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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桂花

● 虢郭

● 李晓延

烘烤，因为这样的枝条本身柔韧性很强，在火上烤了之后
会变得更加柔软，趁着这热火劲儿，需要两个人用力把柔
韧的木条握成半圆形，用绳子绑住两头让圆形固定。而其
他的部分，对于父亲来说，就是斧子砍削刨子溜光的轻松
活了。
整个冬季，是父亲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父亲的烟瘾
很大，至今未减，一直喜欢用孩子们用过的练习本撕成纸
条卷旱烟吸。烟雾缭绕中，父亲忙得不亦乐乎，斧子、凿子、
刨子、锯子、尺子、墨斗，在堂屋的空地上摆得满满当当，各
色各样的木条、木板、刨出来的带卷的木屑，看得我眼花缭
乱。父亲俨然一位民间画师，在勾勒农人迎接新春最幸福
最惬意的日子。
我的老家是五间正房宽的老宅子，全村像我家一样面
积大的宅子已经很少了，那时候的农村还以土木结构的瓦
房居多。家里的凳子全部是父亲做出来的，除了只有爷爷
才能坐的罗圈椅外，还有各种带靠背的椅子和没有靠背的
小方凳，大约有十几只。家里来了客人，坐的地方绰绰有
余，他们都夸父亲做的凳子既结实又坐着舒服；不仅如此，
隔墙邻居家来了客人，也总是来我家借凳子，这些都是让
我们这些小孩子很自豪的事儿。
这些凳子坐上四五年之后，总有些损坏或者晃荡的事
情发生，父亲总是会及时加以修理，敲敲打打、修修换换，
成了他乐此不疲的后续活儿。每隔上几年，父亲还会做出
几只新的凳子来，这成为我和两个妹妹争抢的宝贝。
童年的记忆里，我和小伙伴还把十几个凳子搬到院子
里，拼接成长长的一溜，玩开火车，常常把凳子弄得东倒西
歪，甚至踩坏了凳子的木撑。这个时候，是少不了挨父亲的
一顿训斥的，但训了之后，父亲依旧会不声不响再把它修
好。
这些结实耐用的凳子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少年。随
着我们这些小孩子渐渐长大，这些凳子很少再有损坏的时
候了，再加上父亲慢慢从中年到老年，即便冬闲的日子里，
也很少能看到父亲做木工活的情形了。
十余年前，我在城里搬了新家，有一次回老家，和父亲
闲谈中，父亲提出要给我做几只小方凳，说万一家里来的
客人多，沙发不够坐，总不能让人家站着做客吧。我以为父
亲只是说说而已，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没想到我的不置可
否，被父亲认为是默许了。
等我又一次回到老家的时候，父亲带着我去厢房看他
的杰作。想不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父亲竟做出了十余只
几乎一模一样的小方凳。父亲笑着告诉我，这些小方凳的

凳面是从别人家捡回来的产品木制包装，木腿是他用锯子
一根根锯出来的。看着这些做工精致的小方凳，我的眼前
重又浮现出童年时父亲不亦乐乎做木工活的场景。
父亲看到我的一脸惊讶，自豪地告诉我，这些凳子不
仅要分给我一部分，还要给两个已成家的妹妹也分几个。
我弯下腰，抚摸着这些似乎还带着锯子斧子摩擦而产生的
温度的凳子，心里想到，这十余只小方凳，或许不仅让父亲
找回了他当年做木工活的快乐，更寄托了他对已成家的儿
女的深深的爱。不知怎么，我的眼眶有些润湿了。
临走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按照父亲的分配方案，拿
回了属于我的四只小方凳。
这些小方凳就放在客厅的一角，只有在客人多的时候
才派上用场。然而，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来自农村的，他们来
到我的家里，常常放弃那舒适的软沙发，却一眼就看见了
那放在角落里的小方凳，一边说着还是这坐着得劲，一边
像发现了宝贝一样抢着坐小方凳，一如我小时候与妹妹抢
父亲新做的凳子一样。
不知不觉，这些小方凳已陪伴我走过了十多个春秋。
如同老家依旧
“健在”的木凳一样，它们结结实实完完整整
不声不响热情大方，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
偶尔，它们也会成为走进我家的一些小客人的玩具，
把它们堆积木一样竖起来，或者摆成一溜开火车，他们的
父母在一旁爱怜地呵斥着，我在一旁笑着看他们玩，思绪
会一下子穿越到童年。
不止如此，有时候去朋友家做客，偶尔见到这些带有
旧时乡村情调的凳子椅子，我也会情有独钟地坐上去，有
一种独享了某件宝贝的洋洋自得。
算来，从初中外出求学，离开老家已有三十多年的时
光，老家过去的人和事儿已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每
次回到老家，认识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儿时记忆里的村庄、
街道、河流早已换了模样。虽然对于老家的新模样，我是熟
悉的，但不知为什么，在梦里依旧是老家旧时的情形。梦醒
时，常常怅然若失，一种再也回不到从前的失落。
而这四只从老家带回来的小方凳，似乎成为连接儿时
老家梦境与现实的最好的器物了。
想不到这些小方凳，竟成了我与老家连接的一条纽
带，成为我回忆老家的一种乡愁。
这四只小方凳，将会一直陪伴着我未来的日子。当我
闲下来的时候，我会静静地坐在凳子上，品着一杯浓茶，让
情思悠悠发散开来，如同坐在老家的桐树下，看桐花的怒
放，听布谷的婉转，闻父亲的旱烟。

