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忆里的美好

四月，清明雨是淅淅沥沥的，带着晚春的凉意，雨细
如牛毛。夜晚，远处灯光如豆，思绪飘浮。雨夜，总会让
人忧郁几分。

远在北方扫墓的淑云在微信给我发了一段文字：
“时光如梭，我们忙着长大。当初记忆里的美好，都模糊
在匆匆的路上。你是否还相信，这一切不会随风而逝，
而会成为我们心底深处静美的沉积。岁月泯灭不了初
心，愿每一个过路人，看遍繁花落尽，细品人生精髓，归
来仍然是少年。”

看完这段文字，我眼中濡湿一片。有着玲珑剔透心
的淑云，最初从遥远的家乡来到这个南方城市，如今两
年后第一次回家，多少感叹会萦绕于心。最初，因为逃
避而离开，如今，为了思念而踏上归途。在她的记忆中，
依旧有着抛不开的过往，而岁月磨灭不了那曾经的渴
望。这世间，孰是孰非，谁能有最好的判断？

淑云发过来一张照片，在一个高山上，草丛青青，野
花摇曳。不远处，能看到不下几十人的扫墓之人，正围
绕而坐。照片中的淑云，戴着草帽，穿着一件白衬衣，牛
仔裙，随意而秀丽，她捧着一束野花，笑容烂漫。她的笑
容，应该是对着拍照的人。淑云发过来一句：他在拍，我
在笑。原来一切冥冥中有注定的，他的妻子和女儿在身
后，我的眼模糊了……

时光荏苒，没有谁还可以归来仍然是那个少年郎。
一个能两年没有回故里的女子，心底的伤会有多重？她
不曾说，我也不问，那是心底深处的伤痕。曾经看到她
对着远方思绪万千，也知道她在过年过节会邮寄礼物到
远方的老家。在一座城，思念一个人，记忆里的美好渐
行渐远。忙着长大的同时，学着跟自己和解，跟岁月和
解。你妥协不妥协，生活还是马不停蹄地向前。而淑
云，能勇敢地面对，相信也会在不久的将来，遇到自己的
白月光。

岁月更迭，年复一年，繁花落尽，年年相似。昨天的
美好是今天的回忆，那今天的美好又何尝不是明天的回
忆？那是积累的丰盈。做不了那个最初的少年，亦可以
保留一颗少年心，充满期待，让爱可期！

年少时，看到母亲珍藏着父亲上高中时一张照片。
大头照，那时是上色。照片中的父亲浓眉星目，帅气逼
人。照片背面，写着：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来。那时懵
懂，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后来明白了，那是父亲对自己
的勉励，时光易逝，岁月无情，多少美好都不会常驻，珍
惜眼前好时光，要怜惜眼前人。有一次母亲说，当年和
父亲在上高中时相遇相知。毕业会上，父亲提了这几个
字在照片背面，放在一个笔记本里送给母亲……

那一次，是母亲跟我说话最多的一次。不再年轻的
母亲脸上带着少女的羞涩，眼中泛着光芒，清晰地说着
当年和父亲相处的细节。父亲在一边笑而不语，我听得
津津有味。最后，母亲说：“时间过得真快啊，现在我们
都老了。可我一点也没忘记那些场景。”

流年似水，如今母亲已经离去，父亲是白发如霜，不
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当年的那个少女。当看到淑云的那
段文字，想着她的故事，心中感叹，还有当年母亲跟我说
过的话。都说美好的回忆是财富，滋养着心灵，此话丝
毫不假。

人在旅途

■ 施社淦

每年四月，彭泽县棉船镇的万亩油菜花
就含笑绽放，万亩麦苗就开怀抽穗，四面八
方的人也纷至沓来倾情观赏。人们纷纷举
着相机或手机疯狂拍照，生怕会遗漏了不该
遗漏的最佳视角和最美镜头。看那架势，恨
不得把所有的田块都搬回家去才足以尽兴。

棉船，其实是长江中间的一个大冲积
洲，属于四面环水的平原洲岛。所以，要去
那里观赏油菜花海和麦穗碧浪，必须在其南
面的马当镇渡轮过江才能抵达。人们在码
头排队的时候，虽然表面上脚步轻挪地缓缓
前行，内心里却如同眼前的江水一样澎湃翻
腾；船至江中，内心又像脚下的渡轮一样砰
砰不定。于是，有的纷纷走向船舷靠着栏杆
翘首极目眺望远方；也有的站立船头进行屏
气深呼吸。靠岸时，前面甲板上的人和车依
次登岸，像潮水一样穿过村巷沉醉于金色海

