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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乡愁温故居

坐此听溪声

阴曾元沧

阴韩冰

后枫村和老家坪坂村隔溪相望，小时候，石桥未修时，常
受长辈指派涉溪而过，来后枫村食杂店买些日常用品，记得
那时，打瓶酱油，买几粒粗盐，都要来后枫村。在小孩子的心
目中，
后枫村很了不起。
那时的溪有多大，多险，那时的小路有多小，多安静，每
次经过，忍不住一阵小跑，到看见石虎宫，也就快到小卖部，
才稍稍放心。俊芬说，她小时候常来坪坂村玩，坪坂村北面背
山，南面临溪，是个风水宝地。说得也是，横跨溪流两岸的石
桥，就是坪坂村韩姓老板出资修起来的，包括通往后枫村的
宽大水泥村路。俊芬对我们小村庄的赞美，和我对她们村庄
的羡慕，颇有美丽的风景在别处，诗歌在远方的况味。
来后枫村，重点拜谒马思聪大人殿宇。记得小时候，母亲
亦常常来焚香礼拜。马大人马大人，当地百姓如是尊称，因何
马大人深受百姓敬仰？
“ 先生少负隽才，豁达多
翻开历史典籍，读先生的生平：
识，
为人特重有气节。遇事敢为，兴礼乐，端风化，复修二十六
渠以溉田，廉介自将，正己利民，多有惠政，邑人德之……”
《明史·卷二百八十九》：
“……时主事马思聪亦抗节死。
思聪，字懋闻，莆田人。弘治末举进士，为象山知县，复二十六
渠，
溉田万顷。累迁南京户部主事，督粮江西，驻安仁、值宸濠
反，被执系狱，不屈，绝食六日死（宸濠系燕王第四代孙宁王
朱宸濠）。后朝廷平息叛乱，赠思聪光禄寺少卿。诏江西赐庙
祀，
予额旌忠。其父洪源，以子思聪贵，封赠主事。”
思聪与子明衡合著有《马忠节父子合集》存世。此后莆阳
大地建有殿堂，纪念马思聪赤胆忠心，清正廉洁，深明大义，
高风亮节，以百姓社稷为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之圣贤精神。
古香古色的凤仪殿，屋顶上有各式雕刻，龙盘其上。门口
对联
“古来赤胆扶社稷，
时去善心运未桑。”左右画有松月图、
墨竹图。
“ 凤落九天
殿内牌匾：察理阴阳，对联为王琛先生撰书：
枫陛钟灵地，仪型万世筠贞显圣神。”后人的对联里包含对先
—背面书有“春朝阳，冬暮
生的无限敬仰。且左右偏门书——
吉水处”。
阴”
，
正面写着“清风亭，
马大人的殿堂已征地易地重建，此次采风，感触良多，莆
阳百姓骨子里颇具善与美。凡是村庄里供奉的诸佛菩萨、神
灵圣人，百姓皆视为心灵寄托。或可忏悔或可祈求或可倾诉，
人的心，在与佛、与神、与圣的对话中，获得佛佑神启，有敬畏
有宁静有盼望。
在后枫村，看石虎宫——
—背倚太平寨道义光辉存浩气万
古福地，面朝三紫山景致秀丽留芬芳千秋功业。
石虎宫的“亮天”匾额，颇有故事。传说为清代宰相蔡新
所题。原匾已散失，现为王琛先生题写的“亮天”。——
—天以
元气生生而光为调之则天光亮之曰“亮天”。录清蔡新原句，
岁次壬午年孟夏紫云山人王琛。
生于后枫村的 70 后小伙子逗号，断句并解释如下“天以
元气生生，而光为调之，则天光亮之，曰亮天。并注:天即自然，
天以元气创造众生，而后需阳光调节众生，则天生光照亮众
生，
简称亮天”。
“盘
村里老人带着我们去溪中寻宝，说是有蔡新的题字，
龙”二字未见，但见桥下溪石状如盘龙。寻着寻着，大家齐心
协力，在龙眼树下，藤蔓交集处，国柱先生取出随身带着的手
套及工具，砍下披藤，露出大石上的“坐此听溪声”几个繁体
字，当有一定年份。有人说，许是当时溪水潺潺，或“清风徐
来，水波不兴”，宰相大人坐此听溪、饮茶，三五知己，月下漫
步。彼时，尚可泛舟否？此情此景，想想都让人陶醉。 “天地
之间，
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莫取。惟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无
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江上的清风有声，山间的明
月有色，江山无穷，风月长存，天地无私，可以徘徊其间而自
得其乐。此刻凭吊古迹，遥想当年，我的老家的这条溪流，是
如此的风华迷人。曾经在多年前写过，不知其名，称之为清
溪。历史如此丰厚，自己如是肤浅，越是去接近历史，越发现
自己的渺小与无力，真真是“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在溪边，遇旧时磨米磨面用的石磨弃置路边树下，热爱
古物的人们眼睛都发光了，说是这可都是古物呀，多年以后，
哪里去找。并好心提醒主人，要保管好。有一位大娘热情而
来，说“坐此听溪声”这块石头以前很大很干净，我们常常在
溪里洗了衣被，顺便就晒在上面。
据说后枫村也有桂花园，不知是八月丹桂，还是四季银
桂，
或者二者皆备。暂且留一些念想，也许某一天，有缘再见。
后枫村，在水一方，风物如是怡人。一条溪流，哺育的何止是
一个村庄，一条溪流，滋养的又何止是一代人。