风穴禅月

秋雨

● 孙利芳

● 闫景社

皎洁的玉盘
如同一位禅师
拂尘轻扬
把清亮亮的月光
撒在望州亭上
点点碎银
如玉般温润柔和
把人的心照得透明亮堂

编辑：潘旭昊

老家的小方凳

国庆假期，妻子的弟弟带着一家人从南京回来探亲，
吃住在我的家里。加上每天来来往往的其他亲戚，家里忽
然热闹得像开座谈会一样，人多了起来，本来宽长的沙发
顿时显得局促起来，原先从老家搬来的四只小方凳，忽然
成了抢手货。
这些小方凳，对于微胖的成人来说，坐稳已有些困难，
而对于小孩子来说，却是又轻便又好玩。
看着一群小孩子抢着坐小凳子的稀罕劲儿，我的心里
油然生出一些对于往事的感慨。
这些小方凳，是父亲在十多年前手工的杰作。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农民，我小时
候的玩具，自行车内胎做的弹弓、自行车链条做的装火柴
的手枪、竹筒做的楝子炮、木制的陀螺等等，全是出自父亲
的手工。不仅如此，父亲虽然不会木工，但悟性极强，家里
的罗圈椅、靠背椅子、小方凳、长板凳、案板、切红薯片的刨
子等等，这些农家常用的物件，都是父亲看了专业木匠的
手工活后自己在家摸索着倒腾出来的。
印象中，父亲制作木制品，常常是在冬季农闲的日子，
把事先选好的一些不成材的木料，在上面用尺子量好长
短，用墨斗打出粗黑的线条，再用一人能够拉动的小锯，锯
出一根根的小木条，用刨子将木条的外面刨得光溜溜的。
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制作八仙桌旁边摆放的罗圈椅，半圆形
的靠背需要用一整根晒干的柳枝或者榆树枝，枝条的直径
大概人的手腕那么粗细，去掉外面的树皮，在内侧凿出七
个长短不一、一指深的长方形槽子，以便安放起支撑和固
定靠背作用的木条。把这根做靠背用的木条放在麦秸火上

浅浅的秋风
如同一首禅乐
轻轻一缕
吹响塔角的檐铃
声声脆响
如玉般叮叮当当
吹走了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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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走了欲望
把人的心
净化到
一尘不染
如莲花般绽放
古老的梵音
如一曲清新的笛
在唐塔宋钟间缠绕
在碑碣曲径里缠绵
在竹林珠帘中婉转
在松柏香炉间流淌
让人一瞬间
放下一切杂念
去拥抱满寺清雅的秋风
去拥抱满地禅意的月光

