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伟

很喜欢中央电视台的《朗读者》
节目。不同的朗读者，用声音讲述悠
悠岁月里的故事， 表达着内心深处
的情感。濮存昕、张梓琳、徐静蕾、麦
家……一个个朗读者为我们展现了
生命中最动情的时刻， 让情感在某
一个瞬间凝固。

我以为， 朗读的妙处在于把故
事和情感用真情演绎一遍， 以便于
我们更深刻、 更丰富地体味人生的
种种况味，让生命更加丰盈和厚重。
朗读，让我们深深铭记，让我们懂得
珍惜。 朗读，让记忆永存，让生命升
华。

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遭遇了人
生的重创， 以为自己永远也走不出
那个幽深的黑洞， 再也飞不起来。
这个时候， 朋友送给我几本书， 对
我说： “每天早晨起来， 你就大声
朗读里面的文章。 朗读的同时， 心
中的浊气会慢慢消散， 文字的清气
会弥漫心间……” 书里面的文字，
充满了阳光的味道和向上的力量。
我想， 生命除了磨难和痛苦， 还有
那么多值得珍惜的。 即使磨难和痛
苦， 翻开它们的背面， 依稀可以看
到它们带给生命的深度和广度———
无论如何， 生命都是值得珍惜的。
每天， 我大声地读那些智慧而美丽

的文字， 就如同沿着阳光
的指引， 终于抵达了春色
无边的彼岸。

走出了困境， 我依然
喜欢朗读， 把生活中的喜
怒哀乐用声音演绎出来。
我成为了生命的朗读者，
人生悲欢离合， 语调抑扬
顿挫，把生命的各个章节朗读出来，
我收获了一份沉淀着生活百味的礼
物。 生命如酒，散发着醇香的味道，
而且愈久弥香。

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做生命的
朗读者。即使你的生命再平凡卑微，
人生的历程也不可能波澜不惊。 人
生中总有一些浓墨重彩的片段，是
我们用尽心力来完成的，值得铭记；
也有一些不期然的喜与悲， 毫无征
兆地来打破宁静， 这些记忆甚至成
为了人生的分水岭， 左右了生命的
走向，所以需要我们回味。

不可否认， 人生中除了偶有大
喜或大悲，大部分日子是平凡的。平
静如水的日子，正是最真实的幸福，
我们仍然要做生命的朗读者， 好好
品味岁月静好的味道。 做一条缓缓
流淌的小溪，一路走，一路歌，轻轻
吟唱着走向远方。

做生命的朗读者， 你会把日子
过得诗意和从容， 每一天都充满了
希望。

戴希

起初，雯雯的父亲爱闯红灯。每次同行，
雯雯提醒或者劝阻父亲，父亲都说：“何必那
么教条？ 人是活的， 交通规则是死的呀，你
看，暂时还没有车辆过往，我们三下两下就
跑到对街了！ ”说着抬脚便走，雯雯未动他也
不管。

父亲有遛狗的习惯。 有天，父亲带家里
的贵宾犬小宝去户外遛遛。正准备走斑马线
过街，对面的红灯亮了。父亲左右一瞥，暂时
还没有车辆过往，抬脚便准备冲锋。

可这时，父亲的裤脚忽然被身边的小宝
死死地咬住了。 父亲要前行，小宝却扯着他

的裤脚拼命地把他往后拖。 只片刻，很快有
车辆过往，父亲没法，只得停在街边等候。

待绿灯一亮，小宝立马松口了。 父亲走
斑马线过街，小宝也紧随他形影不离。

父亲感到有趣更觉奇怪：“这小畜生怎
么也知道有交通规则，而且一定要自觉遵守
呢？ ”

回家饶有兴味地说起此事，雯雯就忍不
住笑了。雯雯十分自豪地说：“咱家的小宝可
是我教的哩！ 它真聪明可爱，只教两次就会
辨识红绿灯，就牢牢记住‘红灯停，绿灯行’
的训诫，决不越雷池一步了！ ”

“干嘛要这样啊？ ”父亲追问。
雯雯又一笑：“我是劝阻不了您的，可小

宝却有办法呀！ ”
“你呀，你这个小精怪，人不大，点子

多！ ”父亲的脸禁不住红了，红得像绚丽的晚
霞。

“那您以后还闯红灯吗？ ”雯雯察言观
色，下意识地问。

父亲脱口而答：“不闯了！ ”
“为什么呀？ ”雯雯笑问。
“狗都不闯红灯，我还是人呢！ ”父亲瞥

了小宝一眼。
这个做法让当地领导知道后，领导觉得

很好，是个新招，很快决定在当地全面推广，
而且很快就成了当地创建文明城市的一个
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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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牛

