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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乐至，名为桑城。乡人
素有栽桑养蚕的习惯，因而桑树随处
可见。每到初夏，青色的桑葚被阳光
雨露滋润，涂抹成胭脂色的果子，挂满
桑树枝头，诱惑着味蕾垂涎三尺。

桑树并不高大，在满树碧绿桑叶
的掩映中，低垂的枝条上密密麻麻地
长满紫红的桑葚，丰满得像念珠玉坠
般玲珑剔透，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像
初长成的娃娃探头探脑，露出甜甜的
笑脸。微红的如羞涩的少女，欲言还

休；紫红的则如已婚少妇，风情万种。
颗颗珠圆玉润，令人垂涎。摘一颗含
到嘴里，用舌尖轻轻地按压，用味蕾慢
慢地品尝，一股酸甜汁液溅开，酸酸甜
甜的滋味弥漫整个口腔，汁液淌进心
底，让五脏六腑刹那间为之一震。“一
日入桑园，终生忆紫魂”，绵长的酸甜
滋味，这就是桑葚带给我的儿时味道。

那时，桑葚是可以随时、任意采
食的。放学铃一响，我们不是先回家
吃饭，而是成群结队地跑到桑园里去

饱餐一顿桑葚。桑荫青青紫葚垂，一
簇簇的桑葚长在叶柄和枝条的交接
处，先青后紫次第成熟着。熟透的桑
葚娇嫩多汁，摘一颗丢在嘴里，轻按
一咬，汁水顺着舌尖滑到喉咙淌到心
底，那种奇妙的感觉，只有亲自尝过
的人才知道。我们在桑园间穿行，找
红得发紫的桑葚，边摘边仰头丢到嘴
里吃，要多爽有多爽，这是一种悠闲
的情趣。微风吹过，熟透了的桑葚纷
纷从枝条上悄无声息地跌落下来，安

静地躺在绿茵茵的草丛里。发现落
在地上的桑葚后，我们捡起来就吃，
那时的桑树都是任其天然生长，吃得
放心，也从来不会肚子疼，直到吃得
嘴唇发紫，牙齿发软。

长大后离开故乡，四处飘泊，就再
也没有吃过桑葚。偶尔有路边小贩叫
卖桑葚，颗颗饱满黑亮，可我不敢买，
连尝一下的欲望都没有。我觉得最好
吃的桑葚，一定要有故乡的味道，要有
童年的情愫。

夕阳西下，倦鸟归巢，一天中最美
好的时光——黄昏，已悄然而至。久
别家乡的我，心中莫名涌起一股浓厚
的思乡之情，思念那乡间的质朴，思念
那乡村的黄昏和黄昏下步履蹒跚的老
人。不经意间，母亲的身影又浮现在
眼前，那慈祥的面容既亲切又熟悉，让
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偶然
间，我的目光触及母亲额前那日益增
多的白发，心禁不住隐隐作痛：自责和
愧疚感将我包围，什么时候母亲已不
再年轻，什么时候母亲的身体已变得
这般虚弱……

乡村静静地伫立着，像一首古老
的歌谣，轻轻传唱，将心中的美景娓娓
道来。乡村是质朴静谧、深沉博大的
地方，既粗旷又细腻，既模糊又清晰，
由远至近最终定格于眼前，让我久久
凝望而不忍挪动半步。重重的雾气混
合着浓浓的乡情，让思绪纷飞，我知道
天边那抹即将隐去的光环已离诗意很
近，这些都源于村里孕育着世间最美
好的一切，如品格，如麦地，如乡情，如
这黄昏……

乡村的黄昏恬静多彩。金色的
斜阳挂在山坡的树枝上，屋舍、菜地、
田野都沐浴在金色的柔光里。乡间
的小路上，人影相伴，农民们收工的
脚步声融成欢快的音符。不远处被
绿树环抱的农家小院正升起缕缕炊
烟，在晚风的吹拂下袅袅飘荡。夕阳
的余晖透过浓密的枝叶，星星点点撒