一夜的雨
打湿了清晨
秋天的路
新鲜而年轻

此刻
行人很少
与自己为伴
何尝不是一种乐趣

洗耳河
流淌在脚步声里
我的季节
早已穿越岁月

当雨滴在水面
瞬间开成了花
生连着死
清晰可见

古寺
● 周爱玲
满院月桂金白黄。
人言佛地太凄凉，
万紫千红正芬芳。
千年皂角遮天碧，

早上醒来推开门走到小院走廊里，空气中一股似兰非兰的清香扑
进我的身体。我心情大好，感觉今天一定是个美好的日子。我循着香气
的指引来到桂花树前，原来是这小精灵在昨晚悄然绽放，散发着独特
的芳香。
我凑上前去，仔仔细细打量着这黄色的小可爱。她们一个个探
着小脑袋撺在一起。大多数都有五个花瓣，体态玲珑娇小，中间的
花蕊挺着细细的黄黄的腰杆。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想把这满园的芬
芳馥郁溢满整个身心。八月真是一个美好的月份，桂花当之无愧是
八月的花语。
我是个喜欢记录美好的人。在我的人生里，有许多美好的人、美好
的事，都令我难以忘怀、时刻感念。他们是我人生旅途中独特的风景，
他们的品格就像这桂花一样永远散发着芳香。他们都是我人生中的
“贵人”。
占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和他的相识还是在二十年前我参加工作的第三年。当时我任教于
纸坊一中，刚刚接手七年级班主任工作。没开学几天，班里转来一个虎
头虎脑的小男孩。这个孩子叫阳阳，很可爱，努力上进有能力。我非常
欣赏这个难得的好孩子，选他做值日生，维持用餐纪律。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很让人心痛的事情。那天正是午餐时间，学生
们都去餐厅吃饭了。我正在教室批改作业，一个男生慌里慌张地跑过
来，朝我大喊：
“快！李老师，出大事了！阳阳头被别的学生用碗砸流血
了！您快去看看吧！”我大惊失色，丢下手中的笔直奔到餐厅。两个同
学已被拉开，我只看到鲜红色的血还在顺着阳阳的头上往下流。我立
马掏出口袋里的纸巾捂住伤口，眼泪簌簌掉下来。这可怜的孩子！我问
阳阳：
“疼吗？孩子，我们马上去医院。”阳阳还在安慰我：
“没事的，老
师。”这时，会开车的王老师走过来，立马带孩子去了卫生院。
随后，我也骑车来到医院，一路上很是自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孩
子。原来是因为阳阳维持用餐纪律，另外一个学生要加队，阳阳维持正
义才受伤的。到医院后，阳阳的伤口已经消毒包扎完毕。阳阳的父母已
经在那里。他的妈妈心疼地落下了泪，我走上去道歉：
“都怪我没有把
孩子照顾好。”这时候，阳阳的爸爸开口了：
“李老师，你不要这样说。不
怪你，你不要自责。”他长得很质朴，彬彬有礼。他就是占哥，阳阳的父
亲。
后来交谈才知道，占哥是原来的教育办主任，听说我抓班很有一
套，教学成绩也名列前茅，就让孩子分到了我的班。事先没让我知道，
怕我有思想包袱。
这样一来，我心里是更加愧疚了。
为了让阳阳的伤尽快好起来，更为了我弥补自己的过错，我平时
在学校自己做饭，就每天做了饭让阳阳来我这儿吃饭。他有点腼腆，不
好意思，我就把饭用饭盒盛好给他送到教室。很快伤口就好了，阳阳的
脸色也变得红润起来。我的心里是说不出的高兴。后来占哥因为工作
调动就把阳阳带到别的学校去上学了。临走前对我说：
“以后有事需要
帮忙，尽管说。”
以后的日子里，不管是我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遇到了不顺心的事，
占哥和嫂子都不遗余力地帮助我。尤其是在我最难的日子里，在人生
中的低谷期，是他们帮我走过每一段风雨坎坷。我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每当我感谢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说：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举手之劳
而已。”占哥总是朴实地笑着，那种感觉说不出的温暖。
在前段时间儿子高考后，我急切想知道被录取的情况，可是在网
上查出的结果总是“已提档”。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被高校录取了。我
只好找占哥帮忙。他听了二话没说，就让我把儿子的准考证号等信息
发给他。他到处托人查询录取情况。当他查出来的时候，马上打电话告
知我：
“放心吧！孩子被录取了！改天我们一起吃个饭，给孩子庆祝庆
祝！”听得出来，他很高兴。我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类似这样的事太多了。
前几天和占哥、嫂子还有阳阳见了面，阳阳已经1 米83那么高了，
高高大大，帅帅气气。我拍着阳阳的肩膀，无比欣慰。阳阳还是那样腼
腆地笑了，露出可爱的小虎牙，一如当年的乖巧可爱、虎头虎脑。只是
声音浑厚了许多，依然叫着我“李老师”。如今的阳阳已然是研究生了。
当我说起对他们的感念，嫂子拉着我的手说：
“真没帮什么忙，我们都
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想要干出点名堂不容易。咱们都是自家人，别外
气！”
多么朴实无华的话语，多么低调淳朴的心灵！优秀的父母才能教
育出优秀的孩子。
还有我的高姑父，还有……
还有我的付妈妈，
他们就是桂花，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灿烂绽放，用心灵的幽香伴我
走过人生中的风风雨雨。生命中有你们，我三生有幸。