朋友邀我去一个叫“石牛”的乡
下走走，我欣然应诺。 也走过不少地
方了，名字带“牛”的地方还真没去
过，自己名字也有个“牛”，亲切感就
来了。 去了石牛又知道，自己与这个
山清水秀的地方还有奇缘。

5年前， 我写了一部立意环保的
中篇小说，讲述一个乡村的干部群众
为保护家乡的美丽山水，用勇气和智
慧成功抵制上头招商引资开厂采矿
的项目，小说被一家大型文学期刊头
条推出。 故事纯属虚构，却没想两年
后在石牛乡上演了真实版：也是为了
抵制对环境威胁极大的采矿项目，也
是干群齐心协力斗智斗勇，一个已前
期投资过亿规模不小的矾矿在即将
成型时，硬是被石牛人拉下了马！

我不能不由衷地钦佩石牛人了，
正是有了对家乡山水的深情眷恋，正
是有了穿透世潮的远见卓识，才完好
地保存了这块藏于深山的璞玉，也才
让世人面对这块璞玉无不惊喜于其
中的无价蕴含。 虽是时间过于仓促，
不足两天， 且天公作梗雨多路滑，我
们的足迹尚不及石牛乡美景的十分
之二，但我心已微醺了。 穿行于数公
里长的李子坪山冲，耳畔悠然回荡古
人“千里莺啼绿映红”的佳句；徜徉在
无边竹林中，心中静静化出“独坐幽
篁里”的妙境；凝望两丝潭瀑布，禁不
住想将那个千古名句改为“疑是银河
落碧潭”；登上九峰山头，则整个人都
有了“荡胸生层云”的豪情；还有滴水
洞、迷杉林、鸡头峰、树山水库、鸡冠
石水库……一系列景点单听名字就
叫人心向往之； 而无论走在哪里，那
新鲜如野菜汁般的空气都令人贪婪
地大口吞咽， 双肺好像洗过一般，就
恨不得把这嫩鲜空气塞进全身每一
毛孔，带回霾压下的城市去。

陪同的朋友说，作为堪称“南岳
少祖”的石牛，弥足珍贵的无疑是其
翠山碧水的原生态，但更难得的还是

石牛人的山水情怀。 这山水情怀汇入
时代目光， 便有了保护自然资源，发
展乡村旅游经济的明确思路，有了请
专家参与绘制蓝图的大手笔谋划。 我
在石牛的山水间穿行时，就看到由石
牛人请来的中南林科大的专家在脚
踏实地考察，还看到乡政府干部为提
升石牛旅游品质而忙碌的身影。 朋友
也是石牛人，满脸神情难掩自豪，说，
石牛人有不同凡俗的远大目光是不
奇怪的，这里地灵而且人杰，近代儒
家大杰曾国藩就曾慧眼识珠相中这
块灵地， 将其故去的父母葬于这里；
湘军创始人之一、思想家兼文学家罗
泽南的诞生地也在这里；这里还是中
国医科大学创始人李亭植的故乡；而
被毛泽东称为“救命菩萨”的中共首
位工人党员李中，也正是从这里走向
中国革命斗争大舞台的。 朋友神采奕
奕地不停挥手比划：既有深厚人文底
蕴，又有宝贵自然资源，更有当代奋
斗精神，不久的将来，石牛定将以其
清纯而秀丽、丰厚而醇浓的更大魅力
化身最美乡村，引来游人如织呢！

我深以为然。 除了被朋友的豪迈
感染我还有更多感慨：石牛乡为什么
名为“石牛”？ 仅仅是因为一座山头形
似大牛？ 想想，我们的农耕文明历史
悠久，而农耕文明的标志性符号无疑
就是牛。 在城市化成为工业文明重要
量化标准的今天，农耕文明被工业文
明迅速吞噬已成不可逆性的人类发
展潮流。 然而当我们一边大把攫取工
业文明带来的物质享受，一边恐慌于
城市生活带来的健康威胁和心灵挤
压时，我们是否发现，远处田野中的
牛正用忧郁的眼神注视着我们？ 当
然，人类在现代社会的前行脚步是不
能停下了，但现代人在越来越难舍一
种乡情，越来越怀念一种乡愁，越来
越回味一种乡韵的时候，我们深情的
眼神里， 那代表农耕文化的牛的形
象，是不是也在越来越清晰！

