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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全

来到岳麓山!自然为了寻找红叶"

但潇湘之地!秋天的脚步迟!严霜不肯

早落" 踏进山来!依旧郁郁苍苍!参天

的古树一片叶子也不抛下! 秋天的信

息还十分渺茫呢"

不过! 到了深秋的时候! 寒霜骤

降!这里便陡然变为绚丽的红叶世界"

仅从山上的爱晚亭名称的来历和更

迭!已足见此处红叶之盛了" 爱晚亭原

名红叶亭!稍后又改为红枫亭" 清代!

诗人袁枚登山赏枫时!觉得红叶亭#爱

枫亭都既直且露! 缺少蕴藉含蓄的诗

意" 时值夕阳西下!落霞满谷!红叶闪

烁如火! 袁枚心中顿时涌出杜牧那脍

炙人口的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

叶红于二月花" &于是%爱晚&二字便从

诗句中跳出!成为该亭的名字" 现在虽

然满谷绿云!一湾清涧!没有深秋时的

妩媚! 但古典诗歌与眼前景物相互映

衬!境界悠远多了" 游人依旧在亭下流

连漫步! 似乎在寻找秋日的踪迹和红

叶的遗脉"

其实!在岳麓山上!红叶能留几时'

在漫漫的严冬和酷夏! 笼罩岳麓的是那

葱郁和浑莽的山色!以及悠然的古意"汗

牛充栋的史书!似乎在这里翻开了一角"

岳麓!其脉始于南岳" 南去鸿雁的

落脚地回雁峰为衡山之首!岳麓便是其

尾峰了" 山体自南而北羽翼般展开!逶

迤于湘江西岸!把那巍峨的身影投进湘

水" %西南云气来衡岳! 日夜江声下洞

庭&的诗句!十分形象地概括了这山川

形势"由于岳麓山与古老的衡岳血肉相

连!因而也洋溢着名山胜地之风" 满山

古木参天!飞瀑垂挂!湍流穿石"在青石

阶上攀登!耳旁谷风习习!流泉汩汩!只

觉得在向历史的帷幔中走去"

是的! 岁月老人在走过的路上留

着脚印!也遗下了自己的儿女" 这里有

六朝的罗汉松!唐宋的银杏 !元 #明的

栗#樟等" 千岁高龄的罗汉松!枝干盘

曲而刚劲!

!"

似石 !铮铮如铁 !不屈

不挠!看去!它的生命仿佛没有尽头 "

银杏的主干虽已十分苍老! 但枝条青

翠!叶子葱绿!山风中枝叶摇曳 !沙沙

有声!如窃窃私语" 银杏是雌雄异株生

存!它们忠贞相伴 !有诉不完的衷情 "

爱!仿佛给银杏以永久的青春和生命!

看看它!耳边恍惚飘来一首恋歌" 香樟

已年逾八百岁了!依然干老枝新!端庄

高大! 有鹤发童颜之态((这些古木

为岳麓山笼罩了一层层蓊郁的云翳 !

谱就了一首幽邃的古曲" 在山径的青

石阶上攀登! 总觉树木深处有人在抚

弄古筝!声如游丝 !忽隐忽现 !让人想

起久远的过去"

当然! 过去使岳麓山驰名的不在

树木! 而在于和古文化相联系的寺庙

和碑刻" 麓山寺耸立在山巅!十分宏伟

壮丽! 杜甫曾留诗曰$%寺门高开洞庭

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在隐隐约约的

树隙中! 可望汤汤水波和平阔壮美的

湘地" 这座寺庙始建于西晋!在镂刻着

鹿鹤的寺门上! 以古汉隶书写着一副

对联$%汉魏最初名寺!湖湘第一道场&"

可见庙宇历史之悠久了" 进得山门!前

殿#配殿#大雄宝殿#藏经阁#凌虚堂递

进排开!非常壮观" 唐书法家李邕篆刻

的麓山寺碑! 成为我国碑刻书法的瑰

宝" 碑文骈散兼行!词采华赡!笔力雄

健" 书#文#刻造诣深厚!故有%三绝&之

称" 山川之隽秀!林壑之优美!寺庙之

辉煌!碑刻之精湛!使这滨于湘水的岳

麓山像祖国的许多名山一样! 引来了

几多墨客骚人" 唐代诸大家!曾有多人

在此吟唱!留下了他们的墨迹" 柳宗元

放逐永州时!弃舟登岸 !哀婉地咏叹 $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 !不知从此

去!更遣几人回" &尔后他溯江而上!攀

衡岳会韩愈于衡阳石鼓书院" 韩愈在

修馆讲学的地方接待了流放途中的朋

友" 至今!在来水与湘江汇合的地方!

