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 意
马庆民

时至七月，浅夏的轻柔已渐渐散去，取而
代之的，是日趋盛大的暑意。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暑，热也，就热之
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 ”暑，表示
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大暑为大热。 此时
节，暑意正盛，连风中都带着暑热之意。

盛夏的暑意是热烈且势不可挡的。 于是，
有人极为洒脱，干脆“一热之下”逃入山中，如
杜甫诗中所写的“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
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就是山间避暑的绝
妙写照。 甚至还有人干脆整个夏天定居山中，
如宋朝的米芾就打算山中避暑至秋天才回
来，还给友人写了书信交代行踪，便是流传至
今的《逃暑帖》。

盛夏的暑意却也是诗意的， 有清风半夜
鸣蝉，有竹摇清影罩幽窗，还有绿阴幽草胜花
时……于是有人“暑中求凉”，如白居易《消暑
诗》云：“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 眼前无长
物，窗下有清风。 ”这和老话“避暑有妙法，不
在泉石间，宁心无一事，便是清凉山。 ”有着不
谋而合的心境：只要用心去感受这份安静，就
会清风拂面， 进而找到心灵深处的平静———
正所谓心静自然凉！

面对浓浓暑意， 古人可是颇有些雅致风
流韵味的，远远不止“心静自然凉”这么简单。
如“香痴”黄庭坚会燃上一支沉香，以冰清玉
石托盛之，于缓缓烟缕里，心渐静，暑意渐融；
东坡居士苏轼，会寻一处山林，沿小径探幽，
穿青树，过翠蔓，闻水声寻去，溪水潺潺，清洌
见底，忍不住掬水在手、在脸、在足，任清清凉
凉的溪水洗去满身燥热；沉复和芸娘，会月下
漫步，再轻罗小扇扑流萤，于朦胧的夜色中，

静赏一盏盏闪闪烁烁，飘忽灵动的灯……
“相对蒲团睡味长，主人与客两相忘。 须

臾客去主人睡，一半西窗无夕阳。 ”正午日头
灼热，芭蕉分绿与窗，很清幽，而陆游和前来
看望自己的友人却各自去午睡，待客走后，自
己再度酣睡，真是畅快淋漓，暑意全无。

当诗意散去了暑意， 日子变得漫长且愉
快，美好的事物也就会接踵而来。

所以，在老舍的笔下，最热的时节，是口
福最深的时节，有西瓜甜、香瓜香，它们的分
类好似有意的 “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
酥又甜的 “羊角蜜” 假若适于文雅的仕女吃
取，那硬而厚的 ，绿皮金黄瓤子的 “三白 ”与
“哈蟆酥” 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而
“老头儿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
不至向隅的。

在汪曾祺眼中，暑意是很容易消去的，“西
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 嚓
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再炎热的
夏天、 再焦躁的心火也被这一口西瓜给浇灭
了。然后，再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
八一躺，月华晶莹，浑身爽利，暑意全消。

在梁实秋心里，暑意又变成了惬意，来一
碗酸梅汤，吃一根糖葫芦———味浓而酽，冰沁
脾胃……

骄阳似火，蝉鸣喧闹，蒲扇轻摇，冰镇西
瓜，白瓷梅汤，风铃作响……在驱不散的暑意
中，我们的记忆，也像这浓浓暑意一样，变得
绵长，盛大，流淌成一程又一程美丽的光景，
芬芳了那些交织在阵阵雷雨里的花香， 悠扬
了栖藏在草木深处的虫鸣， 葱茏了映照在一
汪清泉的青翠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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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期而遇
朱寿桐

几乎是在最热的那些天，来到友人
开设在绍兴市郊邻近兰亭的明心书院。
日间漫步兰亭，瞻仰禹陵，游览沈园，拜
谒鲁迅故居，乘乌篷船，访陶公洞，烈日
炎炎汗流浃背而能自得其乐。 晚间打
坐修心 ，饮茶品果 ，焚香听琴 ，神聊海
侃，每至更深漏残。 今日何日？ 百舸争
流的喧腾在崇山峻岭之外； 今夕何夕？
万象更新的热闹在茂林修竹之外。 书
院的生活 ，属于另一世界 ，苔痕上阶 ，
松风滴翠，虽是酷暑，心境清凉。