迷濛细雨，飘飘荡荡如雾如烟，滋润云村满庭花草。
檀香树上传来鸟声呢喃，仿佛在提醒你春天来了！
此情此景，令人想起了烟雨江南。
烟雨，是春天的一种表情，烟雨，也是江南的一种
心情。
只是那种烟雨江南的独特韵味，那种韵味浸染的独特
心情，如这春天的烟雨般迷迷濛濛，难以把握。
可以隐约把握的是，心中的烟雨江南，有如诗如画的风
景、
如水如仙的美人、如歌如酒的诗篇、如梦如幻的风情……
我想，烟雨是江南文化的灵魂，也是江南水乡的灵气，
烟雨拥抱的江南风情，是被历代文人宠出来的。
那姑苏园林孕育、西湖烟柳缠绕的江南风雅，早已在
华夏文明中氤氲千年了；江南的风物、风气、风度、风尚
和风流，烟雨般迷醉了人们的意象天地，折射出中华文化
的风采。
烟雨，飘舞着江南的春天。烟雨江南中，有油纸伞撑
起的回忆，在长长的雨巷中徘徊，留下了满巷隐隐约约的
丁香味。
少时，家乡小城也流行油纸伞。我家隐在荔城后街罗
巷里，就在生命之春的烟雨中，我也曾撑着油纸伞，折进
那条童年的小巷，看巷中的芭蕉绿，看花台的月季红，看
屋檐下挂不住的滴滴感叹号。
最喜春天烟雨日，跪贴着家中小阁楼的美人靠，看居
家古籍般罗列的红屋瓦，被濡湿成深灰红。看雨檐和屋脊
缝隙里，满血复活的青苍苔藓和仙人掌。