仍有一块空心的巨石耸立" 江流击石!

涛声如鼓!似乎还回荡着韩#柳这两位

改革家的心声"

我踩着前人的足迹走进殿门 !只

见烟雾缭绕!香火极盛!大概正做道场

吧' 时间过去了几千载!天地翻覆了数

十回!难道人们还相信那冥冥的主宰'

在缥缈的香火烟雾中! 将自己的命运

寄托于不可知的上苍' 唔!恐怕是那些

难于一时摆脱古老观念的老者吧' 这

仅是短暂的存在了! 无碍我们整个生

活的进程((但是! 当我走到金碧耀

眼的神像下!顿时茫然了$在我眼前跪

着的!是一排长发短髭的青年" 他们双

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足有十二万分

的虔诚)而一排围观者!却是跨越了两

个时代的中年或老年! 他们也十二万

分悲愁而愤懑地望着这群子弟" 我的

心!还从来未经过如此残酷的折磨* 难

道这是我们的过错给这群迷惘的子弟

留下了虚无和失望! 使他们失去了对

自己力量的信仰'

我踉跄地离开寺庙! 让习习的谷

风吹熄我心中的火焰吧" 不意迎面扑

来一块石碑! 回曲的文字刻在赭色的

绝壁上!像历史留下的一个个问号!艰

深难辨"难道又刻着偈语' 人们告诉我

这是禹碑!大禹治水时所立!深藏在山

林深处"后为樵夫发现"碑文共七十七

字!一说为蝌蚪文!一说为鸟篆" 据大

学问家所译! 真是字字含情地叙述了

禹的功绩" 禹与家室分离!十年未见妻

子!三过家门而不入!长久苦战!形容憔

悴!心力枯竭!才使祖国南方分出了山

川!隔开了洲渚 !疏通了江河 !铺平了

大陆" 但是!北方依然洪水漫漫!包裹

着山陵!危害着生灵" 碑文中呼唤禹再

向那一片混沌的北方进发((

假如这蝌蚪文不如此艰深! 恐怕字

字都要令人下泪" 尽管这碑未必真是当

时的文字记载! 但我却真想在赭色的绝

壁前顶礼膜拜" 禹以艰苦的劳动和无私

无畏的精神!向后世宣布$只有人是自己

的主宰" 真理是朴素的!不随流俗!不赶

时髦!有时竟被轻易弃掷忘却!然而它毕

竟是存在的"我感谢这石碑!它把如此古

老的真理镂刻在衡岳之上! 经数千年而

不泯灭!而且永远也不会泯灭了"

谷风乍起!绿云浮动!钟声轰然回

荡"是不是三拜九叩的道场又揭开了新

的场面' 同行者告诉我!这是归来钟在

鸣响"这钟据说是两位被封建帝王害死

的渔家儿女的精灵! 每当风夕月夜!山

风吹来!钟声阵阵!撼动人心!像呼号!

像痛哭" 啊* 原来这山并非到处佛光普

照! 还在传说中记载了人民的苦难!而

且这震荡山谷的钟声+++人民的痛苦

的呼喊!催促大禹那样的英雄上阵"

当我又归回爱晚亭的时候! 在松

林的幽静和肃穆里! 我谒拜了几位先

行者的墓! 他们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黄

兴#蔡锷等" 历史没有空白!也没有大

断层!他们在历史漫长的甬道上!都铺

过一块粗糙的青石" 但是!他们也像大

禹一样!在结束壮烈一生的时候!还留

下难以自己补救的缺憾"

过去的岁月踪迹不会淹没* 在爱

晚亭找一找红叶的遗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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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曙光

警报长鸣国人醒!

当年倭寇犯兽行"

八十五秋一挥过!

