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从山谷吹来遥
有一种低沉的山声袁时隐时现袁若有

若无遥 一只麻雀停在竹篱上袁风一动袁跳
一下袁只是不走遥 木叶还没有落尽袁一起
风袁村巷里尧屋场上尧石阶中袁枯叶到处飘
飞遥 有妇人正在灶台上炒菜袁赶紧把后厨
门关了袁防止碎末飞进锅里遥

箔竹的村口有一排高大的枫袁 护着
青瓦的屋顶尧土黄的屋墙遥 天空的蓝笺已
平铺在我头上袁山峦沉稳袁微笑地面对着
我遥 和风动草袁木叶落尽袁林中却仍留着
叶落时轻柔的声音袁在最初袁仿佛仍是最
为平常的相遇遥

风起箔竹袁独自迎风立于山野袁眺望
远山袁却满怀感动和悲戚遥 日本作家西协
顺三郎说院野自然的风情是一种哀愁感袁
和恋爱的哀愁一样是人们先天具有的东
西遥 冶正是因为这一排高大的枫树袁村庄
里才会有千万片的树叶在迎风飞舞袁犹
如一群群小鸟一样袁一直向远方飞去遥 蓝
色的天高高地罩在上面袁 箔竹村坠入了
一片沉寂袁 天地中的事物按照最初的样
子展现在我们面前袁它所呈现的声音尧气
息和色彩袁一一静穆遥 这是一种根植于生
命本体尧穿越时空的共同记忆遥

阳光很好袁那些光线是均匀的尧安静
的尧温柔的袁箔竹的每户人家袁屋场都大袁
找把竹椅坐下来袁背对着太阳袁晒得人有
些恍惚遥 人睡了又醒来袁我突然想眯缝着
眼睛看这个世界遥 我从没想过能描绘出
这样寂静的村庄袁几排老屋袁一个人袁躺
在山谷间袁倾听时间之泉汩汩流动袁无声
无息地流向屋檐尧小巷尧菜地尧稻田和竹
林袁最后覆满整个大地遥 那种虚无感让我

有时会感到紧张袁我们太渺小了袁光阴又
这么短暂袁这样的时刻袁才发现袁一粒尘
埃里的一粒尘埃袁如此微不足道遥

天空真是太高远了袁有限的生命袁也
只能看到它岿然不动的一瞬遥

箔竹这样的村子袁落笔温婉袁敷色素
净遥 一座小村袁躺在眉毛山的怀里袁三十
栋房屋一律土黄的颜色袁土来自于梯田袁
来自于大地袁箔竹村的色泽和温度袁也是
大地的色泽和温度遥 黄袁来自岁月暗层的
色彩袁 黄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倒透着一种
惊和艳袁这种朴实的色彩袁在阳光下透着
一种明亮袁它让我触手可得袁并且迷恋遥
走入村庄袁 似乎闻到了阳光的味道和稻
草的清香遥 那些古旧的木头尧石刻尧木雕尧
花窗尧牌匾尧天井尧门墩尧瓦片袁甚至包括
柴房中废弃的石磨尧蒸笼尧饭甑尧筲箕尧火
盆尧箬笠尧蓑衣袁还有村人的微笑尧善意和
一口乡音袁让我一下产生幻觉袁想起了一
些逝去的时光袁 只一些袁 便让人心生惆
怅遥

一成不变的箔竹袁时间很慢遥
箔竹是有变化的袁只是慢袁慢到无声

无息袁慢到让人瞬刻回到童年遥 时间袁对
于箔竹村本没有太多意义袁 它从岁月的
远方走来袁一直我行我素袁依山就势袁随
物赋形袁对文明的发生尧争斗尧变革和突
飞猛进袁并不十分关心袁始终坚持独立的
姿势袁 深情地依着眉毛山袁 在白云上耕
作袁在清风中静立遥

我们坐在土屋前袁 勤劳的主人在厨
房里生火尧烧水袁给我们做了一桌子的好
菜遥 在这座山中袁他们日出而作袁日落而
息袁付出艰辛劳动袁收获粮食袁并且享受

眉毛山带来的清凉和安静遥 这里一直不
缺少美食袁但一直都自给自足袁黄豆和生
姜晒在簸箕里袁 我甚至都不好意思买一
点回去袁怕打破他们的宁静与平衡遥 在箔
竹村停留袁回归田园袁心无芥蒂袁浮云往
返袁可以花时间让自己独处袁沉思袁甚至
冥想袁与山真正融为一起袁是一件愉快的
事遥