迷粉当粉苏东坡
● 殷艳蕊
心脉也随之起起伏伏……
我离眉州很远，但在多年前已曾到过；我离郏 案”后，苏轼被贬黄州，初到黄州的苏轼无处安身， 术史的巅峰，苏东坡功不可没，黄州功不可没。黄 着诗人人生的平平仄仄，
转折之城、
涅槃之城。
都只 只得暂时借住在一座山间旧庙里，这就是后人熟知 州，
是苏轼的幸运之城、
三十六岁前的苏东坡少年成名，仕途一帆风
县很近，
但在近期才走进三苏园。无论远与近，
一家老
就绘 顺，
的
“定惠院”
。过了不久，
全家人都到了黄州，
在惠州，
他看到当地插秧技术和工具落后，
之后三次遭贬，
辗转奔波于各地。他的一生经历
为苏东坡。
一代文豪苏东坡，出生在四川眉山，埋骨于河 小二十多口人，不能再住在庙里，只好硬挤在一处 制插秧船图形，命工匠制造，加以推广应用；根据溪 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最高时官
—
“临皋亭”
里。他有一个好朋友叫马 流落差设计了水碓水磨，给民众用来舂米、磨面；缺 至正三品，是仅次于宰相的朝中大员。他一生担任
南郏县三苏园。四川到河南，两地相距两千五百多 废弃的驿站——
足迹也踏遍大半个中国。
里。对我来说，眉山虽远，多年前已曾拜谒；三苏园 正卿，在他被贬不久后也追随他来到了黄州。马正 医少药，便到处搜罗药品为人治病。为改造惠州西 过30多个官职，
就动员弟弟弟媳。如
“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 湖，
很近，
却一直无缘得见。今年的旅游节，
终于有机会 卿向黄州太守请求：
他自己手头拮据，
无钱可捐，
他是一代文豪，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他是一
就是对他最大的 个文学家，一生诗作两千七百多首；他是豪放词派
，
希望能划一块无主的地给苏轼耕种。不 今惠州西湖八景之一的
“苏堤玩月”
来到郏县，第一次走进了三苏园。三苏园位于郏县 躬耕其中”
原黄州太守离任了，继任太守来了，马正卿继续 纪念。被贬儋州后，
惠州人将他在白鹤峰的房屋改建 的创始人，留有词作八百多首，文章四千八百多
县城西北二十多公里的小峨眉山下，埋葬着宋代大 久，
让 篇；他是一个书画家，书法作品《黄州寒食诗帖》，
成为后世惠州的人文地标。苏东坡，
文豪苏轼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以及他父亲苏洵 请求，继任太守徐君猷也很同情苏轼的遭遇，就把 成了东坡祠，
最有 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传世名画《木石图》，创
黄州城东缓坡上一块营防废地划给了苏轼。这“东 惠州名扬天下。在这里他写下了五百多首诗词，
的衣冠。
是营房旧址，瓦砾遍地，杂草丛生。苏轼带领全 名的当数《食荔枝》“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杨梅次第 下中国古画拍卖最高纪录；他是一位养生专家，写
提起苏东坡，只要稍有点文化的中国人估计都 坡”
不辞长作岭南人。”
会背上他的一两句诗：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家清除瓦砾、杂草，终于开垦出五十亩田地来，开始 新。日啖荔枝三百颗，
过《问养生》
《养生诀》
《养生偈》等十多篇关于养
“竹杖芒鞋轻胜 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从未劳作过的苏轼尝到了开荒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儋州，
是苏东坡被贬经历中的最后一站。他性 生的文章；他还是一位医学家，精研医理、收集良
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
种地的艰辛。因耕地所在名东坡，
因此自号
“东坡居 情不改随遇而安，写下了“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 方，他的《苏学士方》至今仍在流传使用；他还是一
他亲自带领着挖了 位发明家，以他名字命名的美食有六十多种，不仅
就冲这些词，
我粉了苏东坡。
士”
；也有人说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贬地耕植，写过 州”
的诗句。看到民众积水取用，
城东坡上栽” 一口井；他开坛讲学、推行文教，传播中原文明，有 有菜、有汤、有饼，还有酒，他发明了“东坡笠”
“东
苏东坡出生于眉州眉山 （1 037 年- 1 1 01 年），字 《东坡种花》二首，
其中有
“持钱买花树，
他 坡帽”，他发明了“自来水”，在宜兴还有种茶壶叫
子瞻、
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 “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的诗句，苏轼仰慕白居 许多人不远千里，
前来儋州学习。苏轼北归不久，
书法家、
画家。其父亲苏 易，
。
仙，
汉族，
北宋著名文学家、
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的学生姜唐佐就举乡贡，听到苏东坡去世的消息，“东坡提梁壶”……
，这是苏东坡 姜唐佐放弃会试，
继续开坛讲学。
洵，
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回到家乡，
而他自己说，这些都不是他最得意的，他写的
泉”
。苏东坡八岁开始读书，师从道士张易简；十九 给自己画的像。他到黄州的时候四十五岁，在那里
至今儋州流传下来的有东坡村、东坡井、东坡 《东坡易传》，
才是他终其一生的得意之作。
通道……
岁结婚，
娶妻王弗。二十二岁应省试，作《刑赏忠厚 生活了五年；到惠州的时候六十岁，在那里生活了 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连语言都有一种
他通儒、
通佛、
之至论》；
二十五岁开始从政；三十六岁因反对王安 四年；
到儋州的时候六十四岁，
已是迟暮的老人了。 “东坡话”
，充分表达了当地人们对他的缅怀之情。
在导游的细细介绍下，一个深层次、全方位、无
“诗词之乡”
。
石变法被贬离京；六十六岁在北返的路上去世于常
黄州时期，是苏东坡人生最为落魄的时期，也 如今的儋州，
已是全国闻名的
所不能的完人清晰地站立在我们面前，原来，除了
州，
次年被其弟苏辙葬于汝州郏城钧台乡上瑞里。 是苏东坡成就最大的时期。在这里，他成为完全的
去的那天，三苏园内游客了了，显得特别雅静， 诗人，
他还有这么多的美誉。
从三十六被贬岁到六十六岁去世，苏东坡辗转 苏东坡，
《后赤壁赋》和千古绝 年轻的导游讲解得更是耐心、细致。站在苏东坡纪
并写下了《前赤壁赋》、
苏辙是他的弟弟，不仅是他的弟弟，更是他的
尝尽苦辣情。
“乌台诗 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词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艺 念馆内，听导游详细地为我们讲解着他的生平，随 知己。他落难遭贬，弟弟在为他奔走；他生活窘迫，
各地，
三十年间，
行遍崎岖路，

