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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华 副 刊

九华副刊!!! 享受文字 愉悦心灵

!蔚蓝的星空!

力推本土作家 展现文学魅力

投稿与姻缘
"

祖 儿

! ! ! !

"老婆是别人的好# 文章是自己的好$% 不知谁说的& 关于
这个' 向来不以为然$ 别人的老婆' 山一重( 水一重地隔着 '

如雾锁的山峦' 怎么看' 都有不俗的美$ 可是' 走到近前' 就
难保不露怯' 秋深了' 叶枯了' 草黄了' 却原来' 并非青葱翠
绿)

倒是文章' 就像十月怀胎娩出的孩子' 是吃过苦( 用过心'

投入过感情的' 难免有些自恋$

孩子大了' 养在深闺' 总不是法子' 为人父母的愿望' 就
是让她嫁个好人家' 有名有份' 有吃有穿$ 看好一户人家' 门
第( 背景一一调查清楚' 然后' 托媒说亲$ 不想' 人家名门望
族' 矜持得很' 捎话来' 让等信' 一月内不回话' 另寻别家 $

唉' 小户人家' 做些攀龙附凤的事' 揪心( 委屈' 说不出的苦)

钟情一家刊物' 仰慕它的格调( 品味与名望' 殷勤( 执着
地投' 每每无果' 是很受伤的一件事)

转念弃了比天高的心思' 作寻常想' 婚介所登个记' 网上
发个征婚的帖子' 然后' 热切地期盼着$ 果然' 好消息很快来
了' 想到还是有人喜欢的' 一颗受伤( 脆弱的心' 得了慰藉 '

总算平复$ 两个人' 郎情妾意' 她感念他的知遇之恩' 默默回
报' 他也愈发觉出了她的好' 渐渐' 情深意浓)

投稿' 若有幸被某编辑从万丈红尘里捞出来' 一心一意地
喜欢着' 于为文的人' 是前世今生修来的缘)

然而' 讨人喜欢'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味地笼着如烟
的轻愁' 或者' 一味地说些没心没肺的话' 都是不合宜的$ 聪
明的女人' 该收的收' 该放的放' 张弛有度' 应情应景$ 时时
做些端午上月饼' 中秋上粽子' 冬天送凉风' 夏日奉暖阳的事'

是吃力不讨好的$ 纵然聪慧如林妹妹' 玉质冰心的人儿' 一天
到晚轻愁淡恨地流着泪( 撒着娇' 除了宝哥哥' 放到如今' 喜
也哭' 悲也哭' 花开也是哭' 花落还是哭的' 还不知怎么招人
烦呢)

有了应时应景的好文章' 却左顾右盼' 迟疑不定' 结果春
去了' 秋来了* 秋去了' 冬又来了$ 那个关于夏的篇章' 终于
被秋叶( 被冬雪( 被厚厚的冰层' 长长久久地覆盖了$ 等拿定
主意' 也只能等雪融' 等冰消' 等枝萌芽' 等叶绿成浓浓的夏$

可是' 这个夏' 与曾经的那个夏' 还一样吗& 就像姑娘' 高不
成' 低不就的' 误了二九' 又误了三九年华' 到了四九' 想要
再嫁人' 恐怕就一言难尽了$ 人' 还是那个人' 再怎样优秀 '

也终是不一样了$ 曾经那样华美的一件衣裳' 从箱底翻出来 '

也是黯淡的' 抚不平的褶皱里' 有深深的岁月痕迹$

趁着年华正好( 青春正盛' 还可挑挑拣拣$

为文之人' 往往羞于言利' 尽管私底下' 每每见到那个黑
黑瘦瘦的邮递员拿着稿费单进来' 不知道有多欢喜) 不过' 也
怪不得' 写字是辛苦的' 孤灯长夜地耗着' 劳心劳力$ 就像找
婆家' 嫌贫爱富也是常有的事' 谁不想找个好人家& 关键是 '

豪门是那么好嫁的吗& 侯门深如海' 没有绝佳的资质' 也只能
在门外' 痴痴地张望)

