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的勋章 □张才芳

一剪时光绣深秋
□陈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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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一场久违了的秋雨，漫无声息地悄然落下。一场秋
雨一场寒，雨过后，岁月的枝丫，开始渐渐清瘦。仿佛只是一
个回眸，季节就转换了冷暖，等不及我用千言万语来描摹浅秋
的静美，深拍一笔，浅秋就从指间尽数流走，秋已深了！

阡陌上，色也浓了，凝眸，风烟俱进，秋的斑斓，秋的明静，
秋的萧索，以及秋的薄凉都一一落款在岁月的绢帛上。

深秋，经历了春的嫣然，夏的繁华，浅秋的清婉，已不再妖
娆，不再妩媚，变得萧瑟落寞，给人平添一份凋零的惆怅，触动着
人们过往的梦。“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红藕相残
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
秋节”。自古，这些凄惨的离情故事似乎总是发生在深秋，飘洒
着无限的惆怅，给后世芸芸众生平添几多落寞，几多感伤。

当第一片落叶落下的时候，一叶知的不是秋，而是又一
轮岁月的碾过。年纪越大，越对秋渐渐害怕，怕的不只是年
龄的衰老，而是对身边一件件熟悉的事、一个个熟悉的人逝
去的伤感。早些年，谈起秋，会莫名地生出一种伤感和悲凉，
常常静立林荫水榭，忧草花已荣枯，叹季节又更迭，感熙熙攘
攘的人流相聚又别离，直至生命的季节也到了秋季，学会用
另一种心情珍视和面对四季的枯荣。一路风雨和坎坷的磨
砺，让人到中年的我变得成熟、笃定，懂得黯然和明媚都是人
生中不可或缺的风景，岁月的冷暖，是生命最美好的赠予，于
是多了一份“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平和与安然。

深秋，如今于我，是一年中最耐人寻味，最流光溢彩，
最能触动人心灵的时光。她，似一个娴静温婉的江南绣
女，不动声色地穿越时光的罅隙，用独有的温柔轻抚季节
的发梢，将赤橙黄绿青蓝紫演绎到极致，将一路芳菲绣染
出生命最绚丽的色彩，将秋风，秋雨，秋花，秋月……装饰
得无一不美妙，无一不缱绻。哪一样都充满诗情画意，哪
一样都令人爱得深沉。她，既有凋零的惆怅，又有成熟的
喜悦；既有离别的感伤，又有相思的美好。她，是有韵味
的，更是有灵魂的，让人沉醉，让人遐想，让人死心塌地接
受一次又一次的天涯别离！

一段光阴，或薄、或厚、或暖、或凉，都凭自己。在时光的
阡陌上，我们邂逅的一滴春雨，一抹夏阳，一弯秋月，一瓣冬
雪，都要带着洁净、淡泊的心情去感受，去丰盈时光的每一个
细节，唯美生命每一段历程。渐渐地，你会发现，风霜雪雨、落
花流水、清风明月，都蕴隐着禅意诗情，都能自成一景，都能让
人心生暖。如此，即便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也能葳蕤出“落
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豪情来。

深秋，她不属于任何人，她又是每一个人的，任谁也捉不住
她，任谁也留不住她，何不将自己放逐在深秋里，妥帖一份相遇
的美好，任花开花谢，雁去雁归，氤氲一念美好和向往，来与生命
之秋同醉，始终盈满一份温婉沁心的馨香？

深秋，与我，便是一剪绣时光！

赣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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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家里的责任田由村委会安排人统一耕种莳了早
稻，晚稻则由农户自己安排。妻子留出一块田作为晚稻的
秧田，大概觉得晚稻秧田用不了那么多，妻子又捡了一些
早稻秧苗莳了一个角。

妻子多年前因病导致左手瘫痪，要强的她种菜、莳
田、砍柴、做饭样样能干，只是割不到禾。于是早稻刚抽
穗时妻子就打来电话，再三交代到时候一定要回来割
禾，说什么那一点点不好请人。