在红砖青瓦上，是那样的盛情而含
蓄；几只鸟儿在檐下盘旋叽叫，不甘
示弱的鸡鸭也吵闹着。这些小家伙
是懂得人性的，如今住进了寻常百姓
家，尽享人间烟火。此时，天边已是
晚霞满天，淡淡的橘黄慢慢铺开。当
最后一片霞光被染黑时，热闹了一天
的村庄也该休息了。放眼望去，整个
村庄暮霭缭绕，农家窗前的灯火微微
闪烁，时隐时现，像瞌睡人的眼睛似
闭微睁。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也已沉
浸在这恬静的暮色之中，摆着经久不
衰的龙门阵。

乡村的黄昏丰富多彩，它包容着
无限美好。冬日的黄昏更是极致美
丽，天边的落日，光亮已褪去，只剩下
一片鲜红，略带些许朦胧，藏在斑驳的
枯枝后悠然自得。棕黑色的枝条、红
色的圆日、空旷的山野、恬静的大地极
像未经粉饰的美人脸，整个充满了宁
静、安详、神秘，慢慢地等待夜幕降
临。最是偏爱那乡雨中的黄昏，淅淅
沥沥。透过烟雨朦胧的田野，一缕乡
愁如约而至，此时若漫步在雨中，感受
雨的柔情，聆听雨滴落在树叶上的声
音，闻着远处飘来几缕稻秧的清香，听
着不时传来的几声犬吠，一任这山野
气息四溢，心中别有一番滋味。此情
此景，已淡化了先前勾起的乡愁，不知
不觉中慢慢化解、柔和，另有一番滋味
涌上心头。只是，唯独妈妈的脸庞，挥
之不去，让我思念让我忧！

三岔湖的岛屿众多，冬天插着千
万白旗迎风摇曳，那是岛上的芦苇，
芦苇花迎着风尽显矫情。

芦苇花招来四方宾朋望着碧绿
的湖水抒情、挥毫泼墨……

此时的你，如果同芦苇站在一
起，定能留下一张张飘荡着芦花独特
韵味的精美照片。

三岔湖的博大容得下天下的游子。
芦苇低头、抬头，把岛上的冬天

表达得淋漓尽致。
如果你与芦花亲近，芦苇花轻抚

面颊的惬意，意味深长，
抢不到先机的人，便对着多姿的

山头动了心思，
芦苇花与凸凹的山头交相辉映，

立马缩短心与心的距离。
与树站在一起，那是顶天立地的

汉子形象；

与野草相依，享受大自然给予的
千般柔情，面对女子妩媚的笑，

芦苇也为之一震，岛子也收紧一
丝寒意。

三岔湖的水孕育着岛上的芦苇，
芦苇花滋润着众多的岛屿。

白白的芦苇花舞姿翩迁，令鸥鸟
驻脚，令游人目不暇接，令冬日的暖
阳停下来为你们守候。

北风吹皱三岔湖的眉头，映入眼
帘的全是芦苇花揉碎的心……

冬天的芦苇，仿佛像头戴白毛巾
的仙女，

芦苇花装点着她们的内心，又像
一群婀娜多姿的舞女与三岔湖的波
涛媲美。

芦苇花的倒影，把山和树木拥
抱，一条条白色的锦带把我们与时代
紧紧连在一起。

因为思念
我瘦弱成笛
疼在腹腔发酵
爱在箫孔燃烧
横下一条心，黏着你
动用七个调门，说服你
终于，你亲吻我的忧伤
迎你，笛音袅袅……

残荷
顶着侧望的冠帽
保持站立姿势
在风雨里摇曳余香
如一介草民
赶赴秋冬
解甲归田，肥沃土壤皓月当空，万籁俱寂。

沏一杯热茶，敲打键盘，是夜深人
静的时候最惬意的事情。拈一小撮花
茶放入茶杯，冲满开水，茶杯上立即升
腾起一缕缕雾气。茶叶在开水中浸泡
片刻，便慢慢地舒展开来，有的如仙女
下凡，飘落到杯底；有的似在滑翔、旋
转、下沉。透明的开水变成浅绿的茶
水时，茶香在书房散开，清香四溢，轻
轻地呷上一口，嘴舌生津。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
茶”，我看到了诗人长途跋涉的身影，
他酒意上心头，昏昏欲睡只想小憩一