当然' 偶然撞上的情形也是有的' 喧闹的上元灯节' 拥挤
的夜市街头' 不经意间' 与那多情公子撞个满怀' 一面之缘 '

仅仅) 多数情况下' 从此' 萧郎还是你的萧郎' 成路人的' 是
那被人簇拥着离去的公子' 隐入高墙深院的那一刻' 或许' 连
回望的一眼' 都不曾有++

侬本多情' 卿何薄幸& 萍水相逢的缘分' 到底是靠不住的$

为人为文' 一生一世的相守' 还是需要潜心地修)

作者简介! 祖儿! 石台县人! 自幼爱好文学!

!""#

年开始

写作 " 一年多的时间 ! 陆续发表散文三十余篇 ! 作品散见于

#新青年$% &中国剪报$% &羊城晚报$% &扬子晚报$ 等省内

外报刊及丛书 &天下徽商'盐商卷$"

优雅的写作
"

麦花飞

一次' 我们几位文友在一起喝茶' 一位老兄那天喝了点酒'

平时三缄其口的他竟然说了很多话' 当时坐在他对面的是两位
女士' 这位老兄忽然发出感慨! ,写作让人优雅啊' 你看你们
两位' 就像一首宋词的上下阙啊$% 女士们很宋词地笑了$ 这其
中的一位就是祖儿$

其实' 我与祖儿认识得很早' 有十多年了吧' 她是我同学
的同学' 听说她作文写得好' 高考时语文考了全县最高分' 是
怎么样的好我却并不知道$ 我还知道' 她是一个沉静的人' 一
起喝茶的时候' 人们聊得再热闹' 她也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倾听'

偶尔又像是在走神' 人在屋子里' 心里却想着另外的天空另外
的云$ 就是这样一位沉静的女子' 这两年来' 其散文作品频频
见诸国内一些报刊' 读着她的那些温婉的文字' 我就想起了那
位老兄说的两个字! 优雅$

祖儿生活在石台山城' 一条秋浦河穿城而过' 四周里山峰
环绕' 常常是在雨后' 住在楼上的人不经意间抬起头' 会发现'

窗前那片山坡坡上' 弥漫了浓浓淡淡的云雾' 这景象' 有的人
看了就又低头去做别的事' 有的人却悄悄地惊喜' 悄悄地感动'

她很想说些什么' 可是又似无人可与说' 于是' 她悄悄地伏下
身去' 用文字悄悄地写着' 将那些感动与惊喜说给自己听$ 祖
儿的文字就这样悄悄地生长出来了优雅起来了---我是这样理
解她的写作的$

当然' 在这样的一个年代' 保持优雅是不容易的' 需要不
急不徐的从容' 需要行行停停的自如' 更需要内心的淡定与自
信$ 写到这里' 我不由想起两位画家凡.高与德.鲍克的一段对
话' 他们两人同时在画一幅女人人体素描' 德.鲍克画得非常形
似' 人物的形象也很美' 可凡.高的画作却连人物面孔也没画出
来$ 德.鲍克说' 你这画的是什么& 什么也没画出来 ) 凡高却
说' 你画的只是一个没有生气的脸孔' 而我画的却能看出人的
肠子' 里面是热的) 凡.高的意思是' 他不要那种表面的美' 他
要的是深入灵魂的东西$ 我想' 所谓优雅'

所谓真美 ' 也一定是深入灵魂的东西吧 $

我这样说' 是希望祖儿保持她的优雅 ' 而
且在文字里一直保持下去$

印象记

魔方!人生
"

刘 敬

! ! ! !

