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红色
采风诗吟

瞻仰遵义会址
飞车入贵仰宗祠，
战斗风云转折奇。
赣岭多围军事垮，
湘江一仗壮心迟。
润毛群扫黄秋叶，
渡壑唯升赤水旗。
前进指灯从此亮，
光辉照耀奠华基。

息峰集中营感怀
谁信行辕是狱场，
来观独院寸心凉。
光华沆瀣牢房湿，
气晦蓬流浊屋沧。
囚禁虎城悬万壁，
杀屠英烈哭千房。
人间垂泪歌高洁，
峰长夏荣挽菊香。

中国天眼登望
红梯贴岭看新锅，
拾级抬身步履跎。
夏艳春鹃迟有笑，
雨清梅杏早无苛。
浮云罩顶穹如洗，
射电攀高宙为歌。
瞩望全球多有眼，
中华一镜独巍峨。

中国天眼回望
并悼南仁东先生

索找深山大口窝，
廿年持剑用心磨。
清风雨岭裁衣袖，
浩日云溪织网蓑。
射电追星穷远脉，
收雷扫宇逐深波。
仁东舍命平塘镜，
只为天开故国河。

西江苗寨印记
一分白水奢风雨，
四面青山叠吊楼。
板壁枫黄依日丽，
梯田糯绿应云稠。
长情桌宴高山酒，
大爱歌台望族喉。
少女银妈三泡蝶，
蚩尤铁父九黎牛。

行望黄果树大瀑布
山开水奔轰天籁，
雾起雷沉动地垓。
宽幅白绸川上洗，
细条黄缎涧中洄。
摩肩沥雨追源岸，
擦伞漩云觅鉴台。
浩鹤乘风飚雪袂，
带回霞客阔流裁。

登贵阳胜楼有阙
传说黔城甲秀楼，
群游未进告周休。
孤怀银汉云浮水，
独逐金桥雨驾舟。
放浪形骸摧岸柳，
藏江骨阁放斑鸠。
高槐旷视苗山远，
留憾菊时再荡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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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花下的人 人在旅途

■冯 燕

人生感悟

等一个人
■章铜胜

十
月徽

州
慢
旅

■耿艳菊

■李 征

寄情于巴山夜雨
寄托深而措辞婉

■ 柳国发

读到依美诗人的一首诗，叫
《坐在花下的人》。我十分喜欢
这首诗的名字，只一眼，就倾心
了。坐在花下的人，该是一个怎
样的人呢？在那时，在花下，一
定很美好。

花静静，花轻轻，在风里淡
淡开。人坐在花树下，那心啊，
就像天边的白云一样柔软，像花
树上的花瓣一样轻灵。

一座城，城里城外，花开的
时候，热热闹闹的，出门俱是看
花人。看过了也就看过了，短暂
的片刻，轻轻浅浅的。即使留在
了 镜 头 中 ，也 不 过 烟 云 一 样 飞
走。

然 而 谁 会 是 那 个 有 心 的
人？遇到一株盛开的花树，像是
茫茫人世间逢上一个知己，要坐
下来，倾谈一番。或者话语是多
余的，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
用做，只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小坐
一会儿。殊不知，却因此晕染了
一身的花香。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
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
天下正。”热闹虽好，终是会令人
烦躁的。花朵不说话，寂寂的，
静静的，而最智慧，可以胜躁，让
人心清静。人与花俱静的那一
刻 ，这 个 世 上 还 有 什 么 难 解 的
结，绕不开的愁怨呢？统统丢开
去吧。

谁也挡不住时间的脚步，静
坐在花下的时刻也会被无情地
拽走。花下的人也得回到躁乱
纷繁的生活中。可是，到底不一
样了，坐在花下的时刻深情地留
在了心中。久之，也许就成了精
神上的桃花源，以花的静来看这

个世界。
昔时的王阳明说，你未看此

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
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
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花始终在那里等着有缘人，
寂静，嫣然，明媚。你来了，花不
在你心外，而在你的心上。因为
此时你的心就是花的心，花的颜
色。