勿忘国殇铸和平"

五星照耀九州暖!

一统江山两岸情"

同仇敌忾诛贼寇!

雄鸡高唱天下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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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草

兰花为圃见才开!野草匆匆就伴来"

一月偷闲锄未动!早将春色化成灾"

老荷

一夜秋风劲劲吹!仙姿无奈尽低眉#

池边久立闻言语!半老还来痴子追"

龙虾

本是虾中大个头!江河广阔任吾游#

生前从不害它类!大紫大红身后留"

落叶

每到重阳悄悄黄!乘风飘落地当床#

老来自愿高枝退!不怕他人说话凉"

玉米棒子

几层玉片裹莲房!金豆排排透谷香#

欲识新娘真面目!请君缓缓脱衣装"

蟋蟀

都市居来不见卿!重逢田下意难平#

当年苦读深深夜!相伴惟余唧唧声"

文竹

凤尾条条半幅长!黄山松体亦端庄#

娇身虽禁小盆内!高贵依然溢满堂"

蜻蜓

个个直升飞入空!黄昏午后往西东"

因何喜爱立尖角!双眼如灯不识虫$

泡桐

沙丘广植干难摧!个个花盘似铁盔"

桐板为何音律好$ 枝头因有喇叭堆"

广玉兰

亭亭玉立静而娴!绿叶丛中藏赤颜#

行道园林遍君子!最奇莲朵点枝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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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纯江

一

中秋月当空!

酒泉忽腾龙"

一箭冲天起!

蟾宫喜相逢"

嫦娥舒广袖!

吴刚笑意浓"

相聚且赏月!

航天硕果丰"

二

丙申朗月明!

眉山草木菁"

杭州方廿会!

酒泉又长征"

仙子蹁跹舞!

吴刚举杯迎"

大国崛起日!

砥砺慷慨行"

三

中秋谁在弯大弓$

长征一箭刺苍穹"

星河浩瀚中秋月!

长歌一曲会天宫"

天宫嫦娥月中舞!

航天大国唱大风"

和平崛起不称霸!

经济腾飞宇宙同"

沙颍文艺组版编辑!童晓霞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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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轮回的更替中! 秋不卑不亢地来了" 在

天高云淡! 澄澈如洗的长空里) 在层林尽染! 酡

红色的夕阳下) 在凉风习习! 秋水长天的美景中"

人们以十足的热情! 迎接着这没有任何铺染却极

尽美好的秋"

王维的%寒山转苍翠 !秋水日潺盢&!范仲淹的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秋色宜

人之景尽收眼底" 罗兰说$%有人的眸子像秋!有人

的风神像秋" &在古今诗文里!不乏赞颂秋之作!让

人读来情思涌动!心绪起伏" 或许是受其影响!闭上

眼!即便不在秋天!秋的音容#姿态#品格#特质也会

全然在我脑海里呈现" 北方的秋天在四季中宛若中

国画般黑白分明!在文字里不需要怎么着墨!也能

判然不同#易分易感"

如此这样! 在秋天里徜徉! 更是有别样的感

受"

秋天是有色彩的! 它虽没有春天的五彩斑斓#

明媚艳丽 ! 却俨然是一幅色调厚重 # 意蕴丰厚 #

浑朴且高雅的图画" 你看田野里! 一株株带红缨

枪的玉米棒与深青色的叶相映衬! 没有晃眼的光

亮! 更显得敦实饱满" 农人们剥开来! 露出黄澄

澄整齐的粒! 你的口中会立即有松仁玉米的香甜

和山药玉米煲汤的粘粘浓香" 黑色的土地! 承载

的是沉稳的底色! 带给我们秋的殷实和诚挚" 秋

天的山! 没有了夏日的苍翠! 林木顶端微微泛黄!

