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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源于大

众、源于生活。她

用流淌的文字，讲

述人间的喜怒哀

乐，品味生活的酸

甜苦辣。数百年儒

风浸润之下的九

江，一直活跃着一

个在精神家园笔耕

不辍的文学爱好者

群体——南海儒林

笔会。我们在此开

设《儒林文学》版

块，与大家一起讲

述九江故事、分享

生活感悟。欢迎大

家关注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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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初秋，都说初秋是诗

人香醇的酒,都说初秋是恋人飘

拂的秀发。在我的心目中，初

秋却是金色美好的童年。

从小我就跟着爸爸去上

学，所以童年时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跟我爸还有学校附近的小

孩子度过，谈不上是多姿多彩，

却给我留下了许多金色的回

忆。

记得那时初秋，农村孩子

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并不多，大

多时间都花在放学后花样多多

的各种游戏中，玩“打筹木”、

“煮鸡蛋了”、“抓小鱼”……我

总是那样踏着夕阳绽放着的笑

脸而流连忘返，爸爸催促我回

家吃饭的声音也越过几座小山

丘，淌过几条小河隐约地传来！

回到宿舍，时间还早，夕阳

黄金般的薄膜把宿舍门前的平

台铺得金灿灿的，饭桌已经摆

在门前草坪上，菜不多，但香味

已飘得老远老远，特别是爸爸

做的瘦肉煮豆腐，足以让我垂

涎三尺。玩累了的我不管三七

二十一，几碗白饭一下子就倒

进肚子里。这时爸爸总是喜欢

摸摸我那圆鼓鼓的肚子，笑眯

眯地看着我说：“看你这家伙！”

然后我就一溜烟地跑去洗白白

了。

晚饭后是休闲时光，学校

的旁边有座小山，山上长满了

比我年长的松树，松树下面是

蜿蜒而上的山路，山路并不宽

却给人留下诗意般的记忆。我

总喜欢跟随爸爸走过这片松树

林，伴着皎洁的月色，爸爸穿着

白背心，外面加上一件沾着淡

淡烟草味的衬衫，背着手仰着

头慢悠悠地走着，不时有节奏

地低吟着：“七月秋风渐渐凉啦

……”之后吟的就是一些听不

懂的诗句。尽管那时候我也听

不懂诗的意思，但看他的样子

很陶醉，再加上透过松叶泻在

小路上的月光，就显得更有诗

情画意了！接着山风吹过松

林，那松涛发出“沙沙，沙沙”的

声音，时而如千军万马，风尘而

至；时而又像情人月下窃窃私

语，无比甜蜜温馨；时而又像小

孩脾性般活泼淘气；时而又像

绵绵春雨，淅淅沥沥；时而又似

大海卷起波浪，一层又一层地

推向岸边……

家乡里的每一座山都长满

高矮不一密密麻麻的松树，因

此我的童年也离不开松树。记

得周末，几个小伙伴在松树林

里捉迷藏，小伙伴藏得可深了，

找半天都找不到。我们在松林

里玩战争游戏，“中枪”的小伙

伴假装倒地，顺势在铺满了又

长又细又光滑的松叶上打滚玩

乐。农村每家每户都离不开松

树，因为日暮时分，炊烟袅袅的

时候，总少不了用松树先把火

生起来；我们的假期也离不开

松树，每当放假的时候总会三

五成群地来到山上，用“猪八戒

耙”将松叶耙成一堆然后用箩

筐把它背回来……

多么美好啊！那微微带着

松香的松林，那带着淡淡烟草

味的爸爸的味道，那小山坡上

传来的银铃般的笑声，总是勾

起我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

多么美好啊！初秋带着我

的思念，让我在飘零的秋叶里

找到了我难忘的金色的童年！

我爱你初秋，怀念父亲和那条

初秋黄昏走过的松林小路！

春游所见
◎韩韫一（8岁）

晴光暖树燕衔泥，水满明湖草满堤。

春山一路童戏水，桃花枝上鸟新啼。

一日千章
◎黄建新

人生百味苦中尝，妙笔生花墨色香。

文字若能争我意，何妨一日写千章。

如梦令
◎李湛贤

春夏交关节奏，绿叶红花繁茂。

鲜果正当时，紫赤黄蓝皆有。

回首！回首！

喜见黄皮熟透。

庚子端午节
◎唐思华

不见龙舟竞逐浪，只闻端午粽飘香。

庚子冠毒虽已弱，坚守防控保安康。

樵山抗日纪念碑
◎邓永昌

日侵成浩劫，举世忾同仇。

卫国原齐志，捐躯何所忧。

壮歌传四海，战死炳千秋。

三界亭边路，樵峰胜迹留。

自从儿子读初中开始，日

益衰老的妈妈，已经很少有和

他相处的机会，特别是上高中

后，见一面已经很难，一起过节

更是奢望。难得今年端午节有

三天假，我决定带着读高二的

儿子，回去和妈妈过一个端午

节。

因为是凌晨2时到站，不想

打扰家人的休息，我先和妈妈

说好了，我们直接在外面宾馆

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回去。洗

洗刷刷，凌晨三点多，疲倦的我

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期待着你的回来，我的小

宝贝，期待着你的拥抱，我的小

宝 贝 ……”一 阵 音 乐 铃 声 响

起。这么早，谁打来电话？有

点恼火的我迷迷糊糊拿起手机

看看，这才六点。

“喂……”