常来花下坐，心会像花一样
静，一样明白。

诗人依美在诗中这样写道：
闭上眼睛就是花神。满树都是
城和酒。满城的花儿，因为她开
成了慈悲……她以为所谓高远，
所谓爱，不过是希望，每一朵坐
果的花里，再加一点蜜。

是坐在花下的人心里慈悲，
满城的花儿在慈悲者的眼里才
开得慈悲吧。

丰子恺先生说，你若爱，生
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
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
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不
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
个 世 界 。 既 无 处 可 躲 ，不 如 傻
乐。既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
没净土，不如静心。既没如愿，
不如释然。

慈悲者的心中一定有这样
的豁达和明白。而眼下其实就
是高远，爱每一个平淡的日子。
于花下静坐，让静气盈心，让美
好盈眸。让纷杂的生活中每一
个平常的日子都像坐果的花里
加了蜜，实实在在的甜。

谁不想成为坐在花下的人
呢？谁不想美好慈悲地过日子
呢？但愿你我都是那个坐在花
下的美好人，全城的花儿，因为
我们的慈悲而开得慈悲。

唐代是一个文化领域异常
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涌现了大
量的流派各不相同的诗人代表，
除了我们熟悉的诗仙李白，诗圣
杜甫等大家之外，还有不少风格
独树一帜的杰出诗人。

如果要说哪个诗人最擅长
写情，那么一定要提及这样一个
人，那就是唐末的李商隐了。相
信读过他的诗歌的朋友都会留
下一个共同印象，那就是其诗作
中涉及到的情感部分描写特别
细腻，通常会寄景于情，有着十
分巧妙的意境。

据有关学者分析，李商隐是
极少数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之
一，因此留给后世的作品中，大
都是诗风非常优美的作品，诗中
的意境塑造得历历在目，让人感
同身受，回味无穷。

李商隐做过官，而且还受到
过几次提拔，因此常常会因公外
出。工作上的繁忙并不会让他
忘记故人，他经常会在工作之余
写 一 写 诗 来 填 补 空 余 的 生 活 。
一个人在他乡奔忙，会让他时常
想起曾经熟识的伊人，思念会使
人 成 疾 ，在 一 个 绵 绵 不 绝 的 雨
夜，于是他有了灵感便写下了一
首叫做《夜雨寄北》的诗作，流传
到后世一直被人回味无穷。

夜雨寄北
唐·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首诗主要就是表达了诗
人的思念感情，整体讲了一个比

较简单的故事，大致可以这样理
解：李商隐远离家乡之后，收到
了故人的来信，信中询问他什么
时候能够回家。李商隐不能给
出具体的日期，可能是因为工作
上的事太忙脱不开身，也可能是
别的原因。然后就是诗人自己
感叹身处的这个时节了，正值雨
季，窗外的瓢泼大雨下个不停，
他又回想起了和故人一起的时
光。而且“剪西窗烛”是一个不
错的意境，表面上的意思是减掉
熄灭的蜡烛灯芯重新点燃，可以
引申为深夜秉烛长谈，这个意境
还是相对比较隐晦的。

从诗描写的细节方面来看，
这个“故人”应该是李商隐的妻
子，因为诗句呈现出来的氛围是
相当缠绵悱恻的，诗人想要和妻
子团聚但现实让他无奈，只好寄
情于这连绵不绝的巴山夜雨，希
望在远方的妻子能够通过这同
一片天下的雨水感受到自己对
她的深深思念。

细心的网友一定也能发现，
短短的二十八字中，“巴山夜雨”
一词出现了两次，承前启后，让
人读完这一整首诗脑海里都会
呈现出一片蜀中连绵大雨季节
的景象，有相关部门做过统计，
四川盆地地区降水的确是很频
繁的，据统计，夜间下雨就占据
了百分之七十左右，可见诗中的

“巴山夜雨涨秋池”并非空穴来
风。

李商隐的诗歌有不少都挺
晦涩，但深情却难以掩盖，在看
似普普通通的寄情于景手法中，
却蕴含着最真挚最炽烈的感情
色彩，让后世人记住了他的诗篇
和他的深情。

采薇·分享古诗词之美

尽管有瑶里、江湾、李坑这些徽式
风致的预设，十月，走进徽州，我还是被
她的丽色和厚重深深打动。

微雨屯溪

到屯溪已是傍晚，老街彩灯争艳，
微雨的地面幽光闪烁，墨彩泼地，车灯
划过，人好像浮了起来。因为雨，游人
渐少，在老街林立的商铺间穿行倒更自
在。置身其中，其深其广其雅，冲击你
的视觉。

