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否有过一个梦——阳光洒满眼前的
路，十里风过，都是花香，诗意地栖居，不曾离
开春景？

你是否想要一个院落——繁花爬满自家
的篱笆，门前绕树，屋后种菜，惬意地生活，不
曾辜负春光？

你是否想要一处江南——将余生安静地
度过，饮着清茶，听着虫鸣，执一卷诗书，直到
地老天荒？

是的，我们都在找寻的路上——让孩子
从小有一个肆意奔跑的田园，让老人晚年有
一个自得其乐的憩园，让三五知已有一个闲
话家常的花园......

“小园几许，收尽春光。 有桃花红，李花
白，菜花黄。 远远围墙，隐隐茅堂。”这个梦，
这个院落，这处江南，就在嘉鱼县的官桥八
组，一个名扬中国、如诗如画的地方。

这里，从3.8平方公里到方圆170平方公
里,从一个组到一个镇，从一个自然湾到国家
级田野公园；这里，青山隐隐，碧水迢迢，红墙
绿树，悠然人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致一
角；这里，花在枝头，春在心头，不是江南，胜
似江南，是荆楚大地人人称羡的美好神话。

近看，南湖、北湖、黑天鹅，尽收眼底；远

眺，风清楼、乾坤阁、文昌塔，遥相呼应；初心
园、振兴园、农博馆，乡情脉脉；十里八村、芳园
百里、梦里水乡，星罗棋布，纵横贯通；思源广
场、印象花田、开心农场，历历在目，美不胜收。

每当夜幕降临，村子里灯光渐次亮起，清
澈的湖水映出近处别墅群和远处文昌塔的倒
影，感觉就是一幅灵动的写意画。在这幅画
中，环湖路的两旁，一边是高大的樟树，一边
是盛开的鲜花，在花香里缓缓前行，呼吸着带
甜香的清新空气，再顺其自然伸个懒腰，你会
发现，你也可以当一回画中人，而生活也正如
你想象的一样美好。

不错，当繁华落幕，当喧嚣殆尽，每个人
的心之所向，不过是似这般回归自然、安居一
隅，清晨闻鸟啼而醒，午后观竹动而憩，夜深
揽明月而眠，用一种恬淡平和的心境，静待花
开，乐享华年。

冯唐说过：“一定要有一个大点儿的院
子。有树，最好是果树或者花树或者又开花
又结果。”

这些雅致的房子，依山而建，傍水而筑，
红墙黛瓦，绿树掩映，朴素中透着宁静，淡雅
中飘着清香。每家的大门正中，都悬挂着一
面国旗，微风吹过，就是一道流动的红色风

景。每两户相依而建，连通成一个整体的院
子。房子的两侧，有高大的樟树或桂树护卫；
房子的前面，是一畦畦肥硕的菜园，一年四
季，碧绿晶莹，瓜果飘香；房子的后头，是各家
各户自养的各式绿植盆景，高低错落，春意盎
然，一派生机。

热爱生活的主人，他们把自家的小院打理
得井井有条，把生活过成了艺术。我记得有这
么一户，屋后别出心裁修了一方池塘，睡莲、荷
花、蒲草、锦鲤和青蛙，红的红，绿的绿，游的游，
眠的眠。无论是鱼戏莲叶间，还是蛙鸣水草
边；无论是光影斑驳，还是小雨淅沥，仿佛总能
让人沉浸于动静之间，抛开一切，乐而忘俗。

行走在田野间，栖息在自然里。目之所
及，蓝天下，是自家亲切而熟悉的院落；耳之
所闻，清风里，佳木努力向上，花儿奋力吐蕊，
万物同呼吸共生长。从春到秋，自家的果子
即使长得再难看，也总是甜在心里；从冬至
夏，自家的花架哪怕花期再短，也总让人隐隐
期待；四季更替，自家的庭院哪怕再简单，也
是我们的心之居所。