花里痴迷于馥郁麦涛之中。
视野中的油菜花冲着游人点头微笑，宛

若眉清目秀身姿曼妙的窈窕淑女。一块块田
在一条条路的界定中，就像一个个摄影棚；所
有置身于花海的观赏者，都像出色的摄影
师。一时间，无论枝头花还是花间人都有一
种对于春天的贪婪，因而也都在倾其所能地
给对方以配合。棉船的另一番壮观景象是，
油菜花海边缘上的万亩麦浪。当人们不知不
觉中来到麦田边上时，抽了穗的麦子齐刷刷
向人们点头示意。她们俯首之间，一阵阵碧
浪跟随微风滚滚而来，给人拂去额头上的汗
水，为人送上温馨的抚摸。这时候，原本想席
地歇息的人们早已被撩拨得心潮起伏，于是
又纷纷举起相机深入麦田冲浪去了。

棉船的地形平坦，房屋一律是建在防
洪大堤两边的。所以，村庄及村中绿树和

路灯也都是“一”字排开的。为此，倘若站
在高高的楼台上放眼观赏，会是别有一番
景致：万顷田野被黄黄的油菜花铺成了金
色地毯，地毯上人头在云蒸霞蔚中攒动煞
是壮观。来的方向还是车流不断人群蜂
拥，停车场上都泊满了各式各样的车辆。
春天的气息格外浓郁，从花丛中袅袅地往
上倒灌，让人不禁有一种缥缈升腾被羽化
成仙的感觉，有一种远离尘嚣的浪漫雅致，
有一种亲近自然的爽朗心境，有一种逍遥
自在的清闲逸趣。

为了让人们有序流动，棉船政府部门划
分了 10 个景区。人们发现，每个景区入口处
都有人在摆摊设点，为游人出售当地特产与
提供热情洋溢的饮食服务。此外，还有饭店
旅馆为人提供优质食宿服务。我想，这些都
必将会有力推动当地经济的迅猛发展吧。

棉船，在花海麦浪中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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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明芳

阳春三月，几位同学相邀去庐山西海
农庄踏青，进入景区，矗立的特大招牌“西
海大峡谷游客中心”映入眼帘。“嗨，这里变
化太大了。”一位当地老表告诉说：“近年
来，这里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西海大峡谷原名“黄荆”大峡谷，是一
块原始野性生态处女地，群恋起伏，绵亘
3.4 千米，峡谷幽静，黛山茂林，奇峰怪石
林立，集雄、奇、险、幽、峻，飞瀑急流，跌宕
多姿。九曲十八弯，羊肠小道影影绰绰，
溪流如线。随着旅游大潮的兴起，大手笔
规划、大投入建设、大力度打造，终于把昔
日大峡谷绘就后的雄姿端现于世人面前，

“西海大峡谷新地标”让这里“蝶变新生”。
西海大峡谷景区坐落在永修县司马村

的桃花尖大山脚下，位于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庐山西海南岸，南与南昌毗邻，北与庐山
接壤，属九岭山脉东端，地形起伏大，地貌
岩石多，与庐山西海形成山水联动，浑然天
成，永武高速、316 国道紧靠景区，306 省道
从这里穿境而过，交通便捷。

进入大峡谷，林泉丘壑，奇峰环列，远

近胜景历历如绘；山峰争奇竞秀，云雾缭
绕。溪涧流水淙淙，瀑布雄奇，九曲盘旋
的山间绿廊给游人以寻幽探美之感。沿
着石径而上，可说是一次健康的体验登山
运动。走过古朴的小桥，山水在山脚下汇
成欢快的溪流，踏着崎岖的山路，发出潺
潺的流水声冲入一口方圆四五亩的山塘，
像是一位脉脉含情的少女，围着山体滞留
一圈后，依依不舍从这里折头东流，向溪
流涌去。这日夜不停流淌的山间溪泉，千
百年来不知疲惫把生命的蓬勃生机带给
山谷。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大峡谷景区，林木繁茂，植被完整，森林资源
覆盖率达 84％，峡谷内蜿蜒曲折，峰回路转；
步步有景，举目成趣；桃花、映山红、杜鹃、瑞
香、兰草花、红豆杉、银杏、枫香树、槠树、香
樟恰似“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