只见重楼高起，书家匾额端悬其
上，店面深深，多为三进，一重之后，再
进一重，天井护栏，别有洞天。所售商
品，古董文玩，蜡染丝绸，中医茶饮，胭
脂熏香，凡中国式雅趣，都可在此找到
它的寄托。徜徉在每一间商铺，琳琅的
商品，有序的陈设，即便不购买，饱一眼
福亦是一种享受，更别说文气十足的铺
主，兴致颇高地叙说他的老徽墨，是怎
样几经周折才得以日日把玩了。在老
街，你分明应该听到铜钱哗哗流动的响
声，可是老街的人们却生生把它调成了
一长串优雅的钢琴曲，旅人，在雨夜，闻
此曲，美哉。

花园 牌坊

翌日天晴，秋阳灿烂，心下一喜：去
鲍家花园，秋花正意浓？重门已进，过
松坡，经枣林，豁然开处，满园青翠。这
一园子的盆景，因地就势，恢弘者集山
石岩泉绿树于一体，要把黄山之奇险秀
尽纳其中，玲珑者，一枝遒劲，屈曲盘
旋，要唱一曲生命之歌。

影墙之下，枫叶斑驳，廊庑尽头，银
杏伫立。若有时间，这近万盆的景致，恐
怕每一盆都会有一个生动的故事。以
往只道苏州的园子幽深精巧，不曾想今
日竟无意遍览徽派盆景的精华。想这
园子的主人当年修此园，把巨大的财富，
悉数转换成这诗意横生的翠色艺术品，
那胸中得藏有多大的雅气，而那些日日
行走生活其中的家人女眷，又是何等的
幸运。出得园子，秋阳当空，竟无半点失
落，真所谓，翠色千姿，无花意兴别样浓。

花园不远，就是棠樾牌坊。与花园
藏秀纳雅大异其趣的是，森然肃立的男
祠女祠，昂首耸峙的牌坊群，在秋日的
天空下，显得威严而凝重，仿佛历史的
册页，你无法翻动，它深深扎根于脚下
的这一片土地，以它强大的威力，规范
着生活其中的芸芸众生。

每一座牌坊承载的，都是一个登峰
造极的故事，挑战人性，又书写人性，你
不可以单纯地肯定或否定对其进行评
判，置身其中，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力
量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但在这片程朱
理学的发源地，又确确实实走出了朱
熹，戴震，詹天佑，胡雪岩，黄宾虹，胡
适，陶行知等，诸多中国历史不可绕开
的文化名人，新安画派，徽剧，徽派建筑
艺术都是这块土地上孕育出来，奉献给

后世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离开此地，
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导游解说，不似别
处景区一脸的骄傲和自豪，而是中性客
观地讲述。

潜口 民宿

潜口适宜隐居。民宅之外，紫霞山
麓窈然深秀，丛林莽莽，可以弹琴复长
啸。民宅博物馆，虽曰民宅，实则民宅
官祠都有，依山参差错落。明清时期徽
地百姓的日常起居，集众议事，宗法祭
祀等，都可以在此找到印记，要研究欣
赏明清徽式建筑艺术，在此亦可以找到
很多实例，而对于普通旅行者，在我看
来，这种用挪移大法罗致的聚落，虽然
省却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麻烦，却也减
弱了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惊喜。

将出大门，一眼瞥见古戏台上暗红
的横幅，上书“戏如人生”字样，我想，当
年这些民宅的主人，恐怕从未想过，他
们的居室，在几百年后的今天，竟会戏
剧性地变换了原有的位置，成为后人参
观研究的艺术品。

出潜口，途径潜口塔，斜阳中，见塔
身砖雕依然醒目，塔檐野草密生灌木茂
盛，似须眉逆生的苍苍老者。暮色渐起，
两山之间忽见一宽阔铮淙的溪涧，投宿
溪上小村便成了不二之选。店家待客，
却不客套，仿佛你是他家的老朋友。