而最期盼的便是，每年果树开花的那几
日，可以在树下支张桌子，摆上简单的饭菜，
喝几口自酿的烧酒，看繁花在风里，在暮色

里，在月光里动，便觉得，这一辈子，值了。
在这里，在只属于你的清晨，完全可以随

着自己的心意发挥，可倚在枝繁叶茂的葡萄
架下，伴着喜鹊的吱喳热闹，摘一串饱满葡萄
的晶莹，任喜悦悄悄涌上心头；或者提一把花
壶喷洒满院的花树蔬果，累了倦了，擦擦汗，
喝喝茶，歇上一歇；或者躺在椅子上沐浴暖暖
和和的阳光，听一曲轻轻柔柔的音乐，发发
呆、喂喂鱼，看蚂蚁搬家、蜘蛛结网、蜻蜓盘
旋，聆听家雀和蟋蟀的合唱、、、、、、

我们真的愿意，当繁华褪尽、老之将至，
慵懒在这漫漫时光里，采一束野花，沏一壶清
茶，等一位故人，闲闲度过未来的光阴，把看
过的姹紫嫣红记在心里，将此生的悲欢喜乐
种进院子里，任四面的篱笆藤萝长成一阕词、
一首诗。

日子不过如此呀，细致安恬、似水流年。
愿我们都能在这样的岁月，在年华老去之时，
觅得心灵的栖居地，让疲惫不堪的灵魂，安静
走过两岸的光阴。

懂庭院，爱田园，恋桃源，请你一定来这
个地方；

懂生活，爱自然，恋故乡，请你一定记住
官桥八组——这一处江南。

官桥八组遇江南
廖朝晖 （市直）

黎明 许双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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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月亮圆了吗？
薛小玲 (河南)

她是我的邻居，住我们家前院。
她老家是苏州，离我们这平原上的小村子

千里之遥，可能她自己也想不到，她这辈子会
在这名不见经传的小村里走到生命的尽头。

她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大家闺秀，知
书达理，年轻时貌美如花，嫁了国民党的一个
军官，还是个大官，育有一儿一女。那一年打
仗，军官上了前线，立了战功，升了职并荣归
故里，消息传来她带着一双儿女欣喜若狂地
去机场接机，结果飞机上下来的军官手臂里
还挽着一个妖艳的女人。

她当时就愣了，还没来得及让心里的醋
发酵，那女人竟先发制人了，歇斯底里地和军
官闹，她看到自己男人被这女人推来搡去就
来了气，上前和女人理论，女人抽出军官的枪
对着她就是一枪，她惊呆了，她虽然跟了军
官，可从来没听到过枪声，于是吓破了胆，拖
儿带女地跑了，连家也没敢回。

后来她跟过一个商人，又生了一个孩子，
但那商人没活多久就死了。

一个女人，三个孩子，那样的乱世，活得
有多艰难可想而知。

她前半生总在逃亡，后来流落到了我们
这儿，将已经成人的女儿嫁在了我们村，这样
他们一家也就安定了下来，又过两年，经人说
和，她和一个老实巴交的鳏夫成了婚。

从大家闺秀到军官太太，从商人妻到流
浪妇，她的人生就像连绵起伏的山脉，跌宕得
让人难以相信，但总算，日子是稳定下来了。

她是个心气很高的女人，但折腾了半辈
子估计也真折腾不动了，有个安稳的窝大概
对她来说是最现实的吧，总之她就这样慢慢
地融入到村人们的生活里了，一样地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不同的是她喜欢关心外边的事，
她是村里第一个买收音机的人，虽然她家是
最穷的；她喜欢听新闻，喜欢看书，自然是买
不起的，她就捡学生们的语文书看，戴个眼镜
坐在破藤椅里看书的她是胡同一景。

她不太会做饭，尤其是蒸馍，一次我去她
家，她正在把刚蒸出的馍从锅里拿出来，那馍一
点也不喧腾，一个个像萎靡不振的石头，她有点
难为情：“半辈子吃米饭，怎么也学不会做面食。”

