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素喜郊外散步， 日日走过那

条曲曲折折的乡间土路， 转角即见

那一方水光渺渺、荷韵悠悠的荷塘，

总要驻足浏览一番，见过“小荷才

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的初

夏景象，更陶醉于“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盛夏风情。

而今，秋已去了大半，荷塘那荷叶田

田、荷花灼灼、荷香盈盈的风韵已然

减去了许多， 心里难免平添几许落

寞与惆怅。 正如唐代诗人李商隐所

言：“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

煞人。 ”

但是，四季更替，日月轮转，万

事万物都有起承转合， 辉煌过后终

将落幕， 而那或缠绵悱恻或回眸流

连或惊鸿一现的落幕也不失其美。

林语堂先生说，优雅地老去，也不失

为一种美感。“荷尽已无擎雨盖，菊

残犹有傲霜枝。 ” 枯荷自有它的独

特之美。

枯荷之美，在于它晚秋的馨香。

荷叶由青转黄，荷梗由荣到枯，正是

秋收之际，五谷丰登，鱼美蟹肥，瓜

果飘香，一派丰收景象。 所以，南宋

陆游说：“客思残荷外， 农功晚稻

前。 ” 潜山老叟释文珦云：“鸟立折

茄茎，蟹上枯荷叶。” 舒岳祥曰：“白

露皱红枣，西风摆老荷。 ” 元代诗人

方回在《西斋秋日杂书》说得更妙：

“高树夕影疏，老荷秋气馥。” 此时，

老荷的缕缕馨香也变得沉静幽远，

可烹茶可煮粥，可包裹食物。记得小

时候，母亲赶集归来，常常买来几样

稀罕物儿，米糕、藕肉粉团、香油馃

子， 大都用那黄绿色的老荷叶包裹

着，我们品食这些小吃食，里面总有

那股清香的老荷味儿。 北宋文人孔

武仲在《食蛤蜊》一诗里，有“蛤蜊

买得虽不多，百枚包以一枯荷。 ” 想

来他也是深谙老荷叶包食物之妙

的。 更有清人李渔对残荷之用，在

《闲情偶寄·芙蕖》 文中说得更细，

“只有霜中败叶，零落难堪，似成弃

物矣。乃摘而藏之，又备经年裹物之

用。 ” 晚秋时节，残荷之下，淤泥之

中， 正是肥藕长成、 采挖收获的时

候。宋代江西诗派“临川四才子” 之

一的谢过云：“人怜淤泥上，出此万

朵莲。 须知淤泥中，有藕大如椽。 ”

