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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石山渊歌词冤
阴刘应金渊云石山乡冤

你的名字袁万古流芳
你的故事袁世代传唱
你的足迹袁英雄北上
你的爱情袁一生守望

红尘硝烟 谁能比你美丽娇艳
青山座座 谁能比你柔情万千
红尘硝烟 谁能比你崎岖峭险
青山座座 谁能比你忠肝义胆

啊云石山 啊云石山
一座座英雄的山
一座座忠诚的山
历尽多少风雨
你的风采 依旧光照人间
你的风采 依旧光照人间

南方的年从农历 12月 24日开始袁
这一天称作小年遥记忆中袁从这一天起袁
每户人家都是脸上含春的袁他们褪去了
满脸的疲惫袁一年到头的辛苦忙碌就是
为了过年时的容光焕发曰他们热闹着袁快
乐着袁都忙着置办年货遥乡村尧圩镇袁到处
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遥 人们沉浸在年的
喜庆中袁祈盼着新年带来的幸福和好运遥

然而袁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袁年味越
来越淡袁随之流逝的还有很多美好的东
西遥如冬之白雪尧安祥的村庄尧纯真的童
年尧人情的温暖噎噎如今袁年被禁锢在
冷漠的水泥建筑之中袁囚禁在横流的物
欲里面遥 每到冬天袁南方的天空总是板
着阴郁的面孔袁 昏暗了城市的上空袁也
遮掩了年的底色袁显得暧昧而浑浊遥

年袁最让我的心为之悸动的永远是
那素简洁净的白雪遥

在儿时的记忆里袁到了年关袁就有
一场雪落下遥纷纷扬扬袁如粉如沙袁如棉
絮如鹅毛遥一早起来袁村庄被包裹着袁田
地被包裹着袁远山被包裹着袁万物被包
裹着遥 世界都酣睡在雪的怀抱里遥

野飞雪迎春到冶遥 雪下得越大袁人们
越兴奋遥 瑞雪送春袁来年一定是个丰收
年遥 全村的人在此时都忙活起来了袁煎
豆腐尧炸酥果袁蒸肉丸尧炒红薯片噎噎天
气虽冷袁但是他们心底踏实暖和遥 我们
这些孩子们从祠堂里追逐到门口的空

坪上袁抬起小脚轻轻地踩在洁
白无瑕的雪面上袁竟有些不忍
心损伤它的肌肤袁却又禁不住
要亲近它遥 踩过的野吱吱冶声袁
就像心底响起的一串串童年
的歌谣遥小伙伴们一起踏着积
雪尧玩着游戏袁一时间袁雪地上

绽放出一树树清绝幽香的梅花遥大人们
在祠堂门口的磨石上磨着米浆袁他们相
互帮衬着袁有说有笑的遥 闲着的大人也
成了孩子袁 和我们一起挤捏着雪团袁堆
着雪人遥推磨的累了袁就换人上去帮忙袁
他们边推磨边谈论着雪给我们的恩赐袁
笑谈着来年的光景袁皑皑白雪把我们的
笑脸映照得更加灿烂遥

雪慢慢地下得紧了袁我们顶着一些
蓬松的雪花涌进了一户热闹的邻居家遥
里面虽然有些昏暗袁但非常暖和遥 几个
邻居在他的家一起炒红薯片呢浴大锅里
装着沙子和红薯片袁主人正用锅铲翻炒
着袁腾腾的热气和着薯片的焦香袁弥漫
了整个屋子遥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袁而屋
里却温暖如春遥

雪的美丽使万物浑然一体袁使天地
壮阔无边袁在雪的世界里袁人心中的私
欲也就小了遥这种简净素白也就成了新
年最本质的底色遥

而如今袁在我们生活的赣南袁每一
年都是一个闷热烦躁的暖冬袁天空灰蒙
蒙的袁年也是灰蒙蒙的遥 我心中祈盼着
能够下一场雪袁祈盼着雪带给我的温情
和思念遥 因此袁我一直感念着儿时的雪
和雪的白遥然而袁新年袁让我感念的还有
那鲜艳亮丽的红色遥