叶片也夹杂着黄色! 似是服饰的点缀! 在秋的衣

裙上添了些许生动! 那份俊逸隐隐然告诉人们 %天已凉! 请添衣&" 漫山遍野

的连翘由鹅黄转为橘黄! 再转为红黄! 更为秋天的色彩做了具体的阐释"

%夕雨红榴拆!新秋绿芋肥&%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秋的收

获!让秋天到处弥漫着诱人的香味!沁人心脾" 走进果园!眼睛和鼻孔同时享受

这醉人的秋意" 一串串紫色水晶样的葡萄!挂在藤蔓!有了依托!也并不担心顽

皮起来的摔跤)红彤彤的大苹果!定是看到人们羞红了脸)青黄诱人的香梨!有

的挣破包裹的纸膜!露出丰腴的身姿)火红灯笼似的蜜柿子!喜庆安详" 它们争

相散发着体内蕴藏的香气! 把无私的爱洒遍孕育它的土地和关爱它的人们!毫

无保留和悔意" 而这一切的爱之力量便是来自于秋! 秋就是如此境界高远! 品

格高洁! 却 %不显山不露水&! 从不寻求! 从不索取"

试想! 秋夜里! 滨水湖畔! 一袭风吹皱湖面! 而你站在岸边! 遥望对岸

的点点灯火! 这是不是诗里的意境' 或许! 有一份寂寥! 有一份忧愁! 但却

无法掩盖其间之美" 林黛玉 ,代别离-秋窗风雨夕. 里 %已觉秋窗秋不尽! 那

堪风雨助凄凉&! 一种清冷# 悲凉之感让人落泪! 但美人窗前孤寂# 愁情满怀

的身影! 却总会让我们想起! 无法忘怀" 这种凄清之美! 在中国古典诗词里

一直闪耀着熠熠的光辉" 秋总让我们想到秋愁# 秋思# 秋悲" 张继说$ %月

落乌啼霜满天 ! 江枫渔火对愁眠"& 范仲淹说$ %明月楼高休独倚! 酒入愁

肠! 化作相思泪"& 屈原说$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此中意境不

是 %悲戚# 萧瑟& 可以形容的! 是诗人因景生情! 感怀家国之愁的即兴之作!

不乏繁华幕落! 抒发本真之境" 也因这份诗情获得了精神的回归! 抛却利欲

的追逐! 在黑暗的世界里! 独享内心的明净" 当然! 秋之意境也有优美# 开

阔# 豪放的" 王维的 %明月松间照 ! 清泉石上流&! 刘禹锡的 %晴空一鹤排云

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李白的 %长风万里送秋雁 ! 对此可以酣高楼&! 这些

经典诗作一如秋之风韵# 秋之纯熟构成了艺术的苍老之境! 但思想精髓却永

不苍老"

不消说!人们对秋总怀有一种深邃之情!不像春的新#夏的爽#冬的静!以不

同人的喜欢之感简单地喜欢着!而对秋的热爱则更多了些意义上的理解和思想

上的凝练!因此是深沉的!超越季节之爱的一种情!抑或是经历风雨沧桑#痛苦

磨难之后岁月印记里的相濡以沫之情" 李煜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不是秋

色赋予他亡国之苦闷!而是他的愁苦在秋色里得到寄寓#得到抒发!秋成为了他

的知己!成为了他心灵的归属!此情可知"

行年渐长! 再次品味秋天! 更有深深的感悟和感动" 秋是 %美丽& 的! 这

简单的词语却涵盖了很多! 高洁# 深幽# 沉稳# 超然等等都在其间! 都属于

秋" 踏秋而行! 我把爱和深情融汇在每一片山河# 每一块草木# 每一片落叶#

每一缕清风里! 为秋吟咏* 为秋壮行*

小小说

)*+%

飞鸟

我推着灰浆车经过老刘身边!他

擦把汗!从土坑里直起身子 !说 $%小

焦!今天是八月十五 !别忘了往家里

打电话" &我点点头!躬腰用力推着灰

浆车经过三个错对的方木堆!顺着硬

木板搭成的斜坡 ! 推到瓦工老马身

旁" 老马咬着烟卷帮我把灰浆掀到一

张硬木板上"

完成这些! 就可以轻松点了!只

需用铁锨把灰浆装进小皮桶!拎到老

马手旁!就能坐在一堆砖头上与老马

闲聊" 我说$%老马!刚才老刘提醒我

往家里打电话!今天中秋节" &老马吐

掉早已熄灭还被咬在唇边的烟头!又

吐口唾沫!说$%这个老刘 !还怪恋家

呢!是应该打个电话" &老马像兄长一

样照顾我!时常提醒我一些工地上的

注意事项! 特别是安全方面的防范"

他是周口淮阳的! 离太康几十公里!