星期一

木兰源记
阴郑志忠

社硎、菜溪等 4 个乡镇 20 个行政村、1 个林场，包括戴云
山脉东坡的石谷解、仙游山和十八股头等主峰，主要保护
对象是森林生态系统及其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
源头保护区海拔 200耀1803 米，素有天然氧吧之称，
而且相对高差大，地势陡峻，山峰高耸，沟谷幽深，悬泉飞
瀑，溪流灵秀，岩石奇特，林丰竹茂，兼具古、奇、幽、秀诸
特征，自然旅游资源丰富。保护区有丰富的森林景观，林
木茂密，物种丰富，生物多样性高，是重要的野生动物栖
息地，有众多的珍稀动植物资源，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
山路十八弯，行驶在三县交界的仙游山，时而云雾缭 生态教育、生态旅游价值。
这里有一组数据诠释了这一价值。且看，维管束植物
绕，时而暖日朗照，
“木兰溪沿岸行”采风团一行直奔仙西
村黄坑桥头。戴云山脉余支的笔架山下，一汪澄澈透底的 有 1366 种，有脊椎动物有 420 种，大型真菌 137 种；国家
清泉跃然眼前，四周层峦叠嶂，林木葱郁，空气清新，我们 玉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有南方红豆杉、水松和银杏三
深情地凝望着令人心醉的绿色，深深地呼吸着如此甜润 种；国家玉级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有蟒蛇、黄腹角雉、云
的空气。刹那间，兴奋极了，原来我们扑进了一幅美丽的 豹三种，新发现稀有物种长苞铁杉。区内溪流以石谷解为
起源中心，向四周分流，是仙游县乃至莆田市的重要水源
山水画卷。
涵养林，孕育着丰富的优质水源，乐为莆仙 300 多万居民
采风团伙伴们已是按捺不住，弯下腰来，掬一捧清
泉，一口一口地品尝着。
“真甜呀！真甜呀！”知道吗？正 提供日常的生活和生产用水。
再往东南走出，在一开阔地上，有一奇石景观。主石
是这个泉眼孕育出奔流向海、哺育 300 多万莆仙人民的
状似“笔毫”昂立，其上刻着著名画家买鸿钧书写的碑记，
母亲河木兰溪……
介绍莆田市母亲河木兰溪的沿革，正面镌刻人民网总编
母亲河的源头，竟是如此的美丽动人，当你实地感受
余清楚题写的《咏源》一诗：
“仙游山毓秀，千嶂卧石牛。兴
着这绵绵群山里原始自然的生态环境，感受着这滴水汇
化人杰地，木兰歌水头。”只见有两只小圆石，形似“山
聚成奔流之溪的大自然伟力，感受着这孕育滋养莆仙人
民的生命之源，能不心怀感恩、踊跃加入呵护母亲河的行 芋”，依偎在主石两侧。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余寿文题写景
动中来？于是乎，人们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来了，用自 名“抱芋上书”。
“抱芋上书”来自明代仙游名臣郑纪“为百姓上书轻
己的双手，播种了绿色，播种了希望。
赋税”的典故。郑纪为官体恤民情，想方设法为困苦的乡
我循着林间小路，一片片地看着这迷人的绿波。
亲减免田赋，因此有了当地诗人赋诗“海滨邹鲁众朝绅，
“清源林”三个红
瞧，一块圆形的大石头，上面镌刻着