似乎毫无缘由' 只是很突然地' 我就
迷上了 "魔方%' 痴痴然像一个五六岁的孩
童---左旋右转' 上拧下拨' 那精巧的塑
胶立方体便在手中慢慢地婀娜起来' 极尽
变化之姿++

每一个魔方在出厂时皆是崭新的' 其
色彩与花纹' 纯粹而可爱' 诱人把玩' 宛
如人之初生' 怯怯地缩于襁褓' 未历人间
风雨' 不晓世态炎凉' 幸与不幸' 殊实难
测$ 譬如' 一个最普通的' 红橙黄绿蓝白
六色有序的新魔方' 如果' 面对的是一个
"新手%' 那么转瞬之间' 它就可能会经历
一场 "生死劫%' 变得花色杂乱 ' 面目全
非' 犹似一个人平平静静的生活' 忽地遭
到意料之外的打击' 日子从此变了模样 '

而若想完全恢复' 常常则是难上加难矣)

市场上' 我们见得最多的是普通的三
阶魔方' 异形魔方比较少见$ 正如大街小
巷如水般掠过行人的脸孔 ' 平凡 ' 庸常 '

那种超乎寻常的俊逸或丑陋者' 总是寥寥$

魔方每一面的中间色块或图案' 不管你如
何旋转' 都不会移位' 并且' 它亦决定着
该面的颜色或图案$ 这倒和人的遗传基因
差不多' 所谓 "天赋%' 自有天定' 不是我
们所能易改和置换的$ 然而' 我们的生活'

通常却并不取决于遗传' 绝大多数人的智
商亦相差无多' 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通过
后天的不懈努力与执著追求' 来把人生重
新书写' 重新锻造' 直到夙愿终偿' 好梦
成真)

魔方的玩法' 自有规律可循' 其繁琐
的 "要诀%' 似武林中人所玩命争夺的 "武
功秘笈%$ 而在旋转中' 常常亦是前后左
右 ( 顺时针与逆时针的交替与反复 ' 进
进又退退 ' 三步一回头 ' 连续旋拧同一
个层面 ' 或者朝着同一个方向转动的时
候很少 $ 但无论是怎样的高手 ' 你都得
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 "添砖加瓦 %' 若偶
尔走错一步 ' 则可能越走越远 ' 终无退
路 $ 故尔 ' 当魔方在手时 ' 不仅需要我
们有着足够的心理准备 ' 更需要我们去

有条不紊地记忆 ' 去翻来覆去地尝试 '

去潜心地一步步探究出蕴含于其间的奥
秘 $ 所谓 ' 欲速则不达 $ 你急不得 ' 躁
不得 $ 这就好比人生 ' 尽管 "春风得意
马蹄疾 % 的翩然轻快是人人所向往的 '

可是 ' 一帆风顺 ( 畅行无阻的时候总是
少之又少 ' 除了一步一个脚印地迎难而
上 ' 我们似亦别无选择---世事终难料 '

祸与福 ' 常常只在旦夕之间 ' 小灾小麻
烦 ' 亦总是如影随形 ' 避之不及 $ 当生
命里遇难受挫 ( 绪断无端之际 ' 我们需
要的是冷静' 是等待' 是三思而后行' 且
在矢志不渝地顽强抗争中' 我们更要适时
把握并调整前行的方向' 以期少走弯路 '

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只要你不厌不烦不舍不弃' 终有一天'

你会成功地将魔方完美地复原如初) 只要
你尽职尽责尽心尽力' 亦有一朝' 你的事
业与人生都将到达辉煌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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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二首
"

程永庆

一

双十重建杏村旺!

千里园区科技忙!

万户千家小康乐!

百业飞腾话池阳"

二

业兴三十世惊言!

神七遨游舞翩跹!

高原天路彩虹现!