晚饭在主人的竹制长廊进行，席
间，不知何时，一只通体雪白高与桌齐
的大獒，站在了桌旁，起初吓我一跳，但
它却异常温顺，看你的目光充满了恳
切，我忍不住喂了几块肉给它，等主人
唤它，才乖乖离开。饭罢，发现民宿简
单洁净，却没有毛巾，只好去村子的小
店，店家忙着手头的活计，只说下坡往
里走就可找到，天黑路生，只好勉为其
难，下坡时，蓦然见刚才那只大獒竟走
在我前面，并一直把我引到小店，它雪
白浑圆的腰身在黑暗中缓缓扭动，极为
醒目。等我买好毛巾，它却跟在我后
面，等我回到光亮处，再转头看，却再也
没有看见这一团雪白。夜色中，有点恍
然若失，心下感动：莫非是，山川秀美，
生长于此的动物也被赋予了灵性？

宏村

枕溪而眠，一夜无梦。清晨，阳光
密密的丝线穿过晓雾，过山越岭，宏村
就在不远处。南湖长长的堤岸是宏村
的伏笔，走上堤岸，宏村是一盛装的大
家闺秀，她不艳丽却在紧要处精心勾
勒，南湖是她弯弯的眼眸，她不看你，你
却处处以为她的眼里只有你，蓝天赋予
它眼波的底色，白云在她的眼波流转，
柳影婀娜，画桥尽处，绿荷盈盈，偶见莲
红一朵，风过处，碎了柳影，皱了满池的
黛瓦粉墙。

宏村端庄大气。山是眉峰聚，水是
眼波横。依山面水，天光云影，世态人
情，百代兴衰尽收眼底。宏村的创建者
是颇接地气的艺术家，烟柳画桥，流水
人家，极尽浪漫之能事，而仿生的牛形

村落布局，又始终不离农耕的朴实本
源。

宏村人智慧聪颖。明清之际，徽商
遍布天下，以盐，茶，典当业称雄于世，
亦商亦官，亦商亦儒，他们叱咤商海，行
走官场，一旦回到故土，兴建筑办学堂，
崇学之风蔚然而盛，南湖书院就在村
口，琅琅书声是徽州文化绵延后世的有
力证明。承志堂敬修堂是宏村建筑的
点睛之笔，高门翘檐，富丽精工。木雕
华贵，令人叹为观止。浮雕栩栩，透漏
立体，无一不精细。山川秀色，人心所
愿，无一不蕴含其中。匠心所具，处处
尽是智慧。

游人如织，喧嚣之中，天色将晚，仍
觉不虚此行。

黟县 西递

夜宿黟县县城。与我故乡的小城
比，它小，静谧，没有所谓的城市的物资
丰富。但你绝不可小瞧它，它像一个穿
着朴素衣衫的神秘老者，说不定他的袖
筒里，就藏着某个你叫不上名字的宝
物，南屏，塔川，木坑，宏村，西递都是。
宏村之后，西递，西递，我对西递充满了
期待。

徽州名胜，除黄山外，我最早知道
的要数西递，少年时代所见的画报就有
西递，她的黑瓦，她的白墙，她的石板
路，她的溪流潺潺，还有相机，画板。印
象中，西递只能属于他们，西递，是这样
一个所在：夕阳像一束追光打在她的粉
墙上，举着相机，穿着有好多口袋摄影
马甲的摄影师，还有背着画板的画家缓
步其中，他们的影子映照在墙上，就这
样，慢慢跟着年轮流转。这是我少年时
有关西递的构想，她只属于浪漫，而绝
不沾人间烟火。

与宏村相较，西递跟她避祸的祖先
一样，显得更内敛。下车后，早晨的阳
光绕过一条树影婆娑的小道迎接我们，
做足了悬念才到村口。村头水口的胡
文光牌坊雄伟挺秀，它所承载的恩荣故
事不沉重，这让人很愿意驻足欣赏牌坊
石雕的精巧。