探寻峡谷的幽深与静谧，呈现出多种
多样的山泉，有的从山崖之间喷出泛着水
花的响水，有的在巨石底下喷涌流出，有的
在湿地间缓缓流淌，有的在大榆树脚下渗

流。这些清清的泉水喷吐不止，流淌不息，
形成七条峡谷溪流，汇聚至黄荆溪，向北流
入柘林千岛湖。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
则灵。气势非凡的“马喷水瀑布”沿着悬崖
绝壁倾泻而下，泉鸣撼山岳，喷水如雷雨。
说起“马喷水瀑布”，这里还有一个传说：马
喷水瀑布又叫“的卢瀑”，瀑布飞流直下三
十余米终年不竭，发出一阵阵咆哮声，泻下
一道道玉龙，吐珠溅玉，冲进蓝幽幽深潭
里。相传孙权母亲去世时，在外征战的孙
权忽闻噩耗，立即骑着他那匹叫“的卢”的
宝马，日夜兼程，飞奔而归。因路途遥远，
到家后，这马就瘫痪在地，口中白沫喷射而
出，直落深潭。刹那间，就化成了一条瀑
布，自此，这个瀑布便被称作“的卢瀑”。瀑
布沿着西海大峡谷流淌，浇灌着山外的大
片农田，使得周围的百姓五谷丰登，所以故
有“马喷水，撒金银”之说。

我们在大峡谷盘桓了四个小时，站在
陡峭悬崖的谷底仰望天空，看不到广阔的
天空，但能真切地看到白云笼罩在山头，云

彩飘浮在山峰腰间，云、山相偎，云、峰缠绕
的壮丽景观。穿过谷底，踏上修复一新的
石阶来到仙女瀑布高山峡谷栈道探险。这
栈道长达 400 米，其中玻璃栈道四五十米，
依崖壁而建，穿崖跃壑。这天下午，山风飒
飒，太阳当空，我们同学壮着胆子走向玻璃
栈道，感受那份惊魂，那份盎然、浪漫与刺
激；体验惊魂动魄的高空之旅。白云的暗
影在脚下的峰峦深谷上滑过，蓝天白云倒
映在脚下洁净的玻璃上，像似一种踏云而
行的快感。

亲临了高空探险玻璃栈道，我们乘坐
“ 高空管轨式滑道”车旋转而下。驻足凭
崖远眺，一条弯弯曲曲大峡谷、一幢幢鳞
次栉比的农家小洋楼、一片片满山遍野农
家世外桃源、一望无际秀美绝伦的柘林千
岛 湖 尽 收 眼 底，犹 如 一 幅 庞 大 的 色 彩 油
画！夕阳慢慢落下，西边的天空燃烧着一
片橘红色晚霞。大峡谷也被这霞光染成
了猩红色，与灿烂的天空交相辉映，使西
海这条幽深的大峡谷变得更加色彩纷呈，
扑朔迷离……

■ 陈建生

西海大峡谷

外公，我又梦见您了，不记得这是第几
次，但是这一次我想记录下来，因为还有几
天就是清明节了，我无法跨越千山万水去
给您扫墓，只能默默地流着眼泪，想着您，
想着梦中您的样子！

每一次梦里的重逢，都是我踏遍千山
万水终于等到您回来的时候，不记得梦里
爸爸接您回来过多少次，但是每一次都来
不及言语。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而我，却无法知道您的坟墓的朝向，更不知
道您在何方？我只知道您生前家里的电话
号码 00886-33806127，这号码永远烂熟于
心。外公，您走的那天我双眼皮不停地跳
动，我预感有什么事情发生，那天上午 10
点，我接到妈妈的电话，她说，外公在台北
去世了，脑梗昏迷不醒，在手术台上没有下
来。我的眼皮是与您产生了感应，我想您
去世的时候一定想着的是我。我痛哭流
涕，这个世界最最爱我的人走了。而我，却
赶不到最后那程，我不知道您去了哪里？
更不知道您能去哪里？只能隔空向您道
别！我心里默默念着您的住处：台北市桃
源县大溪镇 117 弄，汪焕朝。