晚餐桌上，说到山阴道，大家来了
兴致， 说是倘能像古人王子猷一样，来
一个乘兴而访、兴尽而回的不期然的行
程，那就非常佳妙了，也不负山阴一聚，
兰亭一遇。 丁居士是个典型的性情中
人， 立即联系 80 公里以外泰岳禅寺的
崇照法师， 然后一行人登车， 走出兰
亭，走进山阴道的余晖夕照，在一派阴
凉一片薄暮中经过谢公再起的东山，在
如钩新月下跨过紫堂山和七姊妹山，然
后随着著名剡溪的弯曲进入神秘安谧
的泰岳山。

这里领受过诗仙李白梦游天姥的
眺望，分布着南朝四百八十寺中的多处
寺庙，掩藏着多少通达天外的罗曼蒂克
故事。 车速减慢那一刻， 灯光照亮处，

一字排开五六个身影———那是崇照法
师带领他的弟子在路口迎接。

这时已经是夜间九点多。 下车伊
始，就被一派清新宁静的山间气息所包
围，加上月华如泻、如洗———且慢，今天
陪伴我们一路前来的分明是一弯新月，
月光怎会如此清晰？ 抬头仰望，不由得
令人瞠目称奇：弯月依然如钩，正在山
顶，似在枕着柔绵的山顶，晶莹如玉，明
亮如炬，显得分外精神。 也许是泰岳山
山顶的反光， 新月在初吻山头之际，竟
能放射出迸瀑式的光芒，照得天空一派
澄明，照得山坳一碧如水。 好一派钩月
枕山的奇景！

在我们啧啧称奇之间，月牙沉入山
头的榛莽，慢慢收敛起它异常逼人的光
芒， 山坳回归宁静的黑黝。 寺庙初建，
通幽曲径仍然坎坷不平，法师和我们一
行只得打开手机手电，借着一片幽光走
进灯火并不十分明亮的禅房。

处于建设中的禅房陈设简单，但一
长条书桌铺着厚厚的桌毯，其上散乱地
布放着毛笔、颜料和卷起的宣纸，墙壁
上挂着两张古琴 。 崇照法师工诗 、善
画、能琴、会棋，只见他一领百衲法衣，
一缕飘然长须，慈眉善目，仙风道骨。他
擅画墨梅，兼治山水，精通音律，能弹能
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出家人。 他热情
好客，安排蔬果，亲手布让，烹茶煮水，
提壶推杯，好一阵忙碌。 忙碌之余，津津
乐道禅庙建设现况，绘声绘色山寺发展
愿景， 并恳切邀请各位有缘人关注支
持。 法师有言，世事皆缘，一切本然。 将
一切偶然、 随缘的关系理解为必然之
后，人就会变得淡定、沉着，见奇不惊，
见异不迁。

暗灯点烛，焚香，延请客人抚琴，又
令徒弟操练，琴声悠扬时，心绪激荡，思
绪绵长。此时崇山静谧，夜风徐徐，三四
点萤飞流星，一两声落寞犬吠，更将深

山佛寺渲染得清雅不俗。 崇照法师兴
之所至，调琴弄弦 ，一曲弹罢 ，听者如
有所悟，如有所期，如有所失 ，好一片
沉寂之后，才想到此处此时应有掌声。

阳关一曲之后， 最适合的便是道
别，虽然大家谈兴正浓 ，弹兴正浓 ，但
乘兴而来，也须兴尽而归。我们复又登
车，离开禅寺，转出蜿蜒的泰岳山道 。
走到开阔坦途的那一刻，一声惊叫，我
们都停止了谈笑， 都为眼前的月景怔
住了：原来，那半轮残月还留恋地徘徊
在地平线之上， 可我们不再敢认定它
就是刚才枕着山顶熠熠发光的那片弯
月，因为它现在变得非常大，不再弯月
如钩 ，而是几近巨轮 ，不再银光四射 ，
而是灿黄如金， 它以我们所有人都非
常陌生的湿漉的团光将西天的夜空打
理得神秘莫测……

终于，好像是为了将宁静和安谧交
还给大地，交还给古老的山阴道，残月
带着金色不无遗憾地退隐了。

遗憾不光是属于残月， 更属于我
们。 邂逅月华奇景的两个时刻，我们竟
然都忘了举手抓拍，以至于没留下一张
照片。但是，没有拍照，特别是连想都没
想到拍照， 反倒是成全了一种记忆的
圆满，一种真正的随缘。