在异乡这是挨门邻居的距离!亲近是

自然的"

晚饭伙上改善了伙食!胡萝卜炖

鸡肉" 伙房的安师傅在围裙上擦着湿

漉漉的手说$%今天八月十五中秋节!

连肉带汤管够" &说完指挥帮厨的两

个人打饭" 工友们嘻嘻哈哈排着队!

手里端着各种式样的饭缸" 老刘大声

说$%八月十五应该吃月饼!最好老板

再给报销十块钱电话费" &人们互相

打趣!欢乐的气氛笼罩了工地" 安师

傅哈哈笑着说$%月饼不敢管够啊!怕

大家当烧饼吃!那得多少啊" &安师傅

是工头的舅舅" 老刘说$%那是!那是!

安师傅给老板说说!报销十块钱电话

费呗" &老刘是平顶山的!性格随和!

喜欢说古 !在工棚说起 ,三国演义 .!

他一气说俩小时不带喝水喘气的" 安

师傅说$%老刘!今天中秋节 !要不请

嫦娥陪你过' &老刘说$%那敢情好" &

说完先笑起来"安师傅说$%美得你* &

人们哈哈大笑"

吃完饭!工友们三三五五地结伴

出去!看看夜景!买点零食" 今天买月

饼的多" 老马#老刘#我换上干净的衣

服结伴出去" 在马路对面的小超市买

了几块月饼 !老刘买了瓶酒 !老马买

了几袋花生米! 我买了些炒兰花豆!

一起走到不远处的一座桥上" 此刻!

月亮已白白亮亮地悬挂在深蓝色的

夜穹!给许多灯光照不到的地方镀一

层银白色的光晕" 秋风里能听见很多

夜虫的吟唱"

我们寻个干净的地方!席地而坐"

我酒精过敏!吃了点花生米和兰花豆!

就靠着栏杆看他俩喝酒" 老刘说$%喝

完酒!给家里打电话" &老马问$%月饼

什么时候吃' &%现在就可以" &老刘答

着把月饼掰开" 老马一边往塑料杯里

倒酒一边说$%几块月饼呢!一人一块!

直接啃"&老刘把半块月饼递给我!说$

%老马!你真拿月饼当烧饼了" 月饼就

是要一家人分食的" 这叫共享团圆" &

老马干了酒说$%屁* & 大家哈哈笑起

来"

老马拿着手机跑到桥旁边的小树

林里打电话! 我们能听见他说话但听

不清内容!老刘说$%这个老马!说啥见

不得人的话呢" &等老马回来!老刘也

跑到树林里打电话" 老马说$%这个老

刘!说啥见不得人的话呢" &我觉得很

有趣"老马把他的手机递给我!说$%小

焦!你没有手机!用我的打" &我摇摇

头" %咋了' &他问"我低声说$%我妈没

有手机!邻居的手机我不知道号码!村

头小卖部的电话倒是知道号! 不过需

要让小卖部的槐花婶去我家喊我妈

接听" &老马说$%就让她喊" &

母亲接电话 $%辉 ! 在外面多注

意安全 !今儿个中秋节 !记得吃月

饼((&母亲说着哭了" 听着千里外

母亲的声音! 我早已泪流满面" 我尽

力让语调平静$%妈! 你也要多注意身

体!不行少种点地" 我能养你((&

我们默默回工地!都有些伤感"月

亮明晃晃地照着我们" 老马个子高!

喝点酒犯晕!走路晃)老刘胖!身材不

高) 中间走着十八岁的我" 老刘打破

沉闷!说$%这月亮!亮堂堂的像镜子"&

老马叹口气 ! 说 $%要真是镜子就好

了"&老刘问$%为啥'&老马说$%要真是

镜子!我一定能从里面看见家里人" &

老马说完! 老刘没有再接话" 月光里

秋虫的叫声一阵高过一阵!我鼻子发

酸!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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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苞谷成熟了! 田野里送来庄

稼的醇香! 忙碌了大半年的农人们开

始秋收了! 脸上挂满了丰收的喜悦和

幸福"

收棉花很是喜人! 一朵朵棉花从

棉桃里钻出来! 棉地里像下了一夜的

雪! 洁白一片" 农人们拿来一个大布

兜! 把盛开的棉花一朵朵地摘下来放

进去" 棉朵软绵绵的! 握在手里很舒

服!一会儿工夫!大布兜就鼓起来 !开

了一地的棉花就去掉了一片片的白 !