残荷的美， 更在于它孕育了一节节

洁白如玉、芬芳齿颊的莲藕。

枯荷之美，在于它秋风里听雨。

南唐中主李璟一首《摊破浣溪沙》，

写老荷写得最美，“菡萏香销翠叶

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 这时节的荷

花已凋谢，荷叶虽没有完全老去，但

已不是青春的容颜， 在秋风里在绿

波间静静伫立，仿佛老僧禅定一般。

南宋的陆游在驿馆里孤枕难眠，听

风听雨听荷声，“枕上雨声如许奇，

残荷丛竹共催诗。唤回二十三年梦，

灯火云安驿里时。 ” 诗情油然而生，

心绪如夜雨阑珊。 吟唱“问世间情

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的元末

诗人元好问， 听雨听荷总会想到情

人，想到凄迷的爱情，“鸳鸯只影江

南岸，肠断枯荷夜雨声。 ” 枯荷与夜

雨一道， 把相思情愁淋漓得愈加浓

烈。而最为世人称颂的，则是晚唐诗

人李商隐的《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

衮》：“竹坞无尘水槛清， 相思迢递

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

听雨声。 ” 且不论其友人崔氏兄弟

是谁，也不论骆氏亭在何方，仅后两

句就足够动人心弦了。秋风飒飒，秋

雨绵绵，打在一只只枯荷上，也打在

诗人和友人的心头， 敲击出浓郁的

离情别绪。在这隐晦的日子里，悄然

露出一丝亮光， 虽然是 “秋阴不

散” ，但我们的心里依然要“留得枯

荷” ，听风雨之声，亦听阳光之韵。

枯荷之美， 还在于它撩起的乡

思情怀。古人的送别诗里，常常提及

“枯荷”“残荷” ，以此做背景，在特

定的晚秋之季， 渲染那种浓浓离别

之情。 北宋词人晁端礼有首《踏莎

行》，开篇即以衰柳、残荷做铺垫，

“衰柳残荷，长山远水，扁舟荡漾烟

波里。离杯莫厌百分斟，船头转便三

千里。 ” 在这样秋风劲吹、残荷摇

曳、衰柳婆娑的季节，友人即将乘一

叶扁舟，漂泊烟波间，去家三千里。

但末句忽转，“区区游宦亦何为，林

泉早作归来计。 ” 而同时期的黄庭

坚一首小令，却别有韵味，“日短循

除庑，溪寒出臼科。 官居图画里，小

鸭睡枯荷。 ” 这休憩于阔大的老荷

之上的伶俐小鸭， 一定是乡愁里的

那只小麻鸭了。 元末明初诗人高启

的两首送别诗均提到故乡的老荷，

其一为：“疏杨映老荷， 别处最秋

多。 送客年年路，愁人日日波。 霞明

添醉色，风急断离歌。 莫为官程促，

青山易看过。 ” 长路风急，青山看

过，最忆的还是故土的杨柳岸、荷花

池啊！ 其二末尾两句为：“夕阳远树

烟生戍，秋雨残荷水绕城。父老不须

重叹息，君来应有故乡情。 ” 家乡的

水甜，家乡的荷美，父老乡亲不必哀

怨叹息， 故乡情时时在他的心间萦

绕。 明代诗人樊阜的 《秋日怀东

湖》， 则是一首思乡曲，“枯荷残蓼

满秋池，长日思归未有期。一笛唤愁

霜落后，双砧敲梦月明时。老惟防病

勤收药，贫欲谋生懒作诗。莫怪羁人

头易白，他乡岁晚倍堪悲。 ” 这种枯

荷残蓼营造的悲秋气氛， 老来思乡

的浓重情怀直透毫端，特别是末句，

读来颇有韦庄“未老莫还乡，还乡

须断肠” 的意味。

寨子坐落在山头，不大。

十几户人家， 一色的石板房

依山顺势， 高高低低地簇集

成团，十分紧凑，毫无扩展的

空间。 从东至西贯穿寨子的

只有一条路，坑坑洼洼，被两