“茗，回到了吧？我已经做

好粽子热着，回家吃早餐吧！”妈

妈兴奋的声音响起。

家乡有点奇怪，端午节和

冬至节习惯做粽子。妈妈做

的粽子料足味好，就算是在生

活艰难的从前，喷香的糯米里

面也想方设法塞着半肥瘦的

猪 肉 ，熬 得 烂 烂 的 ，肥 而 不

腻。一口下去，带着甘香的猪

油，先是在唇齿之间蔓延，然

后舌头，到整个口腔，细细品，

慢慢尝，所有的味蕾都在开心

地跳舞，为它而狂。良久，才

恋恋不舍地咽下去，最后，还

咂咂嘴巴回味一下，用纸巾擦

擦嘴角溢出的油，这才恢复淑

女形象。

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妈

妈的粽子赋予的内容更丰富

了，排骨、香菇、虾米、咸蛋，还有

各种豆类。儿子曾说过这样一

句话：“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外

面的粽子吃不得，只有外婆做

的才好吃。”可想而知，妈妈做的

粽子在其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但自从我得了糖尿病后，

糯米和肥腻的东西都要少吃

了……

儿子长大后，对粽子也没

有那么热衷了，特别是天气炎

热的夏天。回来之前，他就跟

我说早餐要吃家乡的凉拌粉和

牛腩粉……而因为时间的关

系，我们只能在家乡逗留一个

晚上，所以我早就规划好早餐

带儿子去吃粉，难得回来一次。

“妈妈，恐怕早餐不回去吃

你的粽子了。”我有点难为情地

说。

“哦，那，那等你们回到应

该会冷了，早餐不吃什么时候

吃？”我仿佛看到了手机那一端

妈妈失望的脸。

但也没办法啊，怪谁呢？

怪假期太短吧！我自嘲一番。

“那，等会儿子醒来我问问

他的意见吧。”虽然已经基本上

确定儿子会选择吃粉，但为了

安慰妈妈，我只能这样说了。

“好，你问了他给我回个电

话啊！”妈妈还是很期待外孙像

小时候一样非她的粽子不吃。

“外婆，早上好！”一个小时

后，我叫醒儿子让他打电话给

外婆：“听妈妈说你做了粽子，我

好想吃啊，很久没吃了！”

“是不是，是不是？我就知

道你很喜欢我的粽子。”儿子打

开手机免提功能，手机里响起

一阵爽朗的笑声。

“是啊！”儿子接着一个转

弯：“可是，外婆，妈妈定的酒店

里面有自助早餐吃呢，就像你

去年和妈妈去桂林旅游住的酒

店一样，有价值一百多元的早

餐。如果不吃，好浪费啊！你

说是不是？”

我愣了一下，这是不是叫

……善意的谎言？

“对对对，那个品种好多，

味道也好，千万不要浪费，你先

吃了早餐再回来吧！”

“好的，谢谢外婆！”放下手

机，儿子对我眨眨眼。

吃完早餐回到妈妈家，各

道思念之情，自有一番亲热。

午饭时间到了，妈妈说：“喝点

粥，吃个粽子？”

“好啊，最喜欢吃外婆的粽

子了。”

“ 妈 妈 做 的 粽 子 最 好 吃

了。”