色大字，一行行楷记载着清源林的由来。2012 年，北京仙 唯有吾乡郑纪真。抱芋上书轻赋税，何须青史识孤臣”之
游商会的乡亲想到了家乡的木兰溪，决心回报母亲河的 传颂。这一奇石景观是为纪念莆仙母亲河木兰溪源头列
养育之恩，发动党员筹集 100 万元，在此植树造林。眼下， 入省级自然保护区而设计的，由北京市仙游商会于 2017
年 6 月捐建，纪念郑纪为民请命的风范长存。
清源林面积达 24700 平方米，有红豆杉、桂树、香樟诸多
瞻仰着“抱芋上书”，追古思今，砥砺前行。纪志达表
树木，郁郁葱葱，生机一片。
春分时节，莆田驻京党工委及下辖各党支部班子成 示，当向贤臣看齐，勇于担当，为建设综合型自然保护区
贡献一份力量。如今，当地委托厦门一家园林规划设计公
员追思清源林，来到仙西村植下一片青年林。当天，莆田
市委驻京党工委副书记率先捐款 100 万元，众人纷纷响 司设计的木兰溪源生态主题公园方案已经出炉，定位为
应，众筹 500 万元，以自己行动召唤全市人民共同来源头 集休闲、旅游、文化、生态观光为一体的生态湿地公园，使
添绿。他们动情地说：
“母亲河是我们在外莆商的永远的 木兰溪源保护以项目建设为载体落到实处。
迫不及待地翻开这本图文并茂的设计图册，木兰溪
情结，如果全市人均种植一棵树，就可以再种 350 万棵。”
青年林北望，可见那一片“巾帼林”。纤细的枝干挺立 源生态主题公园总体布局为“一轴两带多节点”，建设有
风中，枝头喜见花开，红的、白的、紫的，灼灼百朵竞芳华。 游客服务中心、餐饮中心等功能性建筑，设置有清源轩和
长廊，供游人休憩、观赏清源湖。待到蓝图实现时，游客可
“植树节刚种的呢，不到一个礼拜就开花了。”同行的仙西
村党支部书记纪志达娓娓述说，这 100 多株绿树是莆田 以沿着一条自然的登山步道，经过竹林小道，直达清源湖
市妇联组织女性代表共同种下的，有紫玉兰、深山含笑、 旁的山顶思源阁，将周边湖景风光一览无余。届时也可在
泉眼处的思源广场，瞻仰洁净水源。
红叶石楠诸多品种，树种采自浙江，因莆田纬度更低、气
带着无限憧憬，我们来到了仙西村部，一栋红楼映入
温更高，便提早开了花。
“木兰溪源环境教育基地”几个大字进入视线之内。
往东前行，只见一块形似一滴水珠的大石头矗立着， 眼帘，
这个项目是 2012 年 4 月在仙西小学旧址的基础上启
上面镌有“木兰溪源”四个红色大字，乃是时任国务委员
的陈至立题写的。纪志达诙谐地说，尽管石碑单独竖立， 动。当时仙游县筹措千万资金用于基地改造建设，后又投
资 200 多万元，装修基地主厅，建成进场道路及停车场。
但是石头总是温润如初，足见源头水汽之丰沛。
我们仿佛猜透了建设教育基地的良苦用心，那是为了向
年初仙游县生态国有林场，对外加挂仙游木兰溪源
人民展示木兰溪全流域景观、治理变迁史迹，让大家更懂
保护区管理处牌子，这是仙游加强对木兰溪源省级自然
母亲河，了解她的艰辛过往，了解她的精神气质，从而发
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
站立在石碑旁的木兰溪源保护区管理处主任郑瑞椿 自内心去爱护她，带动越来越多的乡亲加入保护母亲河
也接着话茬说，2012 年 12 月经省政府批准建立木兰溪 的行列。
源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8025 公顷，涉及西苑、石苍、

