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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裳中序第一·游巢湖有感

苍葭正泛曙，纵望烟霏浮暖树。 商雨夏风泫露，
更叠绮迥然，形雄吴楚。凌波胜处，水气盘桓尽泱莽。
千秋史，有巢构木，旷阔任吞吐。

稽古，姥山津渡，几痕黛青凝竹坞。 风樯云逐仰
俯，塔拨浮岚，吟啸延伫。正呼秋碧缕，浪涌律吹摇远
浦。 长波踏，湖天佳境，看浩荡鹏举。

八声甘州·天堂寨寄怀

尽翠烟叠嶂挂霓虹，屈原问天崖。 转溪桥越涧，
空悬栈道，惊雉鹰飞。吴楚东南第一，山水尽衔威。游
目攀跻险，壑耸云低。

势胜蒸霞喷玉，一百零八瀑，俛仰绝奇。 峪苍知
古寨，苔径任参差。 壮怀开、荡胸豪气，醉秋光、萝薜
莽暄萋。 凭栏望，恰流泉处，黄叶题诗。

少年游·大别山主峰白马尖观日出

干云突兀耸空濛，豪气任横纵。 欹倾似涛，泱茫
为岸，驰荡探东风。

跳珠千叶终收雨，暾日染苍穹。 拍遍栏杆，缕金
万壑，拔地古今雄。

秋到农家
■ 殷银山

若说春天是五彩缤纷、姹紫嫣红，那秋天
就是一个满眼金黄、果实沉甸的季节。秋天是
诱人的，令人欣慰的。来到“喜看稻菽千重浪”
的旷野，满眼是金秋果满枝头的喜人景象；走
进农家，处处是农民收割时欢乐生动的场面。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季节的轮回带来
农事的更替。

走进山乡，如黛群山遮掩下的岭树，受到
雾袭霜打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葱茏， 杂生的一
处处红枫， 为国画般浓淡相间的秋景又添了
一抹亮色。

循着山间的鸡鸣犬吠声，走近半山腰掩映
在绿树丛中的农家。 院门口栽种的一棵棵柿树
上，红彤彤的大柿子压弯了枝头，好似悬挂着
一串串红灯笼，甚是热烈招眼。 院子中间用板

凳支起的匾子、 筛子里晒满了收获的土特产，
红的是花生，黑的是籽麻，黄的是豆子……五
谷登场，农家小院里一派丰收的喜气。 后院里
新种的板栗树也已开始挂果， 农妇们拿着竹
竿、提着竹篮，穿梭在果树间忙着采摘，欢喜
的笑声起伏荡漾在农家小院。 不一会儿，那带
着绒刺般硬壳的板栗就盛满了一竹篮， 见有
客人来， 主人笑吟吟地从篮中抓出几个放在
地上，脚上使劲用力一搓，硬壳开裂后，露出
了红袍加身的板栗。 拾起，咬开，一股清香扑
鼻而来，食之满口余香舌底生津，让人不禁感
喟顿生：秋天就是这般美好，秋色给人带来视
觉的享受，秋收让人体味丰年的喜悦，秋实更
使人品味劳动的甘甜。

几场秋雨后，丝丝凉意袭来，不觉已到深
秋季节，阡陌黄花争吐艳，鑫黄稻穗飘芳香。
走进圩乡，放眼是笑弯了腰的稻子，犹如一块

硕大的黄地毯铺展在平畴沃野， 隆隆奔驰的
收割机似有横扫千军之势， 经过之处一片片
稻子变成一袋袋稻谷。 男人们忙着用车往家
运，女人们也在门口晒场上忙得团团转，一边
要将已收获到家的大蒜扎把晾晒， 一边还要
趁着好太阳将稻谷倒出翻晒， 劳动的汗珠挂
在额头上，丰收的喜悦写在脸庞上。大人无暇
顾及的孩子们，此时是最快乐的，他们一会儿
在院中开满黄花的南瓜架下追蝴蝶， 弄得鸡
飞狗跳； 一会儿跳上栓在门口池塘边的腰子
盆，划入水中熟练地翻摘着菱角，少顷便采了
一满篮青红相间的菱角。 待到母亲擦汗休息
时，急急地剥出白嫩的菱角米送到她嘴边，不
但免了被责备，反倒还能受一番赞赏。孩子高
兴地一蹦三尺高， 像模像样地唱起了歌儿：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走向乡野，感知秋天，她会向你呈现高粱
的红、 稻谷的黄这些最迷人的色彩。 走入农
家，畅想秋天，从老农秋收的喜悦中，才能真
正领悟“有耕耘就会有收获”的深刻内涵。 我
爱这红枫摇曳、芦花飘荡的秋天，更爱着黄谷
成堆、白棉成山的农家秋景。