学不会做面食，但她却会做月饼。
其实这也不奇怪，她几年前在村里的食

品厂里做过工，学会了自己做青红丝，用的是
晒干的萝卜丝，那是月饼里必不可少的；没有
冰糖，去供销社买来水果糖用刀捣碎，把白面
和玉米面炒熟，加入煮到八成熟的红豆白豆，
用油把馅料拌好，然后包起来摁瘪后放铁鏊
里慢慢焙干，她会很别致地用酒瓶盖在月饼
上摁很多图案，有相连的，有零散的，可好看。

我们这些小孩子喜欢看她做月饼，感觉
特神奇。月饼做熟了，她会给流着涎水围了
一圈的孩子们尝，一个月饼用刀切四牙，一人
一牙，很小，但大家都很满足，不舍得吃，放鼻
子底下闻半天，小心翼翼地用舌尖去舔，再像
小老鼠般用牙齿轻轻地啃噬，那一小点月饼
会吃上好大会儿，特满足，我直到如今还是觉
得她做的月饼比供销社里卖的好吃多了。

而每到这时候，她都会笑着说：“一吃月
饼月亮就圆了，月亮圆了多好啊！”

她拖儿带女地流浪了半辈子，但口音未
变，吴侬软语，让人想起神话里的观音菩萨，
温柔悲悯软心肠。

好听得让人痴迷。
她是那一年的中秋节去世的，是晚上，月

大如盘，吃过月饼的人们坐在门前的打麦场
上闲聊，这种时候她一般不插话，总是静静地
听，等到月上头顶时大人小孩都困了，就都打
着哈欠拖着椅子板凳往回走，就听到她的孩
子叫她，不应，再叫还是不应。

都以为她睡着了，哪知已经故去了，没
受一点罪。

这么多年过去了，平日里我总是想不起
她，仿佛完全把她忘记了，只是将要中秋月圆
的时候，她就会固执地钻到我的脑子里并执
拗地徘徊不去，而每到这时候，我都很想问她
一声：“中秋了，您的月亮圆了吗？”

回忆往昔，本人随军委直属特种工程兵
第一二六团四营全体官兵，从江苏徐州移防开
往地处大西南属地四川广安。一路上只见闷
罐专列向西南方向艰难爬坡，穿行数不尽的隧
道，秦岭山脉奇观、成渝秀丽美景尽收眼底。

闷罐专列整整颠簸了两天两夜到达目
的地，四营官兵动作麻利地从闷罐车上卸下
装备、背上行装，一会儿功夫卸车装车完毕，
登车听令出发。车队徐徐离开前锋站，气势
壮观威风。

数九寒冬，雨雪交加，山高路远，黄土公
路狭窄泥泞，艰难行驶数十公里后进入坐落
在半山腰的涉核地下工程工区，放眼望去，
只见呈银灰色的库房遍布大小山头（这些地
面库房属前期工程，由其他部队前期建设），
然后车队分道按事前编制的连队营房编号
（一个连队一栋库房）将四营部及各连官兵
运至库房安营扎寨。

各连队到达驻地后，顶风冒雨抗雪，当
天完成驻扎任务，袅袅炊烟从不同方向散发

在华莹山上空，炊烟连绵起伏，恰似空中亮
靓的云彩。

一二六团全体官兵从不同方向、不同驻
地齐奔大西南，是奉军委直属特种工程兵之
命承接前期施工部队未全面完成的一项地
下涉核绝密工程对外称“221库”。

为确保这项涉核工程圆满完工，军委直
属特种工程兵统筹安排，特地将隶属五十一
师（师机关设北京南口）一二六团成建制划
归五十四师（师机关设西安三桥），五十四师
全师齐聚，无疑是一场涉核工程的大会战，
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军委直属特种工程兵第五十四师是一
支神秘的部队，长期从事地下涉核工程建
设。一二六团具有光荣的历史，其前身作为
志愿军警卫团从抗美援朝战役凯旋后，长期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施
工，选中一二六团。