在村庄中取景袁一扇门一扇门走着袁
一个村庄袁有很多门袁这就够了遥 一户人
家就是一处烟火袁坐在门口袁可以眺望远
方袁可以扳着指头细数剩下的光阴袁这就
够了遥 遇到一位老人袁看到我袁满脸笑着袁
招呼我去喝茶袁一杯菊花豆子茶袁咸是咸
了袁但那是故乡的原味遥 老农不厌其烦地
讲他们村庄的故事袁 说起他们的祖先郑
庄公尧郑桓公袁说起这个村子袁原来很小
很小袁路也没修通袁但初夏的水田很美袁
秋季的枫叶也很好袁 他的方言和县城略
微不同袁听起来非常地悦耳遥

在箔竹袁沿着梯田的田埂往上走袁一
直可以上到眉毛山顶袁翻过山就是竹塅袁
同光体诗人陈三立的故乡遥 这一带的先
民袁很多是客家人的后代袁他们勤劳尧朴
实尧善良尧智慧遥 那依山而筑袁层层叠叠袁
由山顶一直蔓铺到谷底的梯田袁 蔚为壮
观遥 一到夏季袁那句被雨水叫醒的蛙鸣袁
是夏夜弹落进田里的琴声袁 缠绵的旋律
一再鼓动梯田的心跳遥 而到了九月袁金黄
的稻谷铺满山谷袁更会是另一种壮美遥 我
于是明白了袁 村庄的颜色不仅是土地的
颜色袁也是稻谷的颜色袁是丰收的颜色遥

回家的途中袁 我发了一条微信要要要
野箔竹最美的还是人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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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感怀
阴肖运华渊文化馆冤

南昌起义的枪声
把九州唤醒
秋收起义的炮声
把四海震动
八一建军节
在瑞金沙州坝确立
举世闻名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这里出发
漫漫征程
经历了
尸首遍地
血流成河的
湘江战役
艰苦卓绝的
四渡赤水
奇兵再现
用兵如神
巧渡金沙江
威武挺立
然而
无数军人却倒在
漫过人腰袁寸步难行的
雪山草地
坚不可摧
战无不胜的
中国工农红军啊
终于
胜利到达了吴起镇
这一日的吴起镇哟
锣鼓掀天
载歌载舞
军民同庆
然而
侵略不断
战争不止
保家卫国的人民军队
依然投入抗日救国的前沿
十四年
持久的抗日战争
终将以日军的失败
我们的胜利而告结束
此时的中国
内忧外患
开始了解放战争
打败了蒋家王朝
建立新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从无到有
从小壮大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美国等多国军队
依然成为中国军队的手下
败将
坚不可摧的中国军人啊
打出了国威袁坚定了军魂
忆往昔
中国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
洗刷了一个民族的屈辱
成就了一个国家的伟业
这就是军魂
一切为人民
这是军队的宗旨
保家卫国
这是军人的天职
东方大国已经崛起
杨利伟
手执国旗
飘扬苍穹
飘向全球
中国人民解放军
所向无敌
胜利永远属于强大的
现代化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浴

野立秋之日凉风至遥 冶从立秋这
一天起袁气温渐降遥正所谓院野早上立
了秋袁晚上凉飕飕遥 冶立秋袁意味着草
木开始结果孕子袁收获的季节到了遥
此时袁我国中部地区早稻收割袁晚稻
插秧袁野双抢冶结束袁大秋作物正在进
入重要生长发育期遥

据说在宋时袁立秋这天袁宫内要
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入殿内袁当野立
秋冶时刻一到袁太史官便高声奏道院
野秋来了遥 冶奏毕袁梧桐应声落下一两
片叶子袁以寓报秋之意遥诗人左河水
于是有了灵感袁 诗兴大发院野一叶梧
桐一报秋袁稻花田里话丰收遥虽非盛
夏还伏虎袁更有寒蝉唱不休遥 冶

立秋有三候院一候凉风至遥立秋
过后袁刮来的风不同于暑期的热风袁
已有一丝凉意曰二候白露生遥此时白
天的阳光仍很热袁 但夜晚有凉风吹
来袁便形成了昼夜温差袁次日早晨就
会有晶莹的露珠凝结在植物的茎叶
上曰三候寒蝉鸣遥秋天感阴而鸣的寒
蝉袁此时食物充足袁温度适宜袁在凉
风吹拂而来时袁 便在树枝上开始唱
歌袁似乎在告诉人们秋天来了遥