勿忘写信

■ 江志伟

尽管邮资一涨再涨，尽管现在有了短信、
QQ、微博、微信等各种聊天工具，却丝毫不能
影响我写信的热情，尤其是给母亲写信。

我写第一封信时，只有 6 岁。在当教师的
母亲指导下， 我给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写了一
封信，向他汇报我跨入小学校门的喜讯。后来
父亲告诉我：他一直珍藏着这封信，在他的心
目中，这封信是他最宝贵的珍品。

写信成为我最喜欢的“家庭作业”，我最
爱干的事儿， 便是看着母亲将我和她写给父
亲的信，一起装入信封贴上邮票。 然后，我将
信封紧紧拿在手中， 小心翼翼地塞进邮局的
邮箱。

后来， 我考取了离家一百多里路的省重
点高中，也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母亲，于是给母
亲写信便成为我的新任务。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家乡，妈妈到车
站给我送行，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 ：别忘了
给家中写信报平安。 开始的时候，想家心切，
每个周末我都会给母亲写封信，当过教师的
她也是每信必复，信中除了叮嘱一些生活琐
事，还会对我的信件内容提出修正意见。 随
着新鲜劲儿的褪减和学习压力的增加，我逐
渐疏忽了写信的事儿。 直到一天，突然收到
一封母亲的来信，信封里只装着半版 《革命
圣地———延安宝塔山》 的普通邮票，8 分面
值，一共 75 枚。

真是“此处无字胜千言”呀！晚上，我躺在
床上彻夜未眠，为自己的疏懒而自责不已。第
二天， 我用透明纸袋将这半版邮票精心包裹
后挂在床头， 每一次看到它都像看到了母亲
那期盼的眼睛。 我给母亲的信，无话不谈，内
容丰富， 有时是一篇被老师当作范文读过的
拙作， 有时是一首刚刚发表在校园黑板报上
的小诗习作，有时是一帧运动场上的身影，有
时是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所有这些信
件， 我并未贴用母亲寄来的那橄榄绿色的宝
塔山邮票。那半版最珍贵的邮票，我一直高挂
在我的床头，铭刻在我的心里。

后来的日子里，这半版邮票伴随着我度
过下乡知青时的蹉跎岁月、度过最美好充实
的大学时光、度过以文为业的写作生涯。 当
出版第一部书时，我迫不及待地将样书寄给
母亲。 这时候的她，只能借助老花镜来辨读
我在扉页上的题字，那上边写着：“永生感谢
那半版邮票，谨以此回报母亲。 ”母亲很快回
了信，信中说：“这是妈妈盼望已久的最爱读
的一封信。 ”

这半版陪伴我度过半个多世纪的邮票，
被我用水晶玻璃板制作成工艺立屏， 摆放在
书案上，不时地牵扯我的思绪，不断地激励我
的奋进。 我常常把母亲红笔批改过的信拿出
来重读， 看到信， 就好像看到了她殷切的目
光，便再也不敢懈怠了写信的笔。

当女儿开始读书写字的时候 ， 母亲又
迫不及待地要读孙女儿的信了 。 她戴着老
花镜， 一笔一画， 给孙女儿写下了第一封
信， 还用心良苦地把信直接寄到她就读的
学校。 那天，看着女儿捧着奶奶的来信一蹦
一跳跑回家中的情景 ， 我好像看到了自己
当年的影子，不由得眼睛湿润。 于是 ，我从
箱底取出那半版邮票 ， 给女儿讲了一个邮
票背后的故事。

久居家乡的母亲一直不愿装电话， 直到
前年我们回家过年，又一次提起了这件事。母
亲最终答应了，但要求我们家信还是要照写，
更不能电话越打越长，家信却越写越短。在她
的心中，写信，寄托着亲情。

母亲说：勿忘写信。 这，是我家已传了三
代的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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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泛滥的极致化表达

■ 刘振

网络流行语泛滥 , 带来一场接一场网络流行语的狂
欢，却很少反思语言狂欢之下的异化现象。

语言异化的表现之一是极致化。 越来越多简单粗暴、
极度夸张的网络流行语冲击着人们的视野： 不管是什么
程度的感受，都用一句“绝绝子”去形容；键盘侠们指尖翻
飞，“丑哭”“美爆”“笑死”之类不绝于耳；耸人听闻的公众
号标题随处可见，似乎不用“炸裂”“爆棚”“封神”就无法
表达观点。