摘过棉朵的地里!颜色也暗下来"

盛开的棉花都摘完了! 一车车运

回家中" 但总有一些棉花没有开!还躲

在紧闭的棉桃里" 人们把一棵棵棉禾

拔了去!放在自家的院子里晾晒!过不

了几天!棉桃就会自然裂开!洁白的棉

花就会钻出来供人们采摘"

玉米像个放哨的士兵! 一个个直

立在田野里" 玉米要收获了!走进玉米

地!一只手抓住玉米秆!另一只手抓住

玉米穗使劲旋转! 玉米穗快要离开玉

米秆时!用力把玉米穗往后一扯!%啪&

的一声! 一个大大的玉米穗就掰下来

了!一会儿就盛满了箩筐"

一筐筐玉米穗运回家中!一个个剥

开皮!去掉玉米缨子!编成一米长短的

长辫子!挂在房檐上#墙头上和树杈间!

满院子的金黄浸在一片丰收的喜悦中"

最有意思的要数收花生了" 农人

们举起锄头!用力向花生地里刨下去!

之后用力一拉!一墩花生便出土了" 用

手拿起轻轻一抖! 果实中的沙土应声

而落! 无数粒大饱满的花生便呈现在

眼前"

全家人围坐在院子的大树下摘花

生!一边摘一边说笑!院子里溢满了丰

收的喜悦" 人们左手拿着花生秧!右手

开始摘! 摘下来的花生放在面前的大

筐里" 摘一会儿!就剥几粒放进嘴里!

品尝着秋收的劳动果实" 一晌的工夫!

摘下来的花生就堆成了堆"

割豆子要趁早" 中午时分阳光最

毒的时候!是万万不可割豆子的" 因为

此时的豆荚被太阳晒焦了皮! 稍一碰

触就会炸开!豆子会掉到地里去"

割豆子是个技术活!豆子成熟了!

豆秸很干! 不轻轻抓住就很容易使豆

子掉在地里" 要是割的部位或折下豆

秆的角度不恰当就会割不断! 用力一

拉!就会掉下很多豆子!所以割豆子要

把握好分寸"

收芝麻是个细活! 靠近根部的芝

麻成熟早!上面的成熟得慢!若等到全

部成熟了再去收! 芝麻粒就会掉到地

里面" 有百分之七十的荚黄了就可以

开始收了" 收的时候带上一大张塑料

布或布单子! 每割几根就要拿到上面

抖一抖!把成熟的芝麻粒抖下来"

芝麻秆打捆挑回家! 摘掉上面的

叶子! 放在塑料布或布单子上用棍子

敲打一遍! 把所有成熟的芝麻都打下

来后!将芝麻按已成熟#即将成熟和未

成熟进行分类! 用稻草将未成熟的芝

麻捆起来吊在屋檐下让其自然成熟 !

每天傍晚拿下来放在塑料布或布单子

上面抖!持续一个星期!芝麻就会全部

抖下来" 抖的时候! 有些荚也会掉下

来!就用棍子再去敲打!过筛 !把杂质

全部去除!再放到太阳下晒干"

割稻子是个辛苦活" 沉甸甸的稻

子弯下腰来!田野染尽了金黄" 农人们

一镰刀一镰刀地把稻子割下来! 打成

捆!运到打谷场上!堆成一个个硕大的

码头垛"

机器运转起来! 稻子要脱粒了!三

五个人成排地站在脱粒机旁!成捆的稻

子%唰唰&地脱下粒来!堆成堆!逆着风

扬一下!一袋袋带壳的稻子运回家中"

北方的稻子成熟得晚! 其他庄稼

都收获完了!才轮到收获稻子" 待田野

里的稻子都收获了!天气也凉下来!季

节也到了深秋" 辛劳的农人们又在收

获过的土地里埋上了新的种子! 播上

了来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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