我和女儿都在上犹县城附近上班，女儿是医生，
我在老年公寓，二人相隔不远，相约六月初五晚上一起
回家，初六割禾。女儿还说初六上午她的同事会来家
里玩，要杀鸡买菜搞得像样一点。我和女儿都只有一
天的假，因此必须初六早上把禾割完。

在老年公寓上班习惯了早起，不用闹钟，五点钟
就醒了，我叫醒女儿。“唉呀呀！还这么早，我从来都
没有这么早起来过。”女儿娇嗔埋怨着。太阳还没有出
来，东边的山坳处已升起一片红霞，乡村的空气格外清
新，让人神清气爽。放眼四周，一片金黄。

来到田里，一畦畦晚稻秧苗青青翠翠，就像一床
床绿毯铺在那里，仔细一看，秧苗分布均匀，错落有
致，都是三叉秧，我突然间觉得秧苗上有多少露珠，妻
子就肯定洒下了多少汗水。秧田旁边就是莳的早稻，
禾秆粗壮，谷串很长，精实饱满，割三蔸就有一抓，沉

甸甸的，用客家话来说“很累手”。欣喜之余，心中塞
满了愧疚，丰收果里有妻子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有
妻子的辛苦耕耘，却没有我的半点汗水。

女儿毫不含糊，一束短发随意地扎在脑后，未施粉黛
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来到田头，卷起裤脚，二话不
说，弯腰就割，霍霍有声，但见她禾抓一卷，腰身一扭，随手
放在身后，一气呵成，干净利落，一会儿身后就放了一大
堆，活脱脱的一个村姑。

突然间女儿一声尖叫：“爸！我们的田怎么那么深
啊！”原来不知不觉中女儿已经割到来水口了。我告诉她踩
在刚割完的禾蔸上就不会往下沉。“我试过了，禾蔸会扎
脚。”女儿无助地望着我。“你直的踩下去肯定会扎脚啦，
你的脚斜斜地压下去就不会。”我边说边给女儿做示范。

妻子忙忙碌碌地捞禾抓，从旁边经过的阿姨们见
状一个劲地夸妻子勤劳能干：“表嫂子，你看你种的豆
子几好子，下的秧苗又粗壮又匀称，早稻又大串又精
实。你一个手亏得你去做哟！别人家好手好脚的都做
得没有你那么好。”夸得妻子笑容满面。她心花怒放，
甜甜地应道：“村里开会经常都在说要脱贫致富奔小
康，我做得到的就做一点呀，种了就会有收获，男人们
有他们的事业，多少也能减轻一点他们的负担。”

女儿的身上沾了很多泥巴，裤脚和袖套都湿漉漉
的，捞着禾抓赤脚走在路上，样子有点滑稽。同屋的叔

公看见后风趣地说：“堂堂的大医生来割禾，真是高射炮
打蚊子——大材小用。”

堂弟的老屋门口放了一辆打谷机，弟媳妇在门口
喂鸡，我问她可否用她的打谷机。我以为她会拒绝，或
者干脆不理我，几年前因为一点儿小事和她吵过几句。
没想到她答应得很爽快，并相帮我们把打谷机的轴心和
棚板拿出来。心生感动，顿悟：人与人之间如果多一点
包容，少一点计较，那么就会多一些感动，多一点温暖。

年年在外面打工，记不清什么时候踩过打谷机了，
岁月不饶人，踩了没几下就累了，换了左脚换右脚，在后
面分禾抓的女儿见状忙说：“爸，我来吧。”女儿虽然年轻，
毕竟很少干农活，一会儿额上就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女儿放在旁边的手机突然响了，我拿起手机接听：
“是张医生吗？吃了你开的药现在好多了，等会儿我出
来，你再给我看看吧。”我赶忙把手机递给女儿，看见女
儿脸上洋溢着的自信，就知道她在医院干得还可以。