2004 年学校公派我到泰国清迈支援华
文教育，电话里您让我直接坐飞机从泰国
去台北找您，但是因为要去曼谷转机，我一
个人有些害怕，我跟您说，我先回大陆家
里，您也从台北回来，我们回家里见。有时
候想，假如那年我去了，或许我为了您留在
了台北，可以照顾您，陪伴您终老，至少可
以在您走的时候陪在您身边。

2005 年我考上公务员，您很高兴，您告

诉我要回来跟我一起住。于是您真的回来
了，到了我的单位，看了我的办公室，那年我
考了两个工作，您告诉我不要去银行数钱，数
错了要赔钱，去做公务员。您总是催问我，跟
我一起租房子的女孩什么时候搬走，她走了
您就来陪我。还给我买了一个蒸馒头的蒸
锅，您说到时候我俩蒸馒头吃，那口锅直到去
年底才用坏，我把锅盖留下来做纪念！

那时候外公带给我的台湾阿里山茉莉
花茶是我最喜欢的，最后那罐我还留了一
泡，舍不得喝，搬了多少次家都留着，每年
想您了，打开来闻闻，依然一股茉莉香味。

我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也是外公从台
北给我扛回来的，上面贴了我俩的大头贴，
那年您昏倒在雪地里，摔得鼻青脸肿的，为
了让您开心，我带您到时代商城里面拍了
一套大头贴，至今还有一张在我的皮夹里
面随身携带着，那台笔记本电脑被小偷偷
了，本来那上面我俩的合影最清晰。

记得您第一次回来，应该是 1989 年的
夏天，那时我们全家坐在大门口吃晚餐，突
然村里来人喊爸爸，说门口有辆红色轿车，
轿车上的人找爸爸。爸爸很惊讶，赶忙跑
去村口，把您接回家里。您看到家里家徒
四壁，没法给您腾出住处，您又坐车回了南
昌，在昌北机场附近找了家宾馆住了 20 多

天，爸爸去南昌陪了您几天。那次的记忆
我于 1998 年上高中的时候，记录下来，题
目是《村口的红色小轿车》，当时语文老师
江雪姣对我的那篇作文给予了班上最高
分，还问过我是不是真实的事情。

记得我上高中时候，您经常给我做油酥
排骨，让我带宿舍去吃。有一天早晨您去买
排骨的时候，被大巴车撞了，那时候我读高
二，您动脉大出血，爸爸把您送到了 94 医
院，那天进院的您是唯一被抢救过来的人。
妈妈带信给班主任，让我去南昌 94 医院看
您，说您昏迷不醒的时候嘴里喊的都是我的
名字。班主任告诉我下了火车去医院怎么
走，给我画了一个图，我背着书包第一次一
个人坐火车到了南昌，到了医院，您躺床上
昏迷不醒，我握住您的手，您动了动，直到我
走的时候您还没有醒来。真的是奇迹，后面
您竟然康复出院了，出院以后您要求回台北
治疗，那时候台北医疗技术比这边好很多，
妈妈没有办法，托空姐照顾，把您送到了香
港，从香港转机回台北。过了大概两年左
右，您再回来的时候，真的能自己走路，也能
拿筷子吃饭，恢复得非常好。

记得您到学校来看我，给我一口气买
了四百块钱的糖果，还有好多零食，然后我
天天吃零食被老师批评，班主任找我谈话

时候问我，口袋里有的全部掏出来，那时候
的校服口袋，每一个口袋都是糖果。

您是家里唯一一个不嫌弃我成绩不好，
还特别宠着我的人。您跟我说，如果我考上
了五专，您就出学费，到底五专是什么我不知
道，但是我知道，没有您的鼓励和支持，我可
能真的读不了大学，因为我的成绩确实很差，
数学经常考全年级倒数。但是，您从来没有
骂过我，没有给过我脸色，从来只负责给我买
我喜欢的所有东西，衣服、书、糖果、巧克力、
开心果……您给我的是无条件的爱。

您默默地关注我，我努力地改变自己，
真的考上了一个大专院校，还被学校外派
出国支教，回国后再考上了公务员，如今，
我的工作稳定，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经常
想，若是您还在，如今九十九了，是不是也
像小时候宠我那样宠着我的女儿，她也跟
我小时候一样乖，一样可爱。