西流的两条溪水把村子分成两大
部分。先去的北面，深宅大院与充满年
代感的小巷就像老照片，游人颇多，又恰
巧碰上表演婚庆嫁娶的民俗队伍，一时
锣鼓喧天，喝彩声起，很是热闹。可这不
是我的西递！所幸穿过曲曲弯弯的石
板路，终于到了南面溪流，喧嚣瞬间远
离，只见小桥上，流水旁，粉墙下，或坐，
或站，有许多写生的学生，他们静静地涂
抹，画里画外，有我心所向往的意趣。这
样南北迥异，半是俗世半是仙的景象，竟
很奇妙地糅合在西递古老的街巷中。

午后，登上村外高山俯瞰西递，这
座船型的村落静静卧于大山脚下，真希
望她像一叶不系之舟，不要被过多的商
业因素破坏了她原有的灵气，而在历史
的长河自由地游弋。

十月，慢旅徽州，目之所见，富丽多
姿，心之所感，诸多新奇，故为之记。

有时候，我们需要耐心地去等一个
人。更多的时候，我们总是在等某一个人。

也许，我们至今也不清楚我们将要
去等、正在等的、或是已经等了很久的
那个人到底是谁，直到在一个偶然的机
会里，我们蓦然遇见的那一刻，才发现
自己想要等的人是谁。

这样的等待有点尴尬的意味，可我
们还是会耐心地去等一个人。人心中
的想法，有时候就是这样地难以捉摸。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
花。”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赵师秀在等一
个人。黄梅时节的雨季漫长，人的心情
恹恹的，池塘里青草漫漫，像细雨一样
绵密茂盛。雨季里，赵师秀心里烦闷，
就约了朋友来，他是渴望这次相聚的，
就耐心地等着。已经过了夜半，他要等
的人还没有来，于是，他就拿着棋子轻
轻地在桌上敲，直敲得灯花也落了。如
豆的油灯的光芒，在春夜里一明一暗，
闪闪烁烁，仿佛灯光也是潮湿的，如此
刻等人的心情，在雨声和蛙声的间歇

里，忽明忽暗，亦愁亦喜。
有约不来，等一个人的心情是浓重

如墨的夜色。
等一个人，等不来，总盼望天在下

雪、下雨，或是突然就升起了很浓厚的
雾，于是，就有了一个合适的理由来安
慰自己。雨天，路总是很滑，那个人大
概也和自己一样，怕在这样的天气里出
门，他大概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才没
有来吧。

雾这样大，等的那个人可能住在江
之彼岸。因雾阻程，他的心情也是不愉
快的吧，此刻，他也在想着我，于是就将
微笑浸在浓雾里，变得浓白。或许，还
会在心里想着，自己要等的人此刻正站
在江之畔，在等着一江雾散吧。无奈
时，他顺手在江边折了一枝水草，或是
几朵小花，拿在手里，默默地在心里遥
寄对我的思念吧。雾散了，他会来吗？

至少现在，要等的那个人是不会来
了。知道了等的结果，索性就不等了。
决心不等，心下也就释然了。捧一杯清
茶，抽出一本唐诗或是宋词，随意打开，
希望能在随意打开的平仄长短的句子

里，邂逅那个自己等了很久的人。
张爱玲也等过一个人，一个不该等

的人。她的小说《小团圆》的开头我非常
喜欢，那样的突兀，把一个九莉突然地放
到你的面前，那样一个人好像就站在你
身边，给你的印象那样深刻，那样特别。

“九莉快三十岁的时候在笔记簿上
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
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九
莉在等一个人，这样的等待像是“所有
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
等待”，而不管是否下雨，九莉等的那个
人多半是不会来了。那是一个不值得
她去等的人，不来了，似乎更好。

我们也在耐心地等一个人，不管他
（她）来不来，也不管是否值得我们去等
待，没有等到那个人，我们又怎么会知
道这些呢。

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在生活的无
奈中，有心情去等一个人，不管那个人
来与不来。我都会耐心地去等他（她）。

在生活中，耐心地去等一个人，其
实也是在等待中期望遇见另一个更好
的自己。

故 乡 行

鄱湖近处小河旁，
碧瓦红墙几十房。
陌上清风摇柳绿，
园中细雨润花黄。
曾经巷内泥沾脚，
自此门前路闪光。
放眼凝神观故里，
犹如淑女巧添妆。

■ 陈金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