极致化语言的泛滥，应运了网络传播的特点。 面对
蜂拥而来的巨量信息，平平无奇的表达很难从中脱颖而
出，而那些浓烈 、夸张 、新鲜的说法更容易吸引眼球 ，很
多人为了达到 “语不惊人死不休 ”的效果 ，一味渲染夸
张，堆砌最高级词汇。有些人纯粹以赶潮流的心态，将极
致化流行语拿来为我所用，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加区分地
滥用。网络媒介的迅猛发展又极大拓展了人们的社交范
围 ，以往需要长期口耳相传 、沉淀发酵才能形成流行语
的过程 ，现在通过裂变式的社交传播 ，短短几天就可以
风靡网络。

极致化流行语大量出现，虽也是网络词汇“生生不息”
的表现，但其被滥用却对人们的语言表达产生着潜移默化
的影响。 原本，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事物是千姿百态的，程
度是大小不一的，不同程度可以对应不同的词汇。 登座小
山不能讲“登峰造极”，平常花儿当不起“艳冠群芳”，形容
与表达讲究的是恰如其分。如果不管什么情况都以最高级
去形容，既失去了表达的丰富性，也失去了表达的精确性。
这些词俨然成为社交时尚，逐渐磨损了它们原本的确定内
涵，越来越远离事物的真实情况，变成了轻飘飘的玩笑话、
毫无意义的口水词。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还是思维的工具。 滥用极致
化流行语，自以为赶上潮流，却不知不觉间降低了思维的
品质。 一个人常见常用的语言是简单粗暴的，思维也就是
简单粗暴的。 不再去辨析对象之间的精细差别，不再去形
容差参错落的丰富感受， 不再去体会事物之间的复杂关
系，不再以缜密理性的思考去辨别是非，一切都停留在简
单的极致化表达和情绪发泄上。 前段时间，中青报一项调
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心中
所想难以付诸文字，离开“梗”就不会说话，正是极致化流
行语泛滥的恶果之一。

或许， 我们应该对极致化流行语保持足够的警惕，并
有意识地让自己的语言表达返璞归真、回归本源。 尽量少
用类似极致化、省略化语言，不要把碎片化的跟风表达当
成是真知灼见，不要以为那种充满“魔性”的语言真的具有
很大魅力， 不要让主观情绪的宣泄凌驾于理性思考之上。
回到真实而丰富的生活，捕捉自己的独特感受，用具体、完
整的语言有针对性地进行描述，让语言与生活贴切地对应
起来，而不是用一句“绝绝子”概括一切。

或许，我们还应该与网络保持一定距离，重新亲近文
学阅读，在文学中培养对美好事物的观察、体悟与表达能
力。 多姿多彩的景色、生动微妙的感情、立体丰满的人物、
理性严谨的思考，这种“我手写我心”的表达是拒绝同质
化、简单化的，一旦从中体会到文字的美、文学的魅力所
在，就对简单粗暴的极致化流行语具有了一定免疫力。 的
确，互联网时代，重塑自己的阅读习惯、表达习惯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但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思维品质和精神生
活有足够的重视，当有改变的勇气与毅力。 当一个流行语
脱口而出之前，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是否还有更贴切、更
优美的表达？

■ 陈俊

杨头算得上桐城海拔最高的村庄。杨头
背依的大徽尖，海拔 1057 米，是桐城境内第
一高峰 。 杨头的山山岭岭还是我们的母亲
河———龙眠河的源头。 国庆第四天，秋阳明
艳，热情似火。连日的晴好天气，使满目青山
生机勃郁，也给我们的杨头之行带来了撼动
心灵的悸动。

山是眉峰聚 ， 一个浪峰把无穷绿掀起
来 ，往高处甩 ，甩到半空突然凝住 ；潮水退
去 ，波峰浪谷的形还在 ，我们就在这波峰浪
谷的盘绕中，到达了高旷的峰顶。停下车，向
下看 ，千峰万壑碧树争流 ，仿佛一条条游龙
蜿蜒东去 。 往上看 ，群峰耸立 ，擦着天的边
沿，与蓝天齐。

杨头村的白墙红瓦， 在对面的绿色山体
中鲜明地凸现出来。 秋天的杨头，成熟的气息
弥漫山间，茶花满枝，洁白灿灿。 村头屋后，东
一棵西一棵的柿树挂满金黄的硕果， 一些山
鸟欢快地飞来飞去啄食那甜得化不开的汁。

杨头很早就有两样东西出名：一是茶叶，
二是路难行。 对这两样，我都有过切身体会。

上世纪 80 年代初 ，我十八九岁时就来
到过杨头 ，还在村里宿了一晚 。 我那时正
在师范读书 ，结识了一位桐城中学的汪老
师 ，有一天他说带我们去龙眠老山一个叫
杨头的地方 ， 他当知青曾下放在那儿 ，和