有点累，但很开心，流入口中的汗水也觉得甘甜。
想不到那么一点点禾竟然收获了一担稻谷。收拾妥当
后，女儿指着手上脚上被禾叶划伤的一条条红印撒娇：

“爸，你看！又痛又痒。”说不心疼女儿那是假事，我忙
说：“没事，你看我和你妈的手脚也一样，那是老天给我
们农民颁发的勋章，好好珍惜。你快点去买菜吧！我在
家里杀鸡宰鱼，待客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该庆祝一下？”

宋城赣州
一座黛青色的城池

□胡迎春

从春秋时代的百越之地
我目送你矫健的身影
沿着相拥而下的江流
你在宋朝的盛世人间
留下一座黛青色的城池
我多想抚摸你坚硬的骨骼
听一听你为我翻过哪一个词牌

赣江湍急的流水啊
章江和贡江是你前世的柔情
武夷山，九连山和你执手相望
峰山宽阔的臂膀
揽下你所有的信物
黄竹，香樟，细叶榕
松柏都为你挺身而出

通天岩的一声鸡叫
蓬莱仙境就把山水的灵魂
留在了你脚下的凡间
忘归岩和礼佛岩的石刻里
一定有你传世的秘籍
文庙的每一炷香火
都是解开你的唯一暗语

古窑里的青花碎片
从不肯泄露关于卢光稠扩城的半点风声
此起彼伏的勾筒和唢呐声
在浮桥两边吆喝
采茶么？那是从生活里出窍的灵魂
未曾谢幕的一场大戏
道破了你曾拥有虔城这个乳名

我是你众多姊妹中的一个
我要站在郁孤台上歌唱
喊一声“同志哥”
在你脱胎换骨的城墙底下舞踏
细摸铭文砖的岁月痕迹
在你沧桑古老的身体里
深深烙上章贡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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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重阳
□邱金湟

枫叶渐红菊正黄，江流映照雁群翔。
登高亲友茱萸插，思绪随云荡远方。

喜吟赣州城
□刘显族

三水一城十六桥，岸头百里半时遥。
长街高架安全路，大道迎宾红彩飘。
公交为民小巷转，园林歌舞白头骄。
雁塔文峰宋城古，高台八景东坡描。
百年建党红船浪，章贡其时英烈豪。
国级卫生金牌闪，文明生态绿银霄。
航空高铁事神速，陆港营商欧亚交。
发展创新常示范,小康幸福乐陶陶。

重走列宁路之丹溪行
□钟琼

其一
半暮烟云连嶂岭，田间夏稻冒深芽。
鸾罗未见今朝客，早使清泉向粤家。
其二
烈日巡山风亦懒，几回路曲验真知。
疲歌难语长征事，濯尽沧桑会有时。
其三
丹溪驿路人烟少，寂静芒花满似弓。
回望青山皆是绿，红歌合唱半山红。

果熟来禽 李遇春 作

□李能玲

一

此行出发之前，我站在窗前，与这场突如
其来的雨对峙。它就这样，以瓢泼的姿态试
图阻挡我们这群人的脚步。

说走就走。算起来，这几年，我跟随这伙文
艺青年参加了不少的活动。但这次不一样。我
们要去的是宁都县西北东韶乡境内的凌云山
上。说没有顾虑是假的。但友人们对“诗和远
方”的向往打败了内心的犹豫和忐忑，想想汪国
真的“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更添底气。

于是，一群有着相同梦想的文艺青年在途
经了国道、省道、县道交替，一路从南到北，经
历了一场场阵雨，越过了一个个峻岭之后，抵
达了这个海拔 1400 多米的“宁都最高峰”——
凌云山。

说来也怪，出发时阵雨不消停，登顶凌云山
雨却停了，迎面漂移而来的云雾夹带着雨后的
清新湿润扑了过来。熟于此地的摄影师说，凌
云山主峰往北是宁都、永丰、乐安三县的分界
岭，也正因为海拔和地域的缘故，山上山下的天
气全然不同。这让大家兴奋，干脆放下行李，沿
着石梯拾级而上，顶着被灰蒙蒙雾气弄湿的头
发，此起彼落地冲着云山雾海大声呐喊、歌唱，
给山峰和云海一份响亮的见面礼。