我和儿子偷偷对视一眼，

抱着滚圆的肚子，兴高采烈地

对妈妈说。

一人消灭一个粽子，妈妈

在一旁开心地看着我们吃……

因为要赶晚上的车，吃完

午饭没多久，丰盛的晚餐又来

了。我们只能挑一些菜吃，因

为粽子还没消化完……

吃完晚餐，我把放在行李

箱里给妈妈买的衣服鞋子还有

一些养生保健的物品拿出来给

她。妈妈又是一边责怪我乱花

钱，一边把几个包好的大粽子

塞进了我的行李箱。

纵有万般不舍终有一别。

我知道，妈妈的眼眶湿了，

但是我假装不知道。

我知道，回家后，这几个粽

子，又会变成宝贝似的，让我和

儿子都争着吃。

我知道，梦里会出现家乡

的亲人、家乡的美食，家乡的亲

情浓得像粽子一样粘粘的甩不

掉。

我知道，其实我知道啊，纵

然我已年过半百，还是妈妈眼

里的小孩子。

所住的小区有个总是笑

眯眯的清洁阿姨，大家都尊称

她为葵姐。

葵姐身材不算高，脸圆圆

的，见到谁都好像亲人那样热

情地打招呼。每天在小区内

像个陀螺似的转，但是脏活累

活都没有使她脸上的笑容减

少一分。

有一次我带儿子下楼散

步，又遇到葵姐在倒垃圾，葵

姐热情地跟我们打过招呼之

后，又继续抬起大型垃圾桶往

垃圾房走去，这个大型垃圾桶

有她的肩膀位置那么高。见

到儿子在一旁玩耍，我趁着空

闲跟葵姐唠嗑几句：“葵姐，一

天这么漫长，慢慢做啦，先休

息下。”葵姐听到我叫住她，便

停下脚，对我说：“多谢靓女

啦，快快倒掉，以免臭气熏上

楼呢，一会儿还要剪下那边的

杂草，剪着剪着又一日咯，哈

哈。”说着这话的葵姐脸上依

旧是那样的喜气洋洋，而且在

我眼中，葵姐身上又多了一份

与其职业不相符合的从容气

质。

我看着葵姐干活的背影，

不禁想，也许葵姐家中也有烦

心事，也许她在工作中也会有

受气的时候，但是相由心生，

看葵姐这一团和气的面相，肯

定是快乐比较多，真是难能可

贵的淡定从容啊！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能看

到，有的人草率慌张，有的人

气定神闲；有的人一点点小事

就如同世界末日，有的人泰山

崩于前而色不变。

人在不同的起点出发，终

究是要走到一样的终点，化为

一抔黄土。随着年岁的增长，

我们逐渐会从慌张走向从容，

由浮躁走向淡泊。在生活的

磨砺中，一边品尝着得失，一

边学着从容。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

过：“纵化大浪中，不喜亦不

惧。”面对俗世中的惊涛骇浪，

永远保持气定神闲、面不改

色，这是从容的表现。

《庄子》曰：“且举世誉之

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

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

之境，斯已矣。”大概意思是

说：不因别人的夸赞而更加奋

勉，不因别人的诽谤而更加沮

丧，有自己的分寸，分得清荣

辱的界限。

从容的人更亲和、对世界

更友善，举止言谈更有气质，

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的友谊、更

多的帮助以及更多的赞美。

内心从容的人，不畏惧世

间风尘。愿今后的我们，都能

成为胸中有乾坤，心自在从容

的人。

唯有从容，才能过好生

活。许多我们熟知的作家，都

奉行从容为生活的底色，这点

从他们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老

舍的《人生难得是从容》，贾平

凹的《愿人生从容》，梁实秋的

《愿人生从容》，汪曾祺的《人

间有味，自在从容》，林清玄的

《从容的底气》。可见，在人这

一生中，从容有多重要。从

容，是更高级的处世态度，也

是生活最应该有的底色。

人生，是一边得到，一边

失去的过程。如果执着于得

失，因得而欣喜若狂，因失而

懊悔不已，最终反而沉迷其

中，在苦海中翻腾，无法感知

平淡生活的好处。唯有保持

从容的心态，看淡得失，才能

过好这一生。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

十知天命。我们总会在未来

的某个时刻，恍然间明白：人

生本过客，好与坏，终究会淡

化；苦与乐，终究会遗忘；富与

贫，终究归一抔黄土。

愿我们能以从容的心，面

对世间的风云。

初
秋
的
记
忆

◎
彭
伟
平

去年 5 月 20 日下午 4 时

左右，我们南海作家采风团

一行乘坐的汽车在海拔1140

米的云雾山前停下，走进位

于云浮市云安区石城镇、富

林镇境内的石林风景区。姹

紫嫣红的花海，向我们展现

笑颜，经历雨水的景区有湿

漉漉的感觉，脚踏陡仄的羊

肠山道，穿过气势磅礴的瀑

布群，不时飞泻而下的白色

水花带走了夏日的暑气，沿

路上，溪流潺潺，蜿蜒流淌，

浓厚的草木气息氤氲其间，

浸润在自然的灵气中，人的

情感不知不觉与山水和谐相

融。