唐朝诗人的歌与爱
刘诚龙

白居易空手空脚， 想来是没资格上长安
的，老白硬是去京漂，他的底气是他觉得自己
能写诗，诗写得好。能写诗的，一抓一大把，搁
如今哪个诗人凭写诗在长安吃住一条街的？

白居易去了长安，找到顾况，没带烟酒，
没带银行卡与健身卡，也没带山西特产，就带
了一项劳什子写诗特长，撞了人家豪门。豪门
居然没拒，豪门居然读了其诗，还给了高评：
“有句如此，居亦何难？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然则，会写如此好诗，米贵不算什么，便是房
贵，也不在话下，要言之是，只要有才，粮食会
有的，房子会有的，娇妻会有的，工作也指定
是会有的。 长安八字开，无财有才也进来。

白居易这个故事耳熟能详，不细说。 鬼
才李贺京漂长安， 复制的也是白顾故事，故
事是一样，主角换了，白居易换了李贺，顾况
换了韩愈。 韩愈时任国子博士，政界有权力，
学界是权威，位高权重，一言九鼎。 “某日，送
客归，极困。 ”送行嘛，要喝很多壮行酒，要跟
很多人扯淡，应酬也是特累的。 韩愈小夜半，
迷迷糊糊回到家，脚提不起，眼睁不开，一心
只想梦入芙蓉铺。

不承想，李贺在韩愈家里，等了好些时
候，“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 ”那么累了，还
读什么诗？ 心硬的，一句话回绝：给我丢远
点。 心软的，给人半点希望：今天累了，以后
再研究。 研究研究，烟酒烟酒，谐音词是双关
语，含义丰富得很。

韩愈打起精神，霸蛮读，一个“解带”，可
见其漫不经心，边解裤子边读诗，我们都知
道，睡前读诗读书，多是起催眠作用的。 韩愈
读了第一首，题目是《雁门太守行》，题目一
般般，其中两句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
向日金鳞开”，这两句让韩愈跳将起来，已经
解开了的裤子，齐刷刷掉到了地上，让门子
掩鼻大笑。 笑什么笑？ 快快快，给我把李贺请
进来，一边厢把裤带重新系好，一边厢端壶泡
茶，精神焕发，瞌睡全无。一个是文坛宿儒，一
个是诗坛新秀，两个亲切会谈，会谈在友好的
气氛中，进行到了东方既白。

韩愈提举李贺，有另外说法。 李贺七岁
善诗，江湖上早有名声。 江湖名声不入朝廷，
顶多是野贤，老死户牖而已。 比如一个县市
居的作家，在地方名气很大，若去了京都，京
都那些峨冠博带者，也当缩头到脖子下面去
了，那些二流者，更将头缩在裤裆里头去。 然
则，他在小地方，能叫他乡贤，还是好的，多
半是会当成不务正业的疯子，丑婆娘都要改
嫁。

韩愈听得李贺诗写得好，“始闻不信”，

不信就讽刺嘛，就去群里编排李贺嘛：唐朝
新闻多，又多了一个野鸡诗人李贺。 这般诗
生态，是后来才有，韩愈并不“据新闻”说，更
不以“路透社”为是，他约了皇甫湜，以学界
权威身段， 登门拜访寒门李贺，“过其家，使
贺赋诗，援笔辄就素构，自目曰《高轩过》，二
人大惊。 ”惊为天才，于是大报大刊，写诗评，
作印象记， 一下子就让唐朝人民知道了李
贺，记住了李贺。 大家推小文人，一句顶七八
千句，李贺“自是有名”。

不论是李贺拜见韩愈，还是韩愈登门李
家，版本不一，推人同一。 也不论哪个版本，
都没看到李贺送东西给韩愈。 韩愈与李贺，
素昧平生，此前根本就不认识。 白居易去找
顾况，顾况跟老白，八辈子都没瓜葛。 一点关
系都没有，也没什么人去引荐，李贺与白居
易就冒昧去打扰文坛大儒了。

如白居易与李贺，即使不去拜会文坛首
席，当然也是会脱颖而出的，青山遮不住，毕
竟东流去，然则，若遮了呢？最起码的是，成名
不那么早了， 名气也未必那么大。 更有些文
人，没人赏识，自此沉沦，也是多的。