边的石墙石坎挤得逼仄，一

泡牛粪就给堵了。 寨前寨后

竹林掩映，蓊郁葳蕤，是护寨

的风水。

“干苗水仲家” ———苗

家依山而居， 布依人家伴水

而寓。 自然，这是个苗寨。 前

寨一条较宽的山路， 弯成个

月牙通往山脚平畴； 后寨深

谷，谷底叫河冲头，也有一条

小路弯弯拐拐隐现于岩石杂

木乱草之中。 河冲头清流常

年不绝。

山里有两口井， 一口在

前寨，另一口在后寨。 都是望

天井———就是靠雨天蓄积渗

水的井。 春夏耕种时节，一阵

雷电，大雨倾盆过后，井就出

水了（雨小是没有水的，哪怕

是绵绵秋雨）。 其它时间，井

里积满了黄叶枯草。 总有人

在大雨降临之前， 早早地将

井打捞干净。 积水混浊如黄

汤， 且用不了两天。 尽管如

此， 这两口井终究是人们为

了就近取水减少劳力而努力

的成果！

山里人家终年用水都靠

着河冲头。

河冲头的水发源于一个

深潭，人称龙潭。 峭壁断崖之

下， 数丛灌木植根于岩壁上

的薄土，一枝旁逸斜出，悬挂

着几块红布条子，几经风雨，

破残色淡，映衬着一潭深水。

空谷森森，孤身临潭，顿生一

种敬神祇而远之的寒栗。 潭

深几许，众口不一。 何来龙潭

之名，没人知道，也没人放在

心上。 即便有人说起，免不

了从哪里借了个龙宫龙王的

故事再来翻个版。

从后寨下到河冲头，山

高路长且陡，挑一担水来回

不歇气要半个时辰。 耽误了

多少功夫。 每当月落星稀，

天尚未明，后寨就响起喘息

声咳嗽声吆喝声，接着寨子

里就听到水桶的碰撞声，水

流入缸的哗啦声。 每户人家

都有一口大石缸，却很难看

到哪口石缸装满过水。 冬

季，冰雪天，清晨那种热腾

忙碌的挑水场景消失了。 人

们挑水要待到大天亮，出门

时双脚用草绳扎紧，一路上

小心翼翼，生怕打滑。 挑一

担水一个时辰。 偶尔有桶破

水洒人翻的事发生，那是很

让汉子丢脸的，往往被人拿

来说笑。

水实在金贵！ 一家人洗

脸洗脚就一盆水，别说洗澡，

擦个身子就够奢侈了。 不过，

大凡好天气， 乘到河冲头挑

水之便， 男男女女各自会找

一个隐蔽处痛快地擦洗。

旱井积水的时候， 无疑

是全寨的福音。 但也有不愉

快的事发生。 有时候，雨中

披蓑顶笠，捏着叶子烟袋的

岩山老者 ，堵在井边 ，数着

各家汲水的担数，眼看水不

多，就偏要留给寨里的孤老

或弱劳力。 日子长了，寨子

里的人似乎也成了习惯，那

些后生看到岩山在井边一

蹲，担着桶转身就下了河冲

头。 我刚插队到这里，偶尔

沾了点便宜。

寨上婚丧娶嫁的日子 ，

杀猪宰羊 ，推磨煮浆 ，淘米

洗菜，一连几天的酒席。 这

时主家最操心，每天十几担

水都要到河冲头去挑。 这是

寨子最热闹的时候，一寨的

人都跟着忙乎起来。 几个后

生受到主家烟酒款待，每天

专事砍柴挑水。 灶膛火旺，

缸满水溢。 山里人得到短暂

的满足。

我离开寨子多年， 回来

时， 前寨后寨的两口井已然

面目全非。 后寨的井扩大成

了池塘， 满凼凼的水专供牲

畜。 前寨的井垒砌了井台，四

周铺了石板，井盖严实。 水清

凉澄澈，有小鱼戏游，激起阵

阵涟漪。 ———这是山里人多

年的憧憬！

龙潭水引上了山， 望天

井终于不再望天！

·

本土优秀诗词作品选

秋叶

任尔脱身去，无须觅影踪。

离合随造化，何必问秋风。

胡长义（云岩）

秋满庭阶过回廊

带月拾级上，雕栏覆玉霜。

残蝉鸣皓夜，断雨打松窗。

金桂添新景，幽兰溢冷香。

庭阶枫叶染，飘逸过回廊。