等女儿长大，我会告诉她，我有一个外
公，他是一名国民党老兵。在那个动乱的
年代，穿过枪林弹雨，身上遍布炮弹残片，
他们就是用自己换了 2 个银圆，留给了家
里的弟弟妹妹买米买盐，但是自己却终身
孤独。那代人，经历了军阀混战，经历了抗
日战争，经历了国共战争，见证着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成长。

外公，愿在我的有生之年，两岸能统
一，那时候我就可以去把您接回来，让您落
叶归根，我会告诉我的孩子，这不是妈妈的
亲外公，但是跟我们一起生活了 18 年，胜
似亲外公。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早日完成统一大
业。愿世界永远没有战争……

■ 夏 璇

写给我的外公
世故人生

■■ 王国梁

甘棠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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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小琼

又到落花时节，一棵棵花树下面，已是落花满地。
前几日开得正盛的一树树桃花，如今呈现出凋谢的

态势，花枝上的花朵虽还算繁茂，但地上的落花已铺了
粉红的一层。有这样一层落红，使得桃花林更加美丽。
枝头的粉红与地上的粉红两相呼应，就像空中的云一
般，有了一种层次感。地上的落花也是粉红色，因为很
多桃花落到地上并未失去水分和颜色，还保持着娇美的
模样。如果你捡拾起地上的落花，会发现花瓣依旧有绸
缎般的光滑，带着微凉的触感。花开到一定境界，便自
然而然地落了。落花遍地，春光流逝。这个时节，已然
不是“竹外桃花三两枝”的时候了，春花的鼎盛时期刚刚
过去，时节正悄然走向花落，如同月亮从月圆走向月缺，
这是自然规律。

桃花开起来就是千朵万朵，很有规模和气势。桃花
落起来也是千朵万朵，地上很快有了层层落花。那么多
的桃花，轻盈飘逸，成批成批地开，成批成批地落，此开
彼落，桃花的花期得以延长。我穿行在桃花林中，仿佛
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其间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一
阵风过，落花如雪，纷纷扬扬；落花如雨，飘飘洒洒。花
朵们像一个个长了翅膀的精灵，轻轻地飞起来，轻轻地
落于地。置身其间，忽然觉得这神奇的画面从视觉过渡
到了听觉，觉得耳边似乎有仙乐飘飘。美丽的落花化作
了动人的音符，一种清亮悦耳的曲调在耳边回响。那种
曲调，应该是演奏家陈悦用箫演奏的名曲《乱红》，悠扬
婉转，动人心魄。花的香气还在缭绕，芬芳绵延，让人回
味。

落花缤纷，我觉得“缤纷”是个美好的词语，是纷繁
美丽的意思。而且“缤纷”是暖色调的，落花的美同样带
给人温暖。虽然古人写过很多令人伤怀的落花，什么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
间”“落花辞高树，最是愁人处”，如此等等，数不胜数。
我们大多数人，见花开则喜，见花落则悲。《红楼梦》里的
林黛玉更是怜惜落花到极致，花落时节要葬花，吟唱《葬
花吟》：“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花开灿烂，
花落凄零，两相对比，花落显得无奈和伤感。

但如果你怀着美好的心境欣赏落花，就会感受到落
花的另一种格调。我以为，落花是另一种形式的怒放，
是一种别样的盛开。花开到了一定时期，便会飞离枝
头。它们落于土地，比簇拥在枝头更多了几分从容和淡
定。落花缤纷，一朵朵落花唱着欢乐的歌谢幕。它们的
凋谢不是消亡，而是听到了季节的召唤，换了一种方式
来面对我们。花朵们作别了春天，却在枝头留下了一枚
枚青涩的果实。落花还会渐渐融于土地，那是一种涅槃

和重生，也可以算作是另一种形式的怒放和盛开，因为
花开与花落有着同样的热烈，同样的欢欣，你仿佛能听
到它们的歌唱。花朵留下的果实，在时光中酝酿出甜美
的味道，带给人别样的回味。“ 一树一树的花，结成果
实。我吃果实，只是为了跟花，有点联系。”

落花缤纷，时光温良；落花有情，岁月流长。“落红不是
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花时节，依旧是美丽的季节。

落花缤纷落花缤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