军令如山倒，集结快如神。五十四师所
辖各团从祖国四面八方移防进驻完毕。师、

团、营、连逐级下达施工任务。仅一二六团
四营领受地面施工任务，本人所在连被安排
到山下（前锋火车站附近）修建部队招待所
（因从事地面施工多年、地面建筑经验丰
富），建部队招待所的目的是为官兵服务，专
门接待来队探亲的官兵家属，其余团、营、连
均受领地下坑道施工任务，且时间紧、任务
重、险情大、困难多。

虽然现在已离开部队，但眷恋之情牵挂
脑海从未忘却。全师官兵在山上奋斗两年有
余，复杂的地质条件、地理环境，导致坑道施
工中泥石流、大塌方频频发生，尤其是哑炮隐
藏留下安全隐患，本以为平安无事的施工却
时遇哑炮突然爆炸，导致伤亡事故时有发生，
防不胜防。战友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之动
容敬佩，大家无愧为最可爱的人民子弟兵！

回首这些往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战
友们无怨无悔，令人尊敬！如今每每想起这
些老战友把青春无私奉献给国防，免不了老
泪纵横，着实让人怀念、思念！

三忆从军旧事
陈望来 （咸安）

爱美，是每一个女孩的天性；爱晚辈，是
每一位长辈的共性；遇见把爱美的女孩打扮
得漂漂亮亮的长辈，是这个女孩的人生之幸。

人生的第一套“装备”是外婆为我缝制
的。外婆把所有的关爱都缝进了衣服里。
在我出生前数月，外婆就开始准备，买布料、
棉花、扣子、橡皮筋、棉线……用最好的棉布
给我准备衣服、布鞋等。

外婆白天干农活做家务，晚上就着萤火
虫般的煤油灯，一针一线熬夜缝制衣服，通
常要“抽空”做几个月。我是幸运儿，外婆疼
过后，母亲接过“接力棒”，以穿针引线的功
夫将对我的爱进行到底。

过了几年，家里添置了一台华南牌缝纫
机。在“自学成才”母亲的辛苦努力下，几套
漂亮的衣服光鲜“出品”了。当我们穿上新
衣服，高兴洋溢在脸上，感恩存放在心里，大
家在镜子前你推我搡，欢呼雀跃，以童真的
笑声回报母亲的辛劳和疼爱。母亲们站在

一旁，她的成就感、幸福感早己写在微笑的
眼神里。

上初中时，我们有了自己的审美观，衣
服布料要亲自挑，样式也要自己选，母亲的

“独门手艺”不能满足我们对时尚的渴望。
于是，大家找乡里的裁缝缝制。

爱美之心让我们绞尽脑汁，挑选了布料
就往好师傅那里“送”。无奈裁缝毕竟没有
经过专业培训，新潮款式有难度，无法满足
我们的“梦寐以求”。

经济不宽裕和眼光很挑剔形成的矛盾，
让我一些时候买不到中意的服装。1990
年，父亲到北京出差，临行前，他问我想要什
么礼物。考虑家庭条件，我不好意思开口，
迟疑了半天，想到北京是首都，一定有很多
好看的衣服。我鼓起勇气说出真心话：“想
要一件衣服，带有花边的公主领、大大的泡
泡袖和可爱的动物扣子。”

一周后，父亲出差回来了，如愿带回我

心仪的美服。我穿上心仪的衣服，别提多高
兴。想每天都穿它，又担心弄脏穿破，怀着
喜欢又犹豫的心情，我与这件衣服“亲密接
触”了三年。直至我长高了，衣服实在不能
穿，仍然舍不得送人，把它叠好存放在箱子
底层，当宝贝一样珍藏起来。后来，我才知
道，为了履行对女儿的承诺，父亲跑了四个
商场才找到这一款式的衣服。

“云想衣裳花想容”，如今的服装行业如
雨后春笋，生机盎然，各大公司每季度推出
形式多样的霓裳华服，层出不穷、异彩纷
呈。我也不时在商场中流连，在店铺中忘
返，为自己挑上一两件好看的新衣。

面对如此多的美服，我尤其怀念当年母
亲挑灯缝衣的场景，细细品味“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的意境。每当穿上美美的衣
服，我会自然而然想起亲人们，想到他们陪
伴我走过的美好时光，感恩他们对我的养育
和教诲。