唐朝很多诗坛大咖， 都曾有过这般大同
小异故事。李白开始找一个叫韩荆州的，这家
伙不识才，李白写的自荐信石沉大海，在韩某
那里没起浪花。但李白依然不倦到处找伯乐，
去京都酒家眠，遇到了贺知章，贺公不吝赞美
词，直呼李白为“谪仙”，李白在唐朝的名声从
此盖天。

读唐朝诗，读唐朝诗人，特别是读唐朝诗
人与诗人故事，会有一个特别感觉：唐朝诗人
间，都是诗人抬诗人，不见诗人压诗人。 李白
高名天下闻，没人臭李白，杜甫与李白，作诗
不是一个路子，他没斜眼看过李白，对李白简
直是崇拜；李白与孟浩然也是各立门户，李白
却无门户之见，而是“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
传”；杜甫做《八仙歌》，所歌颂的诗人，有名
气比他大的，有名气比他小的，有名气比他
一样高的，没见他对名高于我者讽，名齐者
贬，名低我者压，而是一样的歌与爱，可见
唐朝诗人精神健康。

唐朝人才辈出，唐朝诗歌璀璨历史，源
自唐朝诗人心态好，唐朝诗歌生态好，非一
般好，让人心向往之。

夜 色
黄超鹏

夜，很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一道亮光飞驰而过，打破深夜的宁
静。 没一会，这辆红色小汽车开到进城的路口，路上的车多了些，车速
都缓了下来，前面一片灯火明亮，是交警在查车。

红色汽车上的司机神色有些慌张也有些着急， 不时透过前挡风
玻璃张望，想车流走得再快些。

终于轮到他时，他按下车窗，自动把驾驶证递了过去。
警察俯下身子检查，闻到一股酒气，便请男人接受酒驾测试。 司

机呼完气，仪器响了。
“对不起，你涉嫌醉酒驾驶，得下车接受进一步调查。 ”警察说。
司机似乎急了，不愿意下车，跟警察有些争执，声音引起前面几

个执法人员的注意。 一位队长模样的年轻人小跑过来，刚走近，就敏
锐地察觉到异常， 用手电筒照射了下车后座， 发现后面坐着位老妇
人，紧闭双眼，双手捂着肚子，脸上表情有些痛苦。

“奶奶怎么了？ ”年轻人问。
“我估计是急性肠胃炎！ 疼得厉害，得送医院瞧瞧。 郊区太远，叫

不到出租车，叫救护车也怕慢，我就自己送过来……”司机答道。
“有病也不能酒驾啊？ 万一出事怎么办？ ”年轻人吼道。
司机支支吾吾解释，说：“我是昨晚九点多和朋友喝了点，她睡到

一点多觉得身体不适，我以为过了几个小时，酒应该解了，就……”
年轻人摇摇头，果断对司机说：“车给我，我开车送奶奶去医院。

你留下，配合处理。 ”说完，年轻人坐上驾驶位，轻车熟路地发动车子，
朝医院的方向开去。

半个小时后，老人送到医院及时接受诊治，没有大问题。 年轻人
松了口气，才想起打电话给司机。

电话接通了。
“奶奶没事了！ ”年轻人语气带着抱怨，说：“爸，以后有急事得第

一时间告诉我，别自己扛！ ”
司机答道：“想着你在上班， 就没和你说……你的同事现在都知

道咱俩的关系了，不过你放心，我跟他们说了，我做错了，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咱绝不徇私！ ”

年轻人笑了，知道父亲说的不是酒话。

一半在泥土，一半在诗意
高玉霞

劳动之美，一半在泥土，一半在诗意。
万物果实，分地上与地下。 地下的播种，搂耙，挖掘，打垄，是泥里

水里的劳动，躬身于大地，在土地上作画绣花，犁耕，播撒，深种，以谦
卑之心向土地致敬；地上的割、掰、掐、剪、摘、背……

动作多繁复，收获多喜悦！
赤脚立于溪滩浅水处，流水冲刷每一块石头。 溪水淙淙，成韵，成

调，成曲。 轻挽裤脚，弯身将鱼篓探入水草丰盈处，缓缓而过，游虾在
水中嬉戏入瓮，再一轻提，兜了水虾，兜了流水，兜了草茎，清风，花影
与香气。

鸟声婉转柔美，流水汩汩，与之和鸣。 劳动之美，美在态，美在声，
美在味，美在诗意。

态之美，无非缓，无非疾。
蜀绣的针法，琴弦般轻捻慢拨，每一个动作都缓得诗意雅致，再

配以绣娘纤纤玉指，环佩玎珰之玉镯，清风明月，月之态，落于水镜。
美感在缓慢中，暖暖升腾，动之婉约，态之柔媚，不由让人想起香气四
溢的煮茶过程，一举一动，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当一匹匹手工蜀锦，
惊艳出场，劳动者一针一线的曼妙，得以入画入诗般的呈现。