人民生活赛蜜甜"

! 我的高中老师
"

老西河

! ! ! ! $%&"

年夏天' 我考上了
'

中学$ 学校
坐落在一座小镇上' 当时正在建设中$ 作
为过渡' 学校盖了一溜子临时教室' 红砖
砌的墙' 顶上铺的是稻草' 比现在的一些
工棚还要简陋' 但同学们并没有埋怨的'

都是农村来的' 对落后的环境有种与生俱
来的默然和顺从$

我是跟班主任住的' 他姓司' 是我外
婆那个村子里的

(

高考恢复的那一年考上的
师专' 两年后分到了

'

中学' 正好教高一
语文 $ 外婆让他带我住 ' 他爽快地答应
了$ 他的房间并不大' 加了我的一张床和
一张桌子' 就没什么空间了$ 我的 "床%

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床 ' 竹片做的
"床面%' 没有腿' 外婆和我在学校的工地
上搬了一些红色的砖' 搭了两个架子' 就
成了床腿$ 有一次夜里' 砖头突然倒了'

我连人带 "床% 轰隆一声砸在地上' 司老
师被惊醒了' 他拉亮电灯' 和我把砖头一
块一块捡起来'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总算
将床又搭了起来$

住在隔壁的是数学老师' 姓万' 会武
功' 常常在门口的空地上闪转腾挪' 练给
其他老师们看$ 他当时

)*

多岁了吧' 刚
刚结婚' 老婆是杂技团的演员' 会劈叉'

人也长得漂亮 ' 白 ' 高 ' 比万老师高不
少$ 他们家养了鸡' 鸡笼口挨着地面' 天
要黑的时候' 万师母会先摆一个势子' 然
后像一张弓一样骤然展开 ' 双腿骑在地
上 ' 头伸向鸡笼里面 ' 确认鸡们都回家

了' 才蹭地收了 "弓%$

司老师当时也是三十好几了 ' 离了
婚$ 一年多以后' 有人给他在县城介绍了
一个对象' 周末的时候他就到县城去' 每
次都会换上他的蓝色的卡上装' 回来时又
脱下' 再换上另外一件洗得发白( 袖口早
已绽线的蓝色褂子 $ 往县城跑的次数多
了' 他用在教学上的心思就少了' 有时甚
至来不及备课就上了讲台$ 万老师呢' 脾
气大' 但只是对万师母' 对学生他很少发
火' 一开始教得还比较认真' 后来就不大
认真了' 有时打预备铃' 他才起床' 匆匆
刷牙洗脸' 就往教室里跑' 然后把公式定
理往黑板上写$ 我的数学一直不好' 面对
那些字' 像是看天书$

教我们历史的是个老头' 七十岁了'

是被学校聘来的' 身体很棒' 每天早上都
和他的老伴在校园里面跑步' 下雨时就在
走廊上跑' 我猜想就是天上下刀子' 他老
人家也会坚持跑步的$ 他会说英语' 经常
跟我们说' 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
用英语交谈$ 我好几次躲在他家院墙外面

偷听' 大概是运气不好的缘故吧' 一次也
没听到过他们家传出英语声$ 老头子把史
记读烂了' 讲到刘邦( 项羽争霸时' 滔滔
不绝' 嘴丫边上尽是白沫' 说了一堂课'

也没把范增和项羽他娘到底有没有私情这
件事说完 ' 下课铃响的时候 ' 他丢下一
句! "下堂课我们接着讲$% 老先生更擅
长的不是教书' 而是 "说书%$

教英语的是历史老师最小的女儿'

!*

来岁' 小巧玲珑的' 平时不大说话' 她参
加了两次高考' 没考取' 但英语考了

#*

多
分' 于是被学校请来做我们的老师了$ 我
们初中时都没学过英语' 所以她应算是我
们的英语启蒙老师$ 当时高考英语按

)*+

,"-

来折算进总分' 班上的很多同学都不
大重视' 邻桌的一个岁数大的同学喜欢她
上课' 倒不是真的想听课' 而是盯着她脸
蛋看$ 我算是班上为数不多的英语好的人
之一' 几乎每堂课都要被她抽查背课文'