难怪， 石牛乡政府的大门口，就
立着一尊硕牛的雕像。

蒋三立

桐子坳村有许多古老的银杏树
初冬的风，不知不觉几个夜晚
就在树上树下铺开了金色的梦境
阳光下，有许多外地人在拍照

遍地炫目的金色叶子，漏下树枝的白亮的阳光
不远处陈旧的老屋，红绿相间的阔叶林
迷惑、抚慰、揉碎那些城里人的心

老屋的夹墙处，守着孤独身体的老人
村庄深处，看不见的暗物质
使得归来是那么蹒跚不易

来过的人都会离去
在这里出生的父亲和妹妹早已放弃这里的家乡
去了另一个世界

今天，我赶走心里的神
又开车经过这里的家乡
像鸟一样掠过翅膀

活着的我隐藏不住内心的爱
爱常常使我显得肤浅，眼泪一样
常常令我回忆和孤独
一代一代，绵延不绝，隐隐作痛

爱，最终会使我的翅膀受伤
想飞也飞不远

陈黎明

我的故乡在雪峰山区，说具
体一点是在雪峰山腹地的穿岩
山国家森林公园。

公园里有一片野生茶树，它
长在灌木丛中，我们把它叫灌木
野生茶。 它是雪峰山仅存的一
片野生古茶树。 我少小离家，
走南闯北，品尝过世界上无数
茗香，但总觉得，所有的茶叶
都不及家乡灌木野生茶的味道。

穿岩山海拔高不过700米，在
巍峨蜿蜒的雪峰山脉中， 的确不起
眼，但它的传说故事很多很美，物产
十分丰富，它是黑茶之源，过去是雪
峰山区重要的茶源地之一， 茶马古
道就从公园穿境而过。 据说左宗棠
当年去新疆为官， 随马车运去的棺
材里面，装的全是雪峰山黑茶。

“谁不说俺家乡好！ ”也许，人们
对家乡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我是喝
穿岩山的山泉水， 吃穿岩山的薯米
饭，闻穿岩山的茶香长大的，对家乡
自然怀有血浓于水的情感。 现在穿岩
山兴办旅游， 每天有很多游客前来游
玩， 尤其是那片野生茶树还能够保存
下来，我感到无比高兴。 前不久，突然
接到老家村主任、 我的发小猴子打来
电话，邀请我回家参加釆茶仪式，我立
马答应。 而童年采茶的往事就像放电
影一样历历在目。

穿岩山其实是没有茶园的。 在这
里，你看不到那一行行，一排排修剪得
整整齐齐的茶树。 穿岩山的茶园就是
穿岩峰那片长满了灌木的树林， 野茶
树就长在丛林中，长在岩缝里，长在云
深雾重处。它没施过化肥，也没打过农
药，完全原生态，更显得弥足珍贵。

据一位植物专家说， 野生茶树现
在地球上所剩无几，这片茶树能在北
纬30度人口相对稠密的区域存活下
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大炼钢铁那
些年，公社干部想把这片树林砍去当
燃料， 遭到了当地山民的一致反对。
分山到户那阵子，穿岩山周边的山民
大做所谓的“山”字文章，向山地要粮
食，要效益，砍的砍，烧的烧，山上的
树木几乎毁灭殆尽，唯有这片茶树留
了下来。

婴儿“开天眼”是我家乡的一个
习俗。 婴儿在出生后第三天，要请接
生婆或有经验的妇女用鹅毛沾药水
给婴儿洗眼睛，将蒙在婴儿眼上的胎
垢洗掉，让婴儿尽早睁开眼睛。 也许
你感到稀奇，但过去的新生儿可没有
现在的婴儿那么灵动，一离开娘肚子
就闪动着眼珠子看世界。 听外婆说，
我出生两天眼睛都不曾睁开过，是
外婆在我“开天眼”那天，从山上采
来树叶煮成药水，趁药水微温时，用
一根鹅毛沾上药水， 轻轻将我的眼
睛胎垢洗净，使我睁开双眼，从而看
到这个精彩世界。

小时候， 我看到最大的茶树有
二三米高，树径有杯口大小。 杯口大
的树木在外行看来也许并不起眼，

但茶树属于小乔木，能长到这么大，树
龄没上千年，也有百年了。灌木林中茶
树发新芽的时间明显比外面茶园迟，
这是由它的光照时间决定的， 所以穿
岩山灌木野生茶没有什么谷雨茶、明
前茶之分， 真正的采茶时间是在每年