弟弟经济支援；身后之事，弟弟为他周全；就连他的
夫复何求。
墓志铭，
也是弟弟为他写的。有弟如此，
三苏祠内，原来只葬了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元
代的一个叫杨允的县令为苏洵老先生设置了衣冠
冢，
原来的二苏坟从此变成了三苏坟。
纪念馆的墙壁上专设了一栏苏轼的“名句流
芳”
，
机会难得，
我们不免狠狠地恶补了一番。
有人说，苏轼是五千年来活得最精彩的人。想
想也是，距今九百多年过去了，在我们的生活中，诗
人无处不在。春天来了，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
；
暖鸭先知”
；秋天到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看见江水，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拿起书本，
“腹
有诗书气自华”……就连邻居家门口种了一丛翠
竹，也不禁让人想起了“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继而我又在想，我的邻
也是一个苏迷？
居莫非和我一样，
这么多年过去了，苏轼仍是那个能“霸”着语文
课本的古代文人；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碗东坡肉，仍
；这么多年过去了，每
是很多吃货心里的“白月光”
到中秋我们还是会抬头望天，感叹：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
在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能找到苏轼的
影子，
这大概正是他最牛的地方。
粉念顿生。身后，苏东
离开三苏园，思绪万千，
正在温和地注视着我。
坡高大的雕像上的目光，
追星就追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老夫聊发
少年狂，
迷粉就当东坡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