走过如自天而降的各式

瀑布，我们来到了一个山坳，

一个天池般的小水库呈现在

眼前。各式橡皮艇停靠其

间，导游告诉我们，这里是石

林风景区漂流的出发点，往

下经过一条平缓的水带后，

会流进亿年古溪道、洞穴。

徜徉其中，会领略到大自然

给予云雾山的精彩绝伦的神

来之笔。

的确，伫立水库的边沿

上往外远眺，一览众山小，此

时的云雾山绿树掩映，乳白

色的雾莺莺娜娜地缭绕其

间，如诗似画，仿如童话中的

仙境。

跟随导游的足迹，我们

走进了形态奇异的古老石

林。恍惚之间，我发觉自己

穿行其间的这些古老厚重的

奇妙石块忽然间慢慢地移动

起来，幻化作一头头会动的

古生物，让我置身于远古时

代的生物当中，恐龙、大象、

犀牛、海龟、鳄鱼、中华鲟比

比皆是，它们外形奇特，清一

色的黑灰色、暗灰色，有的于

陆地上缓缓而行，交头接耳；

有的在水里轻轻游动，活像

动画片《冰河世纪》里那些夸

张而逗人发笑的奇特动物造

型。我惊喜地与那些笨重、

奇特的动物轻言细语，结伴

同行，内心平静、安详，没有

一丝恐惧。它们对我这个陌

生的后世纪的人温顺友善，

一见如故，俯首称臣。我像

是掌管这些古生物的天使，

它们服服帖帖地跟随我的左

右，有的告诉我昨夜的好梦，

有的分享与同伴嬉戏的快

乐。这时，一条中华鲟游到

我的跟前，用鱼嘴轻轻地触

摸我的手，摇着灵活的尾巴，

开口邀请我坐在它的背上，

我欣然应允。于是，它驮着

我在长江的水域上欢快畅

游，水中的鱼儿也纷纷游来，

与我窃窃私语……

回到岸上，我环顾四周，

这时，一只大鹏展翅而来，拍

打双翅邀我走进了石林巷

道，两边巨石参天、遮云蔽

日。穿行于石林迷宫，走走

停停，这时，漫天的思绪才回

归现实。漫步在这些造型奇

异，引发遐想的古石丛中，真

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折

服。看！这块“和谐鹰鸡”的

巨石栩栩如生，犹如老母鸡

稳伏地上，昂首挺胸，身下一

群小鸡紧贴身边，多么温馨

和 谐 的 场 景 ，令 人 忍 俊 不

禁。而那两块寓示“爱在天

地间”的神奇巨石，亘古不变

地演绎了人世间动人心魄而

又轰轰烈烈的唯美爱情。

倏地我眼前一亮，色泽

幽黑、奇石林立的间隙，一株

鲜艳夺目的勒杜鹃横空出

世，傲然绽放在这老气横秋

的石林丛中，使现实与梦幻

交相辉映，既神奇壮美，又不

失婉约风姿，明媚动人。

接着，孔子山、一线天、

神奇犀牛变幻图异彩纷呈、

目不暇接，三分神奇，七分想

象，让人浸润于奇思妙想的

境界中，妙不可言。接下来

的十兄弟麒麟洞更是引领我

们走进了地球内部的奇幻之

旅，那些年代久远的钟乳石，

奇特的洞中河、蟒腹横空、观

音送子……无不精彩绝伦，

令人叹为观止。此时，能穿

越时空，在古老久远的时代

畅游一番，实乃酣畅淋漓。

石林景区如此神奇迷

人，它如云雾山风景区的一

颗明珠，吸引着许许多多中

外游客慕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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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后自隆回返佛山
◎李洪波

绿水青山二月晴，春风送我下羊城。

桃花夹道飞红雨，紫燕穿梭剪翠屏。

历历楚天云万里，萋萋粤海浪千层。

心潮放荡今犹是，一路舒怀到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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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龙

风，穿过阳台的缝隙

肆虐独处的心情

阳台之外

月光正华

酒精在燃烧

烟草的焦味在沸腾

情绪和夜

摇晃得莫名其妙

听不见霓虹灯的哭泣

和丽人的摇摆

故乡的记忆越发清晰

集结，成诗，出版

千里之外，斑驳的阳台

另一个月亮正华

风，趁着月光而来

偷窥儿时的片段

阳台之外

正是桃李成熟的季节

注：老家，桃李熟了，却人去楼

空，无人采摘……

我的无尽夏
◎言语

月光倒映水中的影子

偶尔会泛起涟漪

仿佛表示故事正在发生

我们，在这场短暂的梦里

两颗心不安地跳动

我想带你走进一个诗意的花园

可是……

我们终究回到了从前的样子

谁也没能拯救谁

春去夏来，时光匆匆

而我的蓝色绣球花

一如既往地——没有盛开

被遗忘的老街
◎黄炽厚

昏暗的路灯下，看不清青石板的年轮

曾经的繁华，雨过云烟

旧仇旧恨，被远去的灵魂带走

月亮弯成镰刀，难寻杂草较量

老夫老妻，佝偻的身躯仍在老屋坚守

儿孙满堂，却不愿意贪新厌旧

寂静的街，像一片死城

人生苍凉，人影稀少

老街仅成为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