的四月中旬。
茶树长出新芽后，要等乡里德高望重

的老人査看，挑一个黄道吉日，选一对金
童玉女， 举行一个开釆仪式后才能釆摘。
开釆时每户只能派一人进山釆茶。

在穿岩山釆茶，不是以釆多采少论成
绩，而是一直遵循适度釆摘，按需釆摘的
传统规矩。釆摘时不能将所有嫩芽一次全
部釆完，每株茶树上要留几个芽尖，让茶
树长高。 采茶只能按当年的需求釆摘，不
能多釆。 有的乡亲可能要收亲嫁女，有的
则要修屋上梁，凡办这类喜事的只要事先
告诉管茶事的长老，就可以多釆一点。

穿岩山采茶有规矩， 制茶也很有讲
究。

首先是晾晒。晾晒的地方在日照充足
的杉木皮屋顶。用老人的话说，是沾阳气。
由于野生茶树长在灌木丛中，光合作用显
得不够， 他们便将茶叶放在杉木屋顶翻
晒，让茶叶吸收一些阳光。 晾晒的时间不
能长也不能短，短了，炒出来的茶叶香气
不浓，长了，茶叶会被晒焉，形状不美。

晾晒工序完成好后便是炒茶。这个与
其他地方相差无几，只是茶叶打包保存有
所不同。 这里是用竹帘做内包装，用杉木
皮做外包装，然后又用竹箟紧身。 这种工
艺方便了茶叶的搬运。

保存茶叶的地方也与众不同，它不是
仓库，而是在居住的房间和客厅。 据说茶
叶能分解一种茶酣，茶酣不仅能够清新空
气，更能杀死空气中的细菌，是一种极好
的空气净化剂。

还有敬茶与品鲜。第一锅新茶制作完
成后，开始敬茶。 要把第一泡茶放在神龛
上敬上苍、敬山神，敬茶祖陆羽，敬祖宗先
人，敬炒茶师傅。

炒茶师傅品尝后，大家才能聚在一起
品尝。 第一泡茶一定要用山泉水泡，水温
控制在80摄氏度左右，这样泡出来的茶自
然香美。 参与品鲜的人一般都是亲朋好
友。 品鲜时要故意把茶水喝响，并连声说
好茶好茶。

今年的采茶仪式，雪峰山旅游公司安
排了十几位美丽的花瑶姑娘参加，一路载
歌载舞，欢声笑语，还有一群摄影师、记者
前呼后拥，可谓热闹非凡，但这种场面却
没有我记忆中那样神圣肃穆。 那会儿，我
内心的感受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穿岩山确
实大变样了，家乡的农民因为旅游，生活
变得幸福快乐了，忧的是有些东西仍然从
我们的眼前和记忆里消失了。

这次回乡釆茶， 我觉得釆的不是茶
叶，而是一种深植于骨髓与灵魂深处的乡
愁！

愿穿岩山的灌木野生茶永远安好，茶
香万里。

香

遗
留
在
雪
峰
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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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树 （外二首）

绵绵的春雨带着细密的寒意和倦怠
手一伸就到了春天
感觉到了田野上空云层的翻滚
冬天没犁过的地长出一片片绿嫩的草
迷住了多少少年和鹅、 羊
还有刨地鼠、 白毛兔
多少年了春天啊
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仿佛就要到来

路连着一座一座山峰，仿佛连着天
阳光照着多彩的山林
偶尔见到白鸟披着雾纱在飞
秋末初冬的景色治愈了怀乡的伤痛
低矮处是白墙青瓦的村庄
还有穿蓝翠花格子衣的人，挎竹篮走向河边
大大小小的麻卵石点缀着蓝色的
深深浅浅的河流
一路的景色从眼前流淌怀乡的蜜和血
抬头一看，云朵上面还有蓝天
念一声阿弥陀佛
梵净山不是超脱也不是归宿
再奇妙的旅行，总有一天也想要回家
河流最蓝的时候

清晨，热浪还未袭扰它时
它散发出薄雾弥漫着我
河边的树林，树林的松针叶和我交换呼吸
接下来，鱼跳出河面的声音
高处的云、南太平洋吹来的风
河对面山寺里悠悠的钟声
树叶偶尔掉落的声音
越来越红的神秘的晨光
弥漫着我挣脱不了的灵魂
在北纬二十六度左右的湘南
在三伏天的二伏末
在河流最蓝的时候
鸟和蝉的叫声就会慢慢安静
而潇水只默默的让它怀里的大群的白鸟
沿着河岸和倒影低低的飞

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

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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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命的朗读者

狗的妙用

小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