声之美，在于“脆”，在于动作的果敢与轻柔。
裂帛撕裂，筝弦疾拨。 劳动时，动作之快，有着植株断裂时脆生生

的快感，如掰笋时的果断，急促，听声而觉新味来，笋鲜即将入春盘。
芋蒙叶宽大，风动叶摇，露珠如玉坠子似的缓缓滚落，顺势用弯刀割
下，“咔嚓”之声，声声脆脆，始知芋茎之嫩之鲜之美，扛至肩上，绿蓬
蓬踏雾归来，切段加粗盐，腌制入坛，等待，美食即成！

味之美，不仅在于草野花香，鱼鲜笋嫩，更在于煎、炒、烹、炸、煮、
熬、炖等一系列动态之外的味浓，火烈，汤鲜。 小炉灶烧起来，木柴与
火“噼里啪啦”的舞蹈，油入锅，葱姜蒜撒起来，配之以花，调之以形，
入口的一瞬，是烟火里的诗意，日子里的浓香，岁月里的美好。

夕阳落下，田埂上弥漫着清幽的香气，水田注满了水，波光粼粼。
父亲说，劳动创造美！ 美在哪里？ 在父亲眼里，晨光拂过稻田，绿浪翻
滚，一望无际，蛙声阵阵，沁人心脾，这就是美。

一畦畦的卷心菜，小苗羸弱，经雨疯长，直至紧成滚圆的壮硕；柴
垛开满南瓜花，明艳娇嫩，风拂过，满园花影；豆角秧，一架架，柿子
秧，一垄垄，秋阳至，满园绿，满园紫，满园黄。 在母亲眼里，这就是诗。

清风徐徐，花怒放，草丰盈，水清甜。 所有与劳动有关的一切活
儿，都在四季的轮转中，充满了态之美，声之美，味之美。 如果生活是
俗气的，那么，我们就用一双勤劳的手，给岁月燃放一朵有着玫瑰香
味的烟火，在冬雪簌簌时，煮一壶热茶，慢慢品，慢慢聊，慢慢回味光
阴里的香气，岁月里的静好。

劳动的诗意，不仅在于勤，在于韧，更在于拥有一颗诗意的心。 田
间劳作，一抬头，野杏开得灿烂，清芬，热闹，这就是诗心。

“泥里耕耘，云中生活。 ”劳动者的诗心，是苦中作乐，是苦中带
甜，是生活虽苦，依然乐得自在的情怀。

是谁吹起的短笛
丁 宇

从前的歌谣
那首从前的歌谣
在季节的轮回中变得遥远
聆听不到水域中的呼唤
日子被晾晒成幸福的往事

是谁吹起的短笛
把昔日的温柔一丝丝撩拨？
以至于树梢的鸟语变得委婉动人
以至于寻找不到回家的路

不小心打碎的瓷器
还在命运的骨骼中疼痛
被月色笼罩的梦幻
早已生长成关于夏天的情节

生命的燃烧
隔着岁月的河
与故乡遥遥相望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跋涉是饱含艰辛的词汇
每一次的努力
都有阳光的绽放
每一次的拼搏
都有生命的燃烧

隔着夏日的风
与故乡遥遥相望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思念是饱含疼痛的词汇
每一次的倾诉
都有艳丽的色彩
每一次的捧读
都有满目的感动

隔着季节的雨
与故乡遥遥相望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儿女是父母牵挂的词汇
每一次的飞翔
都有魂牵与梦绕
每一次的守候
都有阳光的交融