番，艳阳高照，无奈口渴难忍，想随便
去哪里找点茶水喝几盅。“矮纸斜行闲
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我还看到了
诗人在晴日的窗前慢慢地烧水、沏茶、
撇沫，再品出茶的优劣。此时，我仿佛
穿越了时空的束缚，在浣花溪畔，在草
堂前，与诗人席地而坐，泡一壶好茶，
一同饮茶吟诗。

然而，现实中的我只会喝茶，不
会吟诗。记忆中，父亲一年四季都
茶不离手，印有“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陶瓷盅里，泡着劣质的老鹰茶，有
时也泡碎花茶和加班茶(喝过的茶

叶，再一次冲泡)。幼小的我，经常偷
喝父亲的茶水，父亲并不干涉，似乎
在培养我喝茶的习惯。我的老家乐
至乡下，不出产茶叶。那时候，我们
还常常喝绿色生态茶，春天，田野里
的薄荷叶、水荆剑泡茶，清爽宜人；
夏天，苦茼蒿泡茶，味道苦涩，清热
解毒；秋天，野菊花泡茶，清心明目；
冬天，柠檬泡茶，生血养胃。从那时
起，我就爱上了喝茶，这绿色生态茶
伴随着我整个童年。

或许，一杯清茶，就是一段艰难困
苦的岁月。

后来，我走南闯北，喝过绵阳的油
茶、新疆的奶茶，尽管这些饮品营养丰
富、味道鲜美，我却并不热衷他们，因
为他们没有家乡的味道。

曾经，有朋友赠送铁观音、大红袍
和普洱茶与我，我也邀请过朋友上茶
楼喝茶，这里面有情谊也有利益。“酒
能乱性，茶可清心”，当一杯清泉喝出
了感情，喝出了友谊……茶，功不可
没。一旦茶叶喝变了味，那“有志者饮
酒，无聊人喝茶”的情形，也就变得无
聊至极了。

一杯清茶，包罗万象。

故园桑葚甜故园桑葚甜
□□ 兰祖全兰祖全

一杯清茶一杯清茶
□□ 刘武洋刘武洋

冬天的芦苇冬天的芦苇
□□ 一石一石

竹竹 笛笛
□□ 蒲蒲显建显建

魅力家乡 非常记忆

老邓坐在门坎上，无奈地看着山坡上
的玉米地。连续二十多个大太阳，把地里
的庄稼晒了个半死，就连往日活蹦乱跳的
小黑狗也渴得躺在门口一动不动。

也不知道是哪个祖宗脑子有病，选
了这个半山腰修建房子，山在上，水在
下，望得见水，用不了水，全靠老天赏口
饭吃……老邓恼怒地吐了一口浓痰。

老邓患了肌肉萎缩症，儿女在外打
工，孙子又在城内读书，水成了老邓最
大的难题。风调雨顺还好过，一遇到天
旱，老邓几乎连个囫囵脸也洗不了，更
不要说洗衣洗头。经常半盆水从洗菜
到洗脚，最后还要喂进小鸡小狗嘴里。

“再不下雨怎么办哦？”邓婆婆从屋
里走出来，眼睛望着山脚下几百米外的
水库。清亮亮的水在阳光照耀下波光
粼粼，似乎在嘲笑，又似乎在逗引。

这二十多天，每天都靠邓婆婆从
水库提两桶水回来家用，这缺水的日
子不好过呀。

躺在门口的小黑狗突然腾起身
子，竖起了双耳，汪汪汪地叫了起来。

“叫，叫，叫什么叫？”老邓没好气
地骂着。

“邓大爷，邓大爷，在家没有？”山
脚下传来第一书记小刘的声音。

“在家呢，刘书记呀，过来，快过来
坐。”邓婆婆连忙答应着。

老邓瞪了一眼邓婆婆，感觉当家
人的身份受到了挑战。

小刘书记边说话边走了上来，小
黑狗叫得更厉害了。

“小黑，瞎了眼哪？这是贵客，看我
不打断你的腿。”老邓粗声粗气地骂道。

小黑狗似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
夹起尾巴灰溜溜地钻进屋里去了。

小刘走到老邓跟前，一股汗臭味
钻入了鼻孔：“邓大爷，几天不见，怎么
这样灰头土脸了？”