从记事起袁每年的除夕袁爷爷都会
拿出一本历书和鲜艳的红纸书写春联遥

爷爷是村子里的先生袁通文墨袁识历法遥
解放初袁在乡镇做过几年文书袁后来又
做过教师遥 但是在那段非常的历史时
期袁他被迫回家务农遥 经历身心消磨的
他仍然怀有赤诚之心遥村里人办理红白
喜事袁都请他为先生袁尤其是在过年时袁
邻里请他代写春联袁他都非常乐意遥 他
也许希望看到每户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都过上红红火火的光景遥

那时袁我还小袁总喜欢看着爷爷细
心裁剪好红纸写字遥 外面飘撒着雪花袁
我坐在火笼边取暖遥望着爷爷折叠好格
子袁调匀了墨汁袁工工整整地写着来年
的幸福遥 有时翻开泛黄的历书袁略微沉
吟斟酌袁又把新年的愿景泼洒开来遥 手
冻冷了袁就和我凑在一起袁在火笼取暖遥
边教我折纸写字袁 也教我对联的知识遥
在我印象中袁爷爷喜欢写野忠厚传家久袁
诗书济世长冶这幅春联遥我想袁这应该就
是爷爷持身的底色吧浴

后来袁我年长一些了袁就和爷爷一
起写春联遥当我那稚嫩的文字沁染在鲜
艳的红纸上袁我感觉心底就有了一层厚
重的底色遥笔毫收起袁血脉扎根遥写完之
后袁我把晕染在双手的红色调皮地印在
纤尘不染的雪地上袁 白雪顿时有了精
魂袁熠熠生辉遥 现在袁爷爷不在了袁我仍
然年年写着春联遥如果说自己有些许人
文情怀的话袁那都是以此为底色的遥

而今天的年袁被我们过得富足而贫
乏遥我们一面在无休止地满足物质的欲
望袁 一面在毫无底线地刺破那些美好
的袁纯真的而又抒情的梦想遥 如若能赋
予年以红白的底色袁就像爷爷所希望的
清白立身尧诗书传家一样袁那么袁年要要要
会是岁月之歌中最美的旋律遥

说起泥鳅 袁瑞金人又称之为鳅鱼遥
这是土生土长的小动物袁 身材短小袁全
身滑溜溜的遥 俗话说 野象泥鳅一样奸
滑冶袁 就是讲泥鳅在水沟里或水田表面
游弋时袁一遇风吹草动袁或觉察有人伸
手捕捉时袁立马小尾巴一甩袁在稀泥巴
面上搅成一滩浑水袁凭着乌泥浊水的掩
护袁脑袋一钻袁便无影无踪了遥纵使抓到
它了袁也很容易从手心里溜走遥 这就是
野奸滑冶也遥 俗话还说野全只鳅鱼冇破冶遥
是介绍对泥鳅的烹饪方法遥在做泥鳅这
道菜时袁不管它的个头大小袁统通的整
只下锅袁无须破肚清肠遥 因为在食用泥
鳅之前袁均会用清水养上一两天袁再换
净水冲洗袁待欢蹦乱跳的泥鳅洗濯得一
尘不染袁体内脏物无存时袁便可以随心
所欲地做成各种美味佳肴了遥