与故乡有关的情节
注定会有一种梦幻
与故乡有关
在你转身离去的那个瞬间
是期待诠释了
最初的情节

注定会有一种流浪
与故乡有关
在你转身离去的霎那间
是企盼诠释了
最初的情愫

注定会有一种厮守
与故乡有关
在你转身离去的空间
是亲情诠释了
最初的家园

注定会有一种燃烧
与故乡有关
在你读懂故乡含义的时候
是落叶归根诠释了
最初回家的路

悠悠石板路
钟读花

石板路，让人想到江南，想到古街，想
到时间的深厚。

要说石板路之多，似乎，莫过于江南。
街街巷巷，宽宽窄窄，长长短短，石板

路在在有之。石板，大多不方正，不方正也
好，恰恰呈现出一种参差之美；石板间，大
多有缝隙， 时间在缝隙中一滴滴滴落，渗
透；经年下来，石板的表面大多很光滑，光
滑是时间打磨的结果，光滑里能照出时间
的影像———曾经走过的一个个人，曾经行
过的一匹匹马， 曾经留下的吴侬软语，曾
经撑过的那一顶顶江南油纸伞。 石板间，
有缝隙，缝隙里会生长出小草，小草永远
也长不大。人的脚步，一步步踏过，牲口的
铁蹄，一步步碾过，小草以自己弱小的生
命，演绎了什么叫不屈的生命力。

江南多雨，所以，江南的石板路上，就
常常有雨水淌过。石板很硬，雨水很清，水
涤荡了石，也润泽了石，于是，石愈加青，石
板路，实在就是一条青青的路，一条清清
的路，一条晴晴的路。因之，石板路上，能照
下太阳，也能投下月亮。银白的月光，投在
石板路上，银辉便洒满了江南人的梦。

水软，石硬，刚柔相济，像极了江南人
的性格。

江南的石板路，干净、清爽，它是月光
洒下的碎片， 它是江南翠竹滴下的露珠，
它是江南商贾的一颗颗玲珑心。

无论是江南江北，凡有古街处，大多
有石板路。

石板路， 注定与一条条古街相辉映。
青色的石板路两旁， 建筑多古色古香，是
人的有意而为，也是时间的风烟，刮过的
迹痕。

相较于江南，江北的石板路，大多由
大块的青石板铺成，所以，江北的石板路，
就显得愈加浑朴，愈加厚重，像江北男人
厚实的脊背。

黑瓦，白墙，酱红色的立柱，微卷上翘
的飞檐，飞檐尖角处挂着的风铃，都为这

石板路两边的建筑染上了一层时间的印
痕。沿街房，多商铺或者饭馆，商铺对街而
开，所卖之物，也古，也雅。真真假假的古
玩、文房四宝、茶叶茶具、文玩耍件、古陶瓷
器，还有旧书店、旧家具店，怀旧饮食店等
等，无不呈现出一种古旧的色彩，彰显出一
份怀旧的情绪。

古街的古， 恰如石板路流淌的时光，
总有述说不完的故事。一个店铺，就是一部
个体经营史，一个店铺就是一个故事汇，石
板路，就是一个个故事的见证者，乃至于经
历者，石板路的光亮，则照亮了旧时岁月的
黑暗，使那一页页册页，得以在今天，得到
美好的阅读。

古如陈酿，故事在咀嚼中，越加芬芳。
夜深人静，月光亮着，石板路亮着，石

板路的光亮，浸进了店铺的梦中，这个夜
晚，石板路两边的店铺，绽放成一朵朵时间
之花，古旧而芬芳。

在山东博山，我见过一段最短的石板
路，也只有几十步的长度，位于一个斜坡
上。大石铺成，石面坑洼不平，却又光滑如
水，蹄印历历。导游说：“这是一段驿道，宋
朝留存下来的。”那一刻，我俯身，吹去石面
的浮尘，莹滑的光芒，立即喷射而出，一千
多年过去了，我仿佛，依旧能看到宋朝的驮
马在姗姗而行，依旧听见宋朝的驼铃，在时
间的深处摇响，那么清脆，那么响亮，那么
富有节奏感、韵律感。

几十步的长度，跨越上千年，时间在
一天天堆积，堆积成一种时间的厚度，在一
段石板路上，成为一段历史的记忆，成为一
页可供翻阅的线装书。

此刻，这每一块石板，都是一片时间
的甲骨文，像一只只眼睛，在凝视；似一只
只耳朵，在倾听；又如一张张嘴巴，在诉
说———诉说过去的，那些光阴，那些故事，
悲欢离合，风雨沧桑，深厚得不得了。

每一段石板路，应该说，都是一页时
光堆积的岩层。

□散 文 □组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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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