烟雨江南
阴陈建平

后来进学堂，读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烟雨中”，读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读白居易的“吴娘暮雨萧萧曲，自别江南更不闻”，读韦庄
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于是对烟雨江南，自
是萌生出无穷想象。我想，我对江南的初恋，就是在一首
首烟雨诗中萌发的。
因诗意而生爱恋，因喜好而生向往。因此，当我跳出
生存窘境，有能力行走万里路时，便在天堂般的江南留下
了一道道履痕。
杭州、苏州、绍兴，周庄、同里、西塘，乃至山阴、
常熟、嘉兴、张家港，历史上都是被文化烟雨滋润的宝
地：兰亭洗砚池，沉淀了 王羲 之 的墨 痕； 烟雨 西 湖里 ，
隐藏着苏东坡的西施；虎跑寺殿堂，则留下了李叔同的
青丝……
我想，烟雨江南尽可品咂感悟。但由于生活环境、文
化修养、人生际遇的诸多差异，每个人心中的烟雨江南却
不尽相同，她可能是斜风细雨，也可能是山色空濛；可能
是苏堤烟柳，也可能是烟波画船；可能是雾笼断桥，也可
能是暮村杏花……

春雨绵绵，淋湿了生命，也淋湿了心情。这些年于我
来说，虽然不敢说走遍江南，但以烟雨般的心情，去抚摸
融入心中的江南，江南意象也渐次晕染开来，她幻化成一
幅如诗的烟雨春意图：
图里有穿过月亮桥洞的一只小船；戴簑摇桨的船夫前，
坐着两位撑油纸伞的吴娘；桥旁一角，挑出数枝报春杏花，
招摇一叶乡愁般的酒旗，杏花春雨江南，小桥古巷酒家，
仿佛都沉浸在醇厚的古越花雕里。
这幅吴冠中笔下的水墨江南图，洇润了我的梦境，竟
令人有种微醺的醉意。
烟雨，在岁月中淅淅沥沥；江南，在人生中去去回回；
烟雨是柔情脉脉的，江南则显得朦胧而秀润；当烟雨遇上
了江南，便是白素贞遇上了许仙、梁山伯遇上了祝英台、
唐伯虎遇上了秋香、陆游遇上了唐婉，也是柔情西湖与空
濛孤山相会、古老传奇与人间故事相会、苏州评弹与古老
越剧相会，相会成别样的人间天堂。
家山，隐在江南之南。但不论人在何方，只要心存江
南，江南便在你心中；而无论何时何地的烟雨，你也尽可
以情感调度，让她们随心遂意，都下在想象的江南，滋养
你灵魂的江南！
呵呵，生命中有些情感无法言喻，她们是心灵的憧憬、
行走和融入，她们会化成美好的春天，化成春天的江南，
化成江南的烟雨，化成雨中的回忆，滋润你干涸的生涯。
但愿我很江南，领受你烟雨的洗礼，也领受你春天的
拥抱。

乡愁是什么？习总书记的话尤为接地气、最
明白易懂：乡愁，“就是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会想
念的。”在外近六十载，家乡常在我梦里。
我是从“文化绿洲”华亭镇园头村走出去
的，上海新闻界、文化界朋友都知道我是莆田的
农家子，悠悠乡愁之于我，是一种文脉延亘、精
神依归。长期以来，我的心和乡亲的心相连，一
起跳动。家乡的风一吹，我这棵草就动。莆田修
缮妈祖庙、塑建妈祖像，我便在上海主流媒体上
刊登写妈祖的文章，并配发图片；同村华侨陈春
德先生 （笔名云里风） 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协主席
后，首度返乡省亲，我就赶写了 《云里风不是
风》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赞扬其一诺千金的优秀
品质；在龙眼还是“华亭经济一枝花”的时候，
听到家乡龙眼丰收，便有我的 《来自文化绿洲的
喜讯》 与龙眼牵手登场亮相，文化村园头从此便
有了“文化绿洲”的概念；我的 《桂圆情》 不仅
先后在上海和莆田见报，且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配乐朗诵，连续三年在龙眼成熟季节播放，始有
“莆田桂圆”名号现于上海滩店铺；几乎与此同
时，我还写了 《家乡的母亲河》 等乡情散文。当
时，年轻的我落笔还算利索……每每回到家乡，
感到格外温暖，格外开心。家乡天蓝水清空气干
净环境好。在上海，每天被汽车的动静闹醒，而
在故乡，每天唤醒我的是鸟儿清脆的啁啾声。窗
外二三龙眼林，枝头四五鸟儿影。此雀已非少时
雀，一样声音唤早晴。小时候，家乡交通闭塞，
靠木船摆渡，就幻想着如果能从下寺旁边的山凹
下修条路，连通福厦公路，那该多好！这次回
来，看到那里开挖了一个大洞，正在修筑隧道，
少年时代的梦想即将成真，别提有多高兴！随着
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园头正在越变越美丽，
乡亲们的幸福指数将不断得到提升。好日子不是
等来的，要撸起袖子好好干。园头的巨大变化印
证了这一点。只要干群齐心协力，目标明确，主
动作为，园头振飞这盘棋一定能下好！园头历史
悠远，文化发达，这既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财富，
又是一个创造物质文明的助推器。园头人才辈
出，在我面前有贤才英杰，我只不过起步早、出
外的时间长、做了一些自己喜欢做、能够做的事
而已。园头前社 413 号是我的出生地，村两委将
其定义为我的“温故居”，他们告诉我有两层含
义，一是温故可以知新，一是世上故乡最温暖。
我认可并深深地感谢他们。这是对我的鼓励与鞭
策。在描绘“文化绿洲”园头村新画卷中，我一
定不当旁观者，而是要争当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燕 子
阴帜旗