立秋日的天候情况袁 对农民们
显得十分重要遥有农谚云院野秋打雷袁
冬半收遥 冶野立秋晴一日袁 农夫不用
力遥 冶即是说袁立秋日如果打雷袁冬季
作物就会欠收曰如立秋日天气晴朗袁
必定风调雨顺袁 可以坐等丰收遥 此
外袁还有野七月秋样样收冶野六月秋样
样丢冶野秋前北风秋后雨袁 秋后北风干河
底冶的说法袁也就是说袁农历七月立秋袁五
谷可望丰收曰如在农历六月立秋袁则会欠
收曰秋前刮北风袁秋后有雨下袁如秋后刮
北风袁则当年可能发生干旱遥

立秋后袁三伏天的末伏尚存三日袁秋
老虎仍然存在袁 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很
热袁 外出劳作的人们仍应注意防暑遥 同
时袁 各种农作物生长旺盛袁 中稻开花灌
浆袁二晚扎根分孽袁大豆结荚袁玉米抽雄

吐丝袁棉花结铃袁红薯块根迅速膨大袁均
对水分要求迫切袁 故适时抗旱浇灌尤为
重要遥 农谚云院野立秋三场雨袁 秕稻变成
米遥 冶野立秋雨淋淋袁遍地是黄金遥 冶双晚生
长在气温由高到低的环境里袁 必须抓紧
有利时机袁追肥耘田袁加强管理遥 棉花也
处于保伏桃的重要时期袁 要为较差的田
块补施速效肥袁打顶尧整枝尧去老叶尧抹赘
芽也得及时展开袁以减少烂铃尧落铃袁促
进正常成熟吐絮遥 这个时节袁也是水稻三

化螟尧稻纵卷叶虫尧稻飞虱尧棉铃虫尧
玉米螟等害虫的高发期袁及时防治袁
非常重要遥

立秋时节袁我国有啃秋瓜尧晒秋
等民俗遥 江南一带袁人们在立秋这一
日袁买回又红又甜的大西瓜袁洗净瓜
皮袁剖开袁然后全家人围绕在桌面周
围袁分享西瓜袁是为野啃秋瓜冶遥 说是
吃西瓜不会得疟疾袁并可防腹泻遥 而
晒秋袁是一种典型的南方农俗遥 在江
南丘陵地带袁 农民在秋季将水果蔬
菜等农产品袁晾晒于屋顶架尧窗台等
向阳处袁错落有致袁蔚为大观袁形成
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场景袁 是画
家尧摄影家们争相追逐的绝妙素材袁
他们以此为对象袁 创作出一幅幅精
美的艺术品遥 江西婺源的篁岭袁已经
被文化部评为 野最美中国符号冶袁成
为旅游爱好者和画家尧 摄影家们心
中的秋日天堂遥

立秋袁是阳气渐收袁阴气渐长袁
由阳盛逐步转阴盛的时期袁 故秋季
养生袁凡精神情志袁饮食起居袁运动
锻炼袁 皆以养收为原则遥 秋内应于
肺袁肺在志为悲渊忧冤袁悲忧易伤肺袁
肺气虚则机体对不良刺激的耐受性
下降袁易生悲忧之情绪遥 所以袁在进
行自我调养时不可背离自然规律遥
循其古人之纲要袁野使志安宁袁 以缓
秋刑袁收敛神气袁使秋气平曰无外其
志袁使肺气清袁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
也遥 冶
民间有野捂春袁冻秋冶之说袁即在春

季袁不可天气一暖便穿着单薄袁因为乍暖
还寒袁很容易感冒曰而秋季袁则不必天气
稍微一凉袁便盲目添衣加棉袁衣着太多会
影响机体对气候的适应能力袁 反而容易
患病遥 在饮食方面袁可适当食用芝麻尧糯
米尧粳米尧蜂蜜尧菠萝尧乳品等柔润食物袁
以益胃津袁润肺健身遥

遵循节气的指引袁随遇而安袁依时而
动袁亦是万物生存的自然法则遥

风起箔竹 阴冷冰渊象湖冤

立秋
阴钟明山渊象湖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