勤劳俭朴的农村人袁 以种田居多袁
不仅与庄稼打交道袁同时也渐渐地熟悉
了泥鳅的生活习性遥 想吃泥鳅这道菜
时袁往往亲自动手捉遥这捉泥鳅袁还得讲
究季节与方法遥

当春天来临袁 泥鳅跃跃欲试时袁可
挑选土地肥沃袁业经犁耙的水田袁在靠
田埂的周围袁每隔一两米远袁将田里的
泥巴做成三十公分见方的土堆袁悬出水

面约七八公分遥然后封堵本丘水田的上
下田缺袁保持水深五公分左右袁让田里
的水处于静止状态袁 再将适量烧香捣
碎经浸泡一个下午的茶仔枯饼水用水
桶装好袁于傍晚时分挑进水田中袁用勺
子均匀地洒在水田的各个部位遥 第二
天天亮后袁就可以去捉泥鳅了遥 从哪里
下手呢钥 嗨浴 就向田埂边手工做就的小
土堆进攻遥 因为茶仔枯饼水是苦的袁泥
鳅在水田中尝到苦味后袁 十分难受袁便
凭本事向无苦水的土堆底下躲避袁以图
胃口好受袁便却中了人们的圈套遥 一条
条泥鳅在无水的环境中束手就擒袁活生
生的被捉进脸盆里遥 如这丘田面积偏
大袁泥鳅量多的话袁往往可捉到好几斤
呢浴

秋收后袁很多水稻田干枯了袁当稻
草收回家中后袁想捉鳅鱼的便可大显身
手了遥 怎么捉呢钥 有的是办法遥 只见许
多年轻人手提锄头袁腰系篾篓子袁到田

间地头察看袁发现田块表面有光滑的洞
口时袁便两眼发亮遥顺着洞口往下抠袁抠
到尽头处袁在滑滑的泥水洞底袁便有一
条泥鳅在那里闭目养神袁当你捉在手中
时袁它才会睁开眼睛袁挣扎几下袁自认倒
霉遥 如果田块泥肥质软土厚时袁鳅鱼会
钻得很深袁这时你就得用上锄头了遥 瞄
准光滑的洞洞往下挖袁 定会有收获的遥
一个上午忙下来袁 捉的鳅鱼多的两三
斤袁少的也有半斤八两遥 我小时候也学
过捉泥鳅袁且有一个小小的发现袁即是
泥鳅均系独居袁 一个洞洞里只有一条袁
不可多得遥

冬天到了袁 当白天有阳光照耀袁晚
上气温回暖时袁 人们携带照明用具出
发袁手持鳅鱼剪刀或自制的针耙袁轻手
轻脚的在水稻田里逡巡袁不时会发现有
鳅鱼在水面上歇息袁 这时得眼明手快袁
瞄准目标袁闪电出击袁方能制服鳅鱼袁成
为篓中之猎物遥 当然袁免不了还在照夜
过程中袁能够剪到黄蟮尧捡得田螺尧抓到
小鱼虾等动物遥直到夜阑人静灯火欠明
时袁才满意地踏上回家之程遥

现如今袁我已年逾花甲袁回想起青
少年时期曾经参加捉泥鳅的往事袁至今
仍觉得历历在目袁兴趣盎然遥

捉泥鳅
阴钟明山渊象湖冤

年的底色
阴朱万红渊市委党史办冤

故乡的山
渊外一首冤

阴罗永恒渊象湖冤

山很高很高
我比她更高
她培养我积极向上
站在了座座峰顶

山很大很大
我比她更大
她鼓励我努力走出去
看见了片片大海

走过万水千山
山还是那座山
我将是一缕飘向故乡的风尘
择一处向阳的山坡
长成一种叫族谱的经年植物

老屋
近百岁的爷爷走后
他建的老屋真正老了
掀开瓦让太阳进来溜溜
裂开墙让风儿进来唠唠

清明时节
老屋把自己拾掇一新
房前开几朵艳艳的小花
屋后长几丛嫩懒的小草
甚至请来几只燕子在檐梁客串

我们摩挲着墙上发黄的奖状
我们讲述着蜘蛛网里尘封的故
事
我们在柴火灶的饭香中
大碗喝酒般决定马上把老屋翻
修一新

老屋又像以前的爷爷
穿着我们买的新衣服
从里屋搬把椅子靠在墙角
晒着外面的太阳
听着别人的车鸣
打盹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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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