燕子飞来时，草更绿了，树更青了，禾苗也长
快了，气温一天比一天不讲理地暖和，就连泥土都
要冒出一股芬芳。
在乡下燕子是吉祥的使者，是农家尊贵的朋友。
从前家家户户都住着土坯房，燕子也是成双成对的
住在农家屋里的厅堂横梁上或屋檐下。清晨，燕子
早早就呢喃叽唧。纯朴的庄稼人听到燕子叫了，再
累也会起床开门，好让燕子飞去田野觅食捕虫。傍
晚太阳落山前燕子一定会按时收工归巢，不碍主人
关门歇息。庄稼人喜欢燕子那是喜欢到骨子里去的。
孩子的乳名常常都要带个燕字，似乎能讨个吉祥。
燕子要是不在谁家筑巢，谁家这一年总觉得缺了点
什么，田间垄上偶尔聊起头上滑翔而过的燕子时，
心中就会有一丝疚憾，脸上的光彩顿时就暗淡许多。
哪个孩子淘气敢去偷袭了燕子，那必定会招来大人
的严厉呵斥。
在庄稼人的眼里燕子很完美。蓝黑色的羽背和
乳白色的胸腹搭配得深浅分明；身材修瘦玲珑，双
翼单薄俊俏；分叉剪子尾是它的专利，样子巧夺天
工又超凡酷玄，难怪古时候就被人称为玄鸟。特别
是飞在空中的姿势，时而斜绕时而箭冲，活灵活现
的迷你歼 10 战机，矫健轻盈让人着迷。它掠过池塘
紧贴水面作超低空飞行的技巧更是成为经典和传奇。
燕子的美还在于它专啄害虫不食庄稼，是友善可靠
的益鸟。从外到内美得统一协调又纯粹。
燕子的勤劳是令人敬佩的。据说一只燕子一生
大约能捕捉 50 万只虫蝇。这得付出多少的艰辛劳作
啊！因此燕子早出晚归，除了筑巢和衔几口虫子回
来喂养嗷嗷待哺的雏燕，其余时间都在田间忙碌着，
是地道的庄稼卫士。它是光明磊落的自食其力者，
不像麻雀、八哥觊觎着庄稼人的谷物，贼头贼脑的
卑劣。
如今，燕子还是过去的样子，但乡村早已变换
了容颜。徘徊在一幢幢洋楼之间，燕子多了几许陌
生和徬徨。有个早上，一只燕子突然飞进了我老家
的厅堂。我很意外也很惊喜。在天花板下盘旋了一
圈又一圈，燕子几次试图贴立于墙壁，可惜墙壁洁
白光滑无以立足，最后带着无奈和不舍飞出门外。
我知道这是燕子筑巢前所做的选址侦察。但这刚装
修好的楼房显然不适合筑巢的要求。默默地看它飞
去，我心中陡然生起一点怜悯和歉意，还伴有几分
遗憾和失落。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是如
今的“寻常百姓家”早已今非昔比非同寻常了。在
乡村振兴的政策引领下，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会来的更加迅速和深刻。倘若诗人有幸亲历我们这
个伟大的时代与伟大的变革，他又该如何重新落笔
他的名篇《乌衣巷》呢？
不久的将来，农民丰收节又要如期而至，在各
式各样的庆祝活动中，我渴望看到燕子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