大崖情
高波廷 （武汉）

春回大崖山
大崖山顶，闪电曝光，惊雷炸响。

一整夜的豪雨，给南嘉第一峰，披上了
淡淡的绿装。

陆水河涨水了，长江涌起了春浪。
村寨乡野苏醒，山间白雾飘扬。你回来
了——春姑娘？

门前的池塘，一夜间池水泛黄。羽
翼渐丰的小雏鸭，在水里追鱼捉虾，鸭
妈妈嘎嘎地叫，把小鸭带到水塘中央。

啾叽叽啾叽叽……燕子回到了故
乡；一对对雀跃的雨燕，衔着大崖畈的
香泥，在寻找去年产仔的地方。

大崖山下十里八乡，抽水整田犁耙
水响，施肥播种栽秧……滚烫的汗水，
甜美的山歌，在田野上挥洒荡漾。

大崖秋色
寒露霜降，莲熟稻香，山林漫染，野

果金黄。家乡大崖山，满目深秋的景
象。

秋风掠过山谷，黄叶漫天飞扬。是
什么鸟还在山谷里歌唱？柴鸡追逐昆
虫，牛羊膘肥体壮。

依山傍水乡亲们盖起了一幢幢通
风向阳的新房。动力电线进了村，加工
机械整天轰响。再也找不见犁耙榨坊。

旅游公路建设开工了，车水马龙一
派繁忙。看不见人拉肩扛，全是大机械
挖填土方。突然——发现了古墓群！
是祖先一直守望故乡？

丁酉年深秋，自然不同过往。乡亲
们似乎看见，玉带飘入大崖山乡！一阵
清风送来谁家的米酒香？正好用它招
待八方。

大崖山泉
山有水而俊秀，水因山而灵动。古

朴的大崖山哟，其实你并不算巍峨高耸。
大岩湖蜜泉湖琅珰湖，与其他湖泊

并无不同。水灵灵的三姐妹哟，手拉手
将你环抱簇拥，你才拥有南嘉天柱的雄
风！

你摄取了姐妹湖的灵气，你领略了
她们的韵和神。经过千百年的造化，变
成清澈甘甜的山泉，布满山坡的南北西
东。

兔儿泉，牛眼泉，洗耳泉……常年
流淌，拨琴叮咚。山泉给千古大崖活力
与青春，山泉传颂着大崖山的理学风。

山泉就像甘霖，滋润着大崖山的草
木森林；山泉犹如乳汁，哺育着南嘉的
世代子孙。

大崖山日出
大崖正襟迎日出,翠岭生风和鸟语。
村寨惺忪沐红霞,乡野依俙蒸白雾。
玉带飘下连千家，金球滚来富万户。
石壁含笑行宫礼，洞府邀圣起歌舞。

夏游大崖山
少年离家霜鬓还，初夏重游大崖山。
紫藤花开曲径缠，白翎歌唱涧水蓝。
仰望主峰巨璧挂，犹闻石室书声传。
甘泉涌涟润故土，桃李芬芳醉闾阎。

大崖山之夏
崖峰二峤迎端阳，修竹松杉舞绿浪。
野果繁花招百鸟，甘泉涧水送清凉。
龙舟洒酒吟天问，艾粽飘香佑八荒。
蛙鼓蝉鸣歌夏夜，和风潜室润山乡。

冬雪飘大崖
崖山雪舞蜡花巾
满畈寒风百里银
陌野休眠增地气
枯荷打坐念莲心
田间小路人不断
农户炊烟每日新
寨上姑娘织锦秀
乡村干部议扶贫

注：大崖山，古作“大厓山”。北宋
时，嘉鱼设县不久，大崖山即有“南嘉第
一峯”的美誉，海拔高程243米，为县域
众山之祖。它位于长江中游嘉鱼县段
南岸平原与丘陵交错地带，北距县城约
20公里，现有武深高速公路从其东南侧
贯穿，为鄂南幕阜山系延伸至长江南岸
的余脉。

流淌在岁月里的爱
王艳 (市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