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调歌头·端午感怀
阴胡滨渊宁都冤

蒲艾挂门牖袁
糯粽奠英贤遥
纵然迢递袁
一掬清泪向湘沅遥
已是凄风苦雨袁
却有龙舟竞渡袁
旗鼓撼飞澜遥
怀沙恨千古袁
奋笔斥权奸遥

追往事袁
成积愤袁
捧遗篇遥
国殇一曲袁
慷慨死节拯黎元遥
研制倚天利器袁
扼守东溟南海袁
岂可怵烽烟钥
圆就中华梦袁
谁不意拳拳浴

哨渊外一首冤
阴钟小飞渊叶坪冤

月色 薄如蝉翼
如游动的天籁
悄悄地抒情 像一种
用心才能听懂的声音
那是 青春的口令

在你的明眸
一切变得透明
绿的戎装蓝的枪刺
着色成一幅
色彩饱满的画面

朦胧的夜雾
像白色的纱裙
圣洁的山峦
如远方的母亲
安详地和你一起
守护着
祖国的宁静噎噎

远方
有一种远方
用告别的方式
治愈悲伤

有一种诗句
用碎片组合
年少轻狂

有这个青春
用岁月沉淀
热血柔肠

有一种向往
用狼毫挥写
人生华章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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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曦微袁空气里尚寒气逼人袁这
是 2017年腊月初八的清晨袁瑞金市红
都广场尧 绵水农贸市场和桦林路农贸
市场却热气腾腾遥一场施粥尧祈福的活
动袁流浪汉来了袁孤寡老人来了袁善男
信女来了袁一拨一拨的人面露喜色袁围
拢在粥桶边遥瑞金市佛教协会会长尧龙
珠寺住持耀融法师带着众弟子和志愿
者欢喜施粥袁鼻尖上沁着汗珠遥一种和
谐尧圆融尧温暖尧欢喜之气袁透过料峭的
北风弥漫开来遥

我再次见到耀融法师袁 已是今年
的春天了遥 素淡宽松的装束袁浓的眉袁
清的目袁 修行多年的慈悲之气在神情
举止间不经意地散放遥一个自 12岁起
便结下善缘袁从此削发为尼的人袁让我
充满了说不出的虔敬遥

古来佛教与慈善密不可分袁扶贫济
困袁已成为耀融法师的生活日常遥 这么
多年袁究竟捐出多少善款袁积下多少善
缘袁她似乎已经无法做一个数据上的统
计了遥 她甚至袁很少去记住那些她帮助

过的人遥 野我们只管舍出袁从来不去想回
报遥 冶她说遥
佛曰院舍即是得尧得即是舍遥 耀融

法师用一次又一次的善为践行着佛
法袁 也为这个时代写下了太多的大爱
篇章遥

很多的善行袁都是随缘的遥某次在
与人闲谈中袁 耀融法师得悉瑞金市九
堡镇有一位小孩身患先天性心脏病袁
急需手术袁家庭又苦于无钱袁耀融法师
当即决定施以援手遥 一万多元的善款
送到病儿家中袁手术得以如期进行遥

救人于危困之间袁此爱袁圆满了人
间遥

如果将时针拨回到 2017 年端午
节袁你会看到耀融法师一行袁又出现在
瑞金市拔英乡敬老院遥 她轻抚着一位
老人的膝盖袁口诵慈音遥随他们一同来
到敬老院的袁还有大米尧面条尧油尧面
包遥 老人们手持佛珠袁双手合十袁为着
这来自佛教界的温暖袁 祝福感恩之声
不绝于口遥

时间再往前行至 2017年六一儿童节袁
我们还会看到袁 耀融法师一行出现在
瑞金市特殊教育学校袁依然是米尧油尧
面条尧 面包等食物袁 被孩子们捧在胸
前袁脸上的笑靥和六月的花一样灿烂遥

何止于此呢钥这些年袁他们随同瑞
金市委统战部尧 瑞金市民宗局的同志
们一起袁又将大爱送到了日东乡尧泽覃
乡等精准扶贫点袁 一捐就是 2 万或 3
万遥 那些善款袁成了新修的乡村公路袁
成了一座又一座普度众生的桥遥

他们袁一直都走在行善的路上遥
其实袁所有的物资和钱款袁均来自

于信众们的善心捐赠遥从善而来袁又向
善而去遥 看取莲花净袁方知不染心遥 同
心袁合力袁将爱意和互助的信念在人间
一拨一拨地传递下去袁 这是佛教界的
梦遥而耀融法师和众多的信士们袁又分
明都是新时代新社会的筑梦者遥