近黄昏，晚霞被浓厚的云雾遮掩，若隐若
现。一阵风吹过，霞光拨开云雾照射到人脸，娴
静而羞涩。这时，山下东韶琳池、南团几个村落
尽收眼底。只见长短不一、或宽或窄的梯田，层
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巅与田间白云缭绕，像是
薄纱，又像是炊烟，置身于此，犹如梦境。

二

夜色沉下去，风力发电的大风车悠闲转
动。我们在凌云山寺旁边搭起了露营帐篷，渐渐
地，一颗又一颗星星在天上冒了出来，蟋蟀们也
好奇地探出了脑袋……好吧，现在，让我们坐下
来，挨着帐篷，像很多次这个团队搞的活动那
样。安静地坐着聊聊生活，聊聊文学，聊聊星空
下的那些事儿。不知何时，手风琴老师弹奏起
来，一曲悠扬的《山楂树》荡漾在山涧，琴声唯美，
扣人心弦，我们轻轻地跟着附和。时间停了下
来，我们在夜色里回忆起各自的往事。

晚风呼啸，帐篷摇曳。我们围坐着，吃着煮
熟的花生，或读诗，或歌唱，或拍照，或欢笑……
仿佛我们围拢的是一堆篝火，火星溅起，哔啵作

响，山风在火光里散了寒意。今晚，赣南的一群
文学爱好者做客凌云山研讨文学，专注的声响
惊扰了草丛的蟋蟀儿。点评宁都作家新作《蛇
咒》时，一个从小生活在建国街的朗读者激动起
来，“我很喜欢你的作品，你的文字里有我小时
候生活的痕迹。”“小说刻画的人物很形象，主题
也很鲜明，但结尾推进稍快……”

夜色又沉下去，露水打湿了睡意。我们这群
人，从50后、60后、70后、80后到90后，有诗人、有
作家、有朗读者、有摄影家、有词作者，也有单纯爱
好文艺生活的年轻人，就这样聚拢一圈，没有代
沟，没有隔阂，更没有违和感，因为热爱而汇聚，
就像今夜的银河系，眼里闪烁着星辰和大海。

三

繁星点点，一弯蛾眉月悄然挂在上空。
凝神，久久仰望。我在星空下固执地重

复并保持这个动作，把身心和盘托出。夜风
如水，里里外外洗涤着我。凡尘中的冗赘，
解甲卸胄散落一地，我只觉整个人澄澈清纯
起来，遂想起经年的梦，仿佛它就在眼前的
山峰、星辰中，在我每一个词语后面。我不
断想起这些年的遇见与美好，比如文学，比
如稻田写诗，比如攀登自己……我偷偷地把
心中的一个执念，挂在了今晚的月梢。

凌晨 4 时，古寺钟声响起，我们从山腰向
山顶出发。登顶有 600 个石阶。一步一阶，我
开始怀念一首歌曲，像是怀念一段过往，脑海
单曲循环着《陪我看日出》：“雨过了就有路/像
那年看日出/你牵着我穿过了雾/叫我看希望/
就在黑夜的尽处。”

清晨 5时 30分，我们站在了山顶。黛青的
群山经过一番挣扎露出了尖尖角，东方也显出
了鱼肚白，渐变成淡红，又渐转成橙红……朝
阳一点点地向上挪。等到 6时 20分，这个已深
红的圆圆的太阳，终于挣脱了大地的怀抱，跃
上了天际。然而，云海也不愿太阳夺了光芒，
直把它遮蔽成为银灰的圆月。不过一分钟，
太阳发出的夺目亮光驱逐了云雾，照射到我
们身上镀了一层金色，还穿透身后的云层反
射出呈圆弧状的七色光，震撼、惊叹、兴奋、
莫名感动，是日出时感知的一切能用到的形
容词。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份悠闲自
在、达观洒脱跃然于胸，我浪漫地怀想着多年
后回味此行的浪漫——那年，那月，那日，我
们在凌云山留下此生最美好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