“刘书记呀，天这么干起，我吃水都
成了问题，哪还有水洗脸洗澡，你看看
我这腿……”老邓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小刘皱起了眉头，二十多天不下
雨，加上烈日横空，这地里的庄稼快晒
死了，连半山腰住家户的日常饮用水
都成了问题。

不行，得想办法解决这老两口饮
用水的问题。

“别急，我会尽最大努力帮你们。
今天我去给你们挑些水回来，你们先
将就用吧。”小刘抓起扁担和水桶就
往山下走去。

挑完两担水，小刘顾不得满头大
汗继续向山上走去，山头上别的住户
也得去看看。

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小刘思索
着如何才能把山上住户的饮用水问题
解决掉。

突然，小刘发现离老邓家不远处
一个几尺宽的山窝里的草油亮碧绿，
而其它周围的庄稼却蔫了。水，水，

这里应该有泉水！小刘眼前一亮，便
飞一样地向老邓家跑去。

“水，邓大爷，那个山窝里有泉
水……”小刘满心以为老邓也会激动
起来，却看见老邓脸色沉了下来。

“那个山窝是我家的柴山地，我知
道那儿有泉水，但谁也不许打它的主
意，那是我家的风水宝地，我子孙后代
的荣华富贵就是这块风水宝地掌管着
呢。”老邓阴阴地说。

“邓大爷，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
相信风水宝地？你这是守着清泉嚼干
粮，真不怕渴死呀？”

“你不用说了，反正谁也不许动那
块地，想坏了我家风水，门都没有！”老
邓恨恨地说。

不管怎样好说歹说，老邓十分固
执，怎么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想法。

小刘也无可奈何，只好先回村委
办公室。

第二天一大早，小刘又来到老邓
家，针对山窝泉水再一次劝说老邓。
尽管小刘说破嘴皮子，老邓始终不肯
答应让人动那块地。

小刘看事情又陷入僵局，便抓起
扁担又去水库排水。

第三天，小刘来到了老邓家……
第四天，小刘又来到了老邓家……
第五天，小刘再一次来到老邓家，

小黑狗摇着尾巴迎接了小刘。
老邓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抬头看

了看笑盈盈的小邓，眼皮抬了一下：
“你又来了呀？”

“我又来了，邓大爷。”
“你这小伙子，不错，不是我为难

你，只是这风水宝地我真不敢动啊！”
“邓大爷，你家在这儿住了几代人

了吧？这风水宝地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呀？”小刘温和地说。

老邓陷入了沉思。是啊，从祖爷爷
那儿算起，这儿已经住了四五代人，遇
到年月好时，水不成啥问题，一遇到天
旱，这水就成了最大问题。再说祖爷爷
说不要轻易动那宝地，那宝地一直也没
给他家带来什么光宗耀祖的事。

“邓大爷，你同意了吧，我都联系好
了，现在有个‘慈福行动’，免费为大家
打井，本来只在邻县那边开展，我向上
级领导反应了你的情况，争取了几个名
额，希望能给你打一口井，以后用水就
不成问题了。”小刘认真地对老邓说。

“免费，有这样的好事？”
“对，只要你老愿意，我马上打电

话让他们过来。”
老邓再一次垂下头。
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了头，一字

一句地说：“我愿意，这种没水的日子
我受够了。”

在机器的轰鸣声中，一股泉水汩汩
地流出来，周围的人都欢呼雀跃起来。

这股甜甜的清泉滋润了山林，滋
润了田野，滋润了人们的心窝。

缤纷时光

乡村黄昏乡村黄昏
□□ 代代蒋蒋

诗意绿洲

（（外一首外一首））

周海军 摄蒹葭苍苍蒹葭苍苍

水流清泉水流清泉
□□ 吴海琼吴海琼

小说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