家园和谐袁弱者有所依袁贫者有所
食袁病者有所医袁又何尝不是每一个普
通中国人的梦钥善道自然和袁这样的生
活袁 看得见光亮遥 每一个致力于此的
人袁都值得敬重遥

梦里又飞回老家袁我赤着小脚丫在
田埂上飞奔曰又梦到奶奶了袁奶奶佝偻
着背脊袁步履蹒跚地从岁月的烟尘中走
来袁笑微微地提着一个竹篮子噎噎

奶奶有很多竹篮子袁都挂在老屋厅
堂橫梁上遥幼时的我常常盯着那一个个
篮子出神袁心想那上面肯定藏掖着什么
好吃的东西遥其实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
代袁大多人家并没有多少零食袁有的不
过是一些自家地里产的红薯干尧 落花
生袁最珍贵的莫过于亲戚家吃东道时带
回的烧鱼子尧饼干之类要要要那些大多是
留着待客的遥之所以要高高地悬到我们
的头顶袁不外乎是怕小孩子嘴馋袁吃起
来不知道个度罢了遥 长大后才知道袁那
时候没有冰箱袁木制的橱柜难挡同样嘴
馋的鼠辈们锋利的牙齿袁而悬挂在楼板
之下是最为妥当之法遥

有一次袁 我忍不住问奶奶院野篮子
里装的是什么钥 冶奶奶乐呵呵地说:"宝
贝! 宝贝! "

记得那一年我五岁袁 邻居家的娣
子婶领着孩子来找奶奶遥

野来子奶奶袁 我家孩子咳嗽厉害袁
来拿一些您的宝贝冶

野好勒袁我这就去拿给你遥 冶
只看见奶奶搬来一个凳子袁 一个

跨步上去袁 粗糙的双手在这个篮子翻
翻袁 那个篮子拣拣袁 一边抓选一边说:
野拿些陈皮袁车前草袁蝉蜕袁回去再摘七
片枇杷叶袁 一段柏树枝噎噎冶 奶奶说

着袁眼睛看着小朋友袁发出温柔的光袁
野煎水二次袁早晚各喝一次袁晚上喝完
就睡觉袁连喝两天袁可能后天就好了遥 冶
我悄悄跟过去一看袁忽地一愣袁情不自
禁地喊起来院野哪来什么宝贝呀浴 全是
些树根呀花草呀之类干瘪的东西遥 冶

过了几天袁娣子婶手里抓着两个鸡蛋
又来了遥 还没进门就喊院野来子奶奶袁多谢
您给的宝贝袁我的孩子果然不咳了遥 冶我心
里暗暗高兴袁 奶奶的宝贝果然不一般袁鸡
蛋将是我的美餐哟遥

我八岁那年袁 小毛叔的一条腿又
红又肿遥医生说是无名肿毒袁看起来比
另一条腿都大了很多袁 打针吃药多日
不见效袁 奶奶见状说院野还是试试我的
宝贝吧浴 冶于是奶奶提着篮子袁牵着我
的小手袁 往田野走去遥 我们走在田埂
上袁奶奶佝偻着背脊袁步履蹒跚地在水
圳边尧水田旁一边寻找采挖袁一边告诉
我袁这个叫半边莲袁那个是犁头草袁还
有蛇舌草袁 必须是开白花的噎噎最后
来到村头采芙蓉叶遥 我们提着一篮子
的鲜草药回到家里袁 奶奶把这几种鲜
草药洗净袁剁了研烂袁用干净的纱布包
好敷在小毛叔的腿上遥

因为每天都要换一次药袁 药还得

是鲜的袁所以袁那些天我们每天都出去
一趟遥 真没想到袁五六天后小毛叔的腿
不肿了袁随着脓液的排出袁慢慢的竟消
肿痊愈了遥

时光飞逝袁当年跟在奶奶身后的小
屁虫我已然长大袁还结婚生子了遥 孩子
四岁那年袁扁桃体肿大尧咳嗽十多天袁吃
药打针一周还不见效遥奶奶得知后又在
篮子里找起宝贝来遥只见奶奶皮肤的褶
皱里袁飞满细碎的灰尘袁鼻尖上顶一个
老花镜袁全神贯注袁整个身体微微前倾
在电灯下遥顿时袁我的眼睛有些润湿袁黏
黏的尧 滑滑的泪涕滴落下来遥 奶奶说:
野你们年轻人就是信那些外国传来的打
针挂瓶尧石灰丸子袁一生病就往医院跑袁
把我们老祖辈留下的东西忘光了! 冶奶
奶边说边叹气袁野我们中国人袁祖祖辈辈
不是靠这些根呀叶呀的治病强身吗钥有
了西药袁 那么快就把中草药踢开了钥
噎噎小孩子扁桃体发炎尧咳嗽袁给他喝
几次白花蛇舌草汤袁睡一觉就会好遥 "果
然袁孩子第二天真的不咳嗽了噎噎

奶奶已经作古袁 奶奶篮子早已封
存在我的记忆深处袁 奶奶篮子里的秘
密成了我记忆中的珍宝袁 如同奶奶的
爱镌刻在心中噎噎

善道自然和
阴钟秀华渊市文学院冤

奶奶和她的百宝篮
阴杨娟梅渊象湖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