村里人都熟识 。 他每年都去那儿买茶 ，他
只喝那儿的茶 ，顺便带我们去体会行路的
艰辛和山里人的淳朴 、热情 、好客 。 我和几
位同学欣然而往 。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那么长的山
路 。 一行人从城关走到龙眠山口 ，沿着水
库走到双溪 ，再从双溪走到黄燕 ，之后开
始翻山越岭 。 一路很少遇到人家 ，走的都
是土路 ，渴了喝山泉水 ，累了在松树下休
息 。 从清晨出发 ，一直走到黄昏才走到那
个叫杨头的山顶村庄 。 我们还是意气风发
的少年 ，空着双手走到山顶便累得气都喘
不过来 ，想想那些日日从这样的路上挑柴
担草到城里卖点钱讨生活的人 ，他们的日
子过得如何艰辛 ！

进了村，村民果然客气，汪老师一路与人
打着招呼。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家家门前都
有合抱粗的松树、香樟、皂荚树，仿佛我们误
入了世外桃源。最后，大伙儿进了几间平瓦房
的人家。有孩子跑在前面告诉了主人家，一位
憨厚、朴实的中年人早已在门外迎接。这家人
特别热情，晚饭时摆了一桌山珍野味，女主人
还给我们每人泡了一杯茶，一掀杯盖，一股幽
兰香气直扑鼻孔，清雅生津，一路的辛苦和饥
渴仿佛在这一刻得到了全部回报。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 如今村里通了水泥
路，路修到家家户户门前，买茶叶、卖茶叶再
也不用翻山越岭肩挑背驼了。 这些年，村里趁

着脱贫攻坚的好政策，大力发展茶叶经济，全
村共有茶园 3700 亩，人均纯收入超过 2 万元。
村民们脱贫致富奔小康， 家家都过上了好日
子，眼下，他们又正在谋划利用大徽尖的自然
和人文优势发展旅游产业。

我想找回一些当年的记忆， 便请本地民
俗作家项小友带我们到村庄里转转， 实地体
验下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变化。

下了村部二楼， 门前的格桑花开得纯洁
浪漫，粉红一片。 在有机茶合作社社长王忠平
的家，一进门，正面墙壁上挂着“桐城茶源”四
个大字，一语道出杨头茶在当地的重要地位。

客来茶当酒。 王忠平泡了一壶桐城小花
红茶， 这是他们合作社近年才开发的一个新
品种。 “杨头茶茶质优、价格高，但品种单一，
亩产量只有十斤左右，头茶采后，后面的就没
人采了，甚是浪费。 ”王忠平坦言，他开发红茶
就是想提高茶叶的利用率。

氤氲茶香里，轻抿一口茶，清爽宜人。 与
祁门红茶的香浓厚重相比， 桐城小花红茶香
清灵秀，清气满怀，一杯入口，让人胸气振奋。

接下来是参观茶叶加工厂。 王忠平指着
生产线上各类烘干机 、理条机 、制茶机等大
型设备，耐心地给我们一一讲解茶叶制作的
近十道工序 ：收茶 ，摊青 ，杀青 ，理条 ，初烘 ，
摊凉，复烘，再摊凉，走火，成茶。从摊青到成
茶， 他们严格按照每道工序的时间和要求，
绝不投机取巧 、省工省力 ，整个过程用时超

十小时。 “以合作社形式抱团发展，避免了一
家一户小作坊式生产， 茶的品质得到提升，
名声越来越响，价格也不断走高。 目前合作
社入社社员超过 100 户 ， 入社茶园 2000 多
亩 ， 茶叶均价每斤 400 元 ， 最高时能卖到
2000 多元 1 斤。 ”听着王忠平如数家珍般介
绍情况 ，再看着眼前的变化 ，我为山村的巨
变感到由衷高兴。

从茶厂出来，我们沿着水泥路从徐家老
屋走到王家老屋，又从河东走到河西。 当年
的草屋瓦房 ， 如今都已变身为漂亮的小洋
楼。 当年在低矮的厨房锅灶里炒茶，如今是
在钢构大厂房里机械化制茶。

王家老屋所处的位置和约略的样子 ，还
很像记忆里我曾来过的那个庄子，但 30 多年
过去，也不知究竟是哪一家了。 一户门前有棵
石榴树，拳头大的石榴压弯了枝头，并无人采
摘，看着让人眼馋。 站在门口的老婆婆叫我们
去摘，见我们犹豫，便又热心地大声招呼：“孩
子们都出去了，也没人吃，你们摘吧！ ”30 年沧
海桑田，村容村貌大变样，唯一没变的是他们
的朴实热情。