所以每天早上我都会背英语' 上课之前又
突击一下' 抽查时我都能顺利过关$ 我后
来上了英文专业' 她的影响肯定是有的$

教政治的老师是部队转业的' 很认真
的老师' 每次上课都会写好几黑板的字$

高年级的同学都说他教得好 ' 但我没觉
得' 我到高考时也没弄懂事物的特殊性和
普遍性到底有什么区别$ 可能是我的脑子
比较笨吧$

除了数学' 我最怕的就是地理了$ 是
个女老师' 和我外婆沾点亲' 所以我对她
还是比较了解的$ 她是小学毕业后被推荐
上大学的' 老公在外地$ 她上课时不是靠
在墙上' 就是手撑着讲台( 脚抵着墙$ 不
知道怎么回事' 她老是头疼( 腰疼' 说话
软绵绵的' 好像随时会晕倒' 所以我们经
常上了半堂课就开始自习$

高二下学期的时候离预考就近了$ 班
上只有

$!

个名额' 被淘汰的同学就不能
参加高考了' 我成了

$!

个人的幸运者之
一$ 两个月之后' 我们到县城参加高考$

看着别校考生踌躇满志的' 我的心里就有
些发虚 $ 我们的历史 ( 地理根本没复习
完 ' 我的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 稀里糊涂
地' 三天就过去了$

那一年' 我们班上没有一个人考取'

但大家也没什么说法' 因为学校里面前几
届文科班都是剃 "光
头 %' 我们中谁要是
考得上 ' 那是运气
好 ' 是祖坟冒青烟 '

考不上是正常不过的
事' 谁也不会奇怪$

诗三首
"

阿 成

小 寒
从现在开始

彼此相互折磨

用尽所有气力

撕开与生俱来的身体

血淋淋的 没有疼痛

耳边响起筋骨断裂的声音

仿佛只有这样

才能看清心的深浅

山 上
树木在山上打盹

风中 一片片

黄的 半黄的落叶

被细密的尘土收留

山谷中 我闻到了

腐烂的植物的气息

年年如是

落叶瞬间化作泥土

静静地落叶

使时光变得短促

使大地变得空旷

冬 夜
轻些! 再轻些

以便让我听见

这条叫秋浦的河上

小木船和河水交谈的声音

还有那条不安分的小鱼

跃出水面的肚白

高高的堤坝

晚练的人渐渐稀少

我看见一只只灯盏

把光亮点到河中央

#$$一只只灯盏

摇曳的身姿 在古老的拱桥下

被呼啸而过的汽车惊吓

延安行
"

常 和

! ! ! !

延安是一个小山城'四面环山'规模不大$ 它没有大城市的喧闹和
繁华'却透着陕北古城的质朴与典雅$ 夜幕降临'我看着灯火辉煌的延
安城'浮想翩翩$当年'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翻雪
山过草地'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来到黄河岸边的延安城'从此'这个
貌不惊人的陕北古城'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大搏斗中'成为中华儿女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指挥部'党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就在这里指挥战
斗'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伟大业绩$

在导游的带领下' 我们参观了延安的枣园( 杨家岭等革命旧址' 实
地目睹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旧居$ 那些光线和空气欠佳的窑洞' 那些办公
的小木桌( 照明的小油灯( 睡觉的小土坑' 令我们肃然起敬$ 我们的革
命老前辈实在是太伟大了$ 在频繁残酷的军事斗争中' 在极端艰难的物
质条件下' 革命前辈们靠着坚实的革命理想和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 在
这简陋的窑洞里' 运筹帷幄' 指挥着千军万马' 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的伟大胜利$

从导游同志的讲解中'从革命纪念馆的文字(图片(实物中'我们
了解了当时的延安城缺衣少食'老一辈革命家就带领革命队伍开展大
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耕田织布$ 在革命历史展览馆'我们看到了当年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身着破旧的棉衣'讲话(工作时却神采奕奕$ 老一
辈的革命家在那样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里'用"小米加步枪%对付敌人
的飞机和大炮'指挥领导着全国革命'实在令人佩服'让人感慨万千$

离开延安时'我极目宝塔山'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朝圣之旅'不虚
此行$我们收获了感动'受到了熏陶$这次延安之行'对我们来说是莫大
的鼓舞和鞭策$它使我联想到当今现实生活中不少国人'身在福中不知
福$ 特别是人民公仆中的少数干部' 不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工作与生
活'沉湎于侈靡享乐'患得患失'以权谋私$ 现在是和平盛世'与老一辈
革命家相比'我们现在是在安定(和平(物质丰富的环境中'建设和谐的
小康社会'还有什么理由怨天尤人'不尽职尽责呢&

梦里故乡
"

苏华民

! ! ! !

