建“黟金茶叶”品牌的闻名和产品的畅
销就得益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利用。
洪星乡在“两山”转换过程中不仅推动
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百姓更是受益
匪浅。丰吉目睹洪星乡的变化之后，
深受震撼，认为洪星乡的绿色保护和
发展确实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新样本。
通过采访，丰吉改变了《青弋江》的创
作顺序，原先准备从青弋江汇入长江
口的芜湖开篇，逆流而上，现在他确定
从源头洪星乡开篇，顺流而下，因为

“清水”毕竟惯看了粉墙黛瓦的徽派民
居，浸染着厚重深远的徽州文化。他
认为唯有清源、才有活水！

去岁秋冬时节，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周年，用文学力量助力红
色老区奋力前行，黟县作家协会联合
黄山市作家协会组织 50 多名作家走
进革命老区“黟西北”洪星乡开展大型
文学采风。尽管山里初冬飕凉，但呈
现在大家面前的、温暖着大家的，依然
是一个绿色的洪星、美丽的洪星、幸福
的洪星、活力四射的洪星！

奔赴季节奔赴季节
生
活
的
馈
赠

 秦 远今年倒春寒来临后，绽放了一段时
间的花花草草被雨水洗礼一番，天空突
然明净许多，风在吹拂，云在飘散，浅浅
的积水坑倒映着一个个倩影，空气中夹
杂花香草露，甜润的味道令人久久伫立。

一场大雨后，人来人往，或撑伞并
走，或慌忙奔跑，一样的天气，各色的
人。从前厚实的被子盖在身上有了点
难以忍受的热意，悄悄露出来的小脚伸
向另一个季节。

随着季节变化，也忘记了好多人，
朝夕相处的朋友慢慢疏远，年岁已高的
老人慢慢离去，怀念那些曾经珍惜的
人，只遗憾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和现实的
变化。年龄越大，时间越久，度过了因

为一颗糖而开心很久的时段，快乐的代
价越来越高。虽然已经成年，但却未能
真正感悟到成年人的心境，是大人，还
是小孩？幸运的是，在这个尴尬矛盾的
时期，快乐的感受依然可以来自心里最
单纯的情感。在懵懂的岁月里，还可以
珍惜一些珍贵的碎片，时间、青春、家

人、朋友、爱人，“拥有着”是幸福的三个
字，多少人用尽一生苦苦追求的，如果
你已经拥有了，那便是一种幸运。

渴望时间慢一点，日复一日也值
得记念，上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事，在
生命线里显得弥足珍贵。有时，我也
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思索了很多

无意义的问题，纠结了夜晚里的无数
个想法。而这个季节的结束也悄悄带
走了它们，正如被窝里偷偷伸向下一
个季节的小脚。

梅花落满了南山，树叶飘向了泥土，
人终究是在繁杂有味的生活里。没说出
的话，没做完的事，是比什么都让人耿耿
于怀的。突然之间，想念起炉桥镇上的
烤红薯味儿，推小车的老人，聊家常的妇
女，还有泛着枯黄色调的街角旮旯。

伴随着春到夏的季节变化，复杂
的情感渐渐变得明晰，会在未来的某
一刻被突然豁然。夜幕下的花海永远
在等待下一个黎明，与你我一道奔赴
新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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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弋江—青弋江，，古称古称““清水清水”，”，因清澈见底而闻名因清澈见底而闻名，，源头山民今依然称其为源头山民今依然称其为““清水清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