沿河去看龙井岩瀑布， 一路林花修竹甚
是幽静。 枯水季节，瀑流很小，但一瀑凌空泻
下，也给了我们扑怀的清凉。

河边，秋空下，一棵野柿子树正打开一树
桔黄的泉眼， 悬下静谧的诱惑。 它静静站立
着，成了山村的路标。

诗魂桃花潭
■ 张大鹏

清秋的江面，流水无声。 远处的山栾，薄
薄的一层轻雾像是轻纱飘荡。 青弋江宛如飘
带緾绕在青山之下。 微风有丝丝的凉意，李
白站在船头，拱手向岸上送行的人道别。

突然，一阵清亮的歌声在岸上破空响起，
“诗人行好哎，行好，行好”，“诗人复来兮，复
来！复来”，人们边歌边跟着节奏跺起脚。领唱
的正是风采清秀的汪伦，送行的人们跟着他
一起和声。 歌声在江面上飘荡，真情如江水
般流淌。 诗人的眼睛湿润，想到此次麻川之
行的 10 多天时间里，友人相聚的把酒言欢与
真情相伴，一幕幕汇成一股热流在胸间激荡。
李白快步走进船舱，挥笔写下《赠汪伦》：“李
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
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

这是天宝十四年秋天的一幕。 1000 多年
后的今天，每当我走到桃花潭，这一幕仍清晰
在我眼前展现。 1000 多年来，无数文人墨客
因为这首诗来到桃花潭。 他们的到来，不仅
仅因为这里的美丽风景。

当代画家宋雨桂 2007 年第一次来到桃
花潭时，正是满山野花怒放的春天。空气中弥
漫着野花的香味，白云在山谷间飘荡，江水如
蓝，游动在原野与山谷间，向远方伸展去。 画
家被眼前的美景感动得不能自己。 他掏出电
话，激动地给远在合肥的朋友韦国平打电话：
“国平，桃花潭太好了，你要来。 ”

韦国平驱车来到桃花潭已是向晚时分。
夕阳西下，四周群山笼罩在薄薄的光线下，绿
叶新枝团团点点，似要跃动，桃花潭水在夕阳
的映照下碧波粼粼。两岸人家青瓦白墙，一派
安静，偶尔一两声的鸡鸣狗吠传来。老少两人
站在桃花潭畔，半天无语。

“好地方，什么时候都是一幅画，一派天
成。搞绘画，在这里看三年，技艺会长进一半。
在这搞个休闲基地， 并作为一个画家村怎
样？”宋雨桂说。韦国平点点头，两代人的手紧
紧握在了一起。此后的三年多，洽谈，规划，绘
图，施工。亭台楼阁、小湖、步径、客房，桃花潭
畔平空起了一座江南园林。

宋雨桂每年都要来桃花潭。每来，两人喝
酒、散步、聊天、呆坐。 或在画室里泼墨。 甚至

是国平题，雨桂画，老少两代丹青共手。 宋雨
桂那时正在创作长篇巨制———《新富春山居
图》，他把大稿带进桃花潭，在这里甚至连画
数张。 他说，感谢桃花潭，在这里找到了灵感
与诗情。 2013 年，《新富春山居图》完成。宋雨
桂感慨：“国平，昔有李白写诗赠汪伦，我不比
李白， 但我要学李白， 我要将此画留在桃花
潭。 ”韦国平泪眼婆娑。

宋雨桂作为当代最著名的山水画家之
一，晚年创作的两幅传世之作，一幅《黄河雄
姿》，一幅就是《新富春山居图》，前者镌刻在
人民大会堂，后者永留在桃花潭。

每来桃花潭，对着悠悠江水，我总想一个
问题：千百年来，人们来到桃花潭，除了感受
美景，到底在李白的诗中品味出什么？名动天
下的大诗人李白对着无名的汪伦那么深情地
吟唱， 给我们感动的不就是他在诗中吟唱的
那一种人与人的真情？这无关乎地位、金钱与
年轮。

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几度来到桃花
潭。老先生说，桃花潭有今天这样的文化地标
位置，文旅经营做得这么好，古有李白，今有
雨桂先生和你国平的功劳， 弘扬中国文化不
仅仅是说，也是做。

他问韦国平：“宋雨桂走遍山川， 识人无
数，为什么对你，对桃花潭情有独钟？ ”

国平沉吟半天，说：“那是因为有诗魂。 ”

秋在杨头

青山绿水间 鸟儿舞翩跹 郑金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