我不是徽州人' 去那里也只是少有的几次'

然而' 我却不能忘记他' 他像一个巨大的影子'

始终萦绕心头' 几度梦回++

晓起的树
晓起的上空中' 似乎有一份凝重' 有一份飘

逸气味$ 待我细细搜寻' 原来空气中充溢着浓郁
的香樟味$ 袭人眼鼻' 忽即忽离++

高大的樟树或是生长在村口的小溪旁' 或是
生长在屋后的斜坡地上' 几株( 十几株' 在空中
连成一片' 将这个小村落紧紧地环卫' 苍劲( 古
朴( 粗大的枝干' 纵横交错' 绿阴如盖$ 如果说
它们历尽了风雨' 我想更多的还是岁月的沉淀和
人文的熏染$ 它们不是简单的树木' 它们是神'

是村庄的守护神$ 千百年来' 人来人往' 世事更
替' 它都一一包容在茂密的枝叶间++

坐在清凉如盖的树阴下' 行走的汗水在清风
中很快挥发' 那弥漫在空气中樟木的味道' 我仿
佛闻到了古徽州人灵魂的气息$

人说' 鸡鸣破晓' 破晓即起是晓起村名的来
历' 有这样来历的村庄' 实在是令人敬重$ 我临
离开时还是买上一小块樟木片带回家' 我知道那
不是简单的樟木片' 而是整个晓起++

廊桥飞虹
廊桥当地人称为! 彩虹桥$ 婺水河两岸' 她

轻灵地一跃' 顿成彩虹飞渡' 风流无比$ 后人观

其形' 思其名' 将桥体染成彩虹色$

这样' 彩虹桥就承载了婺源人美丽的
遐思$ 千百年来' 如晦的岁月' 虽然
给了她沧桑的容颜 ' 她还是坚如磐
石' 如馆藏的雕塑' 历久弥珍$

我去廊桥拍了很多图片' 那天光
线有点昏' 但还是有三张不同景象的
图片我最喜欢$ 一张是! 廊桥前一汪

秋水似的婺水河' 她开阔( 平坦' 波平如镜' 清
亮如洗$ 河水的上方' 耸立着墨黛色的山峦' 山
脚下几座白墙灰瓦的古民居' 它们的影子倒映在
秋水之中' 河岸边有几位村姑正在漂洗衣物' 河
面上白雾升腾$ 在河水的另一边' 有一条长长的
竹筏' 野渡无人' 竹筏自横' 淡泊而宁静++

再一张就是那幅不停转动的大水轮$ 水轮的
前面' 有几百条小石墩站立在水面上 ' 它们连
成一线 ' 形成一条优美的弧线向河的对岸延
伸' 每个石墩间向坝下汩汩流淌的河水' 因受
到石墩的阻挡' 发出哗哗的声音' 泛出纯白的
水珠++

还有一张就是彩虹桥了' 我站在河水的上
游' 仰望整个桥身' 她如一座水上宫殿' 雕梁画
栋间' 桥在延伸' 古徽道上的石板路也在延伸'

整个桥体倒映水中' 如彩虹倒悬' 金银沉壁' 粉
墨如染++

我站在桥上' 手扶这些古老的雕花栏杆$ 我
想' 这座古徽道上八百多年的廊桥' 演绎了多少离
情别恨' 正是桥的收容' 又萌生多少两情缱绻的风
流故事$ 凄风苦雨的夜晚'

又有多少行迹匆匆过路客'

在这里找到了庇护的场所$

彩虹桥' 不仅是离别的
起点' 又是回归的终点$ 呆
在桥上' 我魂牵梦绕' 默然
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