张世贤（南明）

庚子白露

落叶杨枝瘦，西风云影凉。

白茅新饮露，青桂晚含香。

正惜蛩声寂，渐看秋气长。

黔中连夜雨，岭外一苍茫。

王井飞（开阳）

庚子七夕

晚至蝉声尽，舟泊一水闲。

空亭彰古韵，小径转秋颜。

叶落诗愁启，云翻鹊影眠。

今夕独有忆，百绪奈何天。

班兰艳（贵安）

听雨

有雨敲窗梦不成，归期细数已三更。

浮香何事庭前发，丹桂闲听一两声。

兰蓉（市老干局）

秋雨

独对西风忆晚霞，秋来好梦在谁家？

海云静默天无色，冷雨依稀湿桂花。

何伟（清镇）

无题

树树繁荫秋落妆，寒天蝶舞满阶黄。

西风谁道萧萧色，飞入心湖见暖阳。

李荷莲（花溪）

过张掖

过尽门源百里黄，甘州声色绘如妆。

若非莽莽祁连阔，疑在江南鱼米乡。

朱思锜（南明）

清秋感怀

一夜霜风向小阑，桂香菊艳雨清寒。

屏中忆得故人事，只道沧桑不道酸。

刘跃春（清镇）

自题《聆听山林》后

岚烟隐约有渔桴，野旷时闻振臂呼。

俯仰周旋些少愧，人情不负寸心初。

李玉真（清镇）

月季花

粉面丹容不卸妆，红情绿意醉蜂郎。

浮花浪蕊和时艳，此卉长抒岁月香。

金学久（百花湖）

寒露

秋寒带露陌阡空，庭院清幽挂月弓。

柳下渔舟垂钓晚，飘香正是桂花浓。

袁久森（云岩）

立秋

商飚细细叩门扉，把酒窗前柳正垂。

万里云波吞夏色，衡山期待雁南归。

唐庆华（花溪）

怜桂

夜饮清霜一树黄，三秋独占妒诸芳。

西风摇落知多少？ 素指拈香入锦囊。

杨芳（白云）

记二台坡野营

荞花漫岭画连屏，涌浪雄博入宇青。

望远霓低求共赏，居高梦短怕独行。

秋坪草露南云绪，晚帐山风北雁声。

是可无樽酌万古，何须把剑待天明。

刘灿（贵安）

读《耹听山林》致作者玉真君

醉恋林泉远俗尘，佳章妙笔景常新。

情谙草木通灵性，玉隐荆原抱朴真。

病酒凝神交太古，寒斋迭卷乐清贫。

檐头片叶非君属，鸟唱书窗慰雅邻。

陈习尧（清镇）

贵安新区车田游

车田疑是小花溪，山色空濛水拂堤。

霞蔚云蒸消夏暑，清流玉溅展虹霓。

农庄锦绣花团簇，庭院瓯瓴碧翠镌。

引得千家骚客醉，迎风绿柳唱黄鹂。

谭佛佑（乌当）

赏乌当羊昌黄连村油菜花

遍地黄金喜欲狂，熏风阵阵送清香。

蜂飞蝶舞迷人眼，柳绿桃红胜画廊。

芸海森森圆绮梦，春晖灿灿照贫乡。

黄连苦水成甘醴，笑逐颜开论短长。

罗祥瑜（南明）

韭菜花吟

韭菜坪头韭菜花，猎猎迎风万朵斜。 韭

菜坪高天有极，韭菜花开无际涯。 下有重渊

未可阻，上有重牢未可遮。九仞襟怀一尺草，

丈夫心气本豪奢。 岂肯庸鄙为餐食，但自嵯

峨赏烟霞。 浩荡罡风十万里，白云苍狗乱如

麻。阴晴一霎翻覆是，天命鼻息何足赊。可叹

时人多仰慕，漫向虚空羡浮华。 不见天心浑

无赖，造化无常随减加。

但爱牛羊肥且美，宜蒸宜煮久磨牙。 谁

共青峦八千丈，磐石不动一些些。 平生便不

到江海，别与星辰是一家。亦曾霜露伤身体，

每将灵雨洗根芽。 摇落花前诗与梦，散作世

间尘与沙。 诸般自负逍遥好，独独颜色未堪

夸。 笑看年年来复去，不能得此枉嗟呀。

张兴（清镇）

临江仙·秋兴

玉水微澜沉影，金蝉振翅高吟。 群山多

彩秀层林，秋高风送爽，笛远韵幽深。

携友天阶索趣，飞歌苗岭登临。 忘年结

社喜同心。 燃情真岁月，不负好光阴。

刘兵（南明）

品令·六广河寻秋

委云散。 摇短棹、翠浪悠悠舒缓。 有飞

瀑、化雨落峭壁，放眼处、斜日暖。

低唱依舷戏水，自有童心一瓣。炊烟袅，

何处知秋至，两岸树、金色染。

张丽梅（修文）

西江月

陶舍未开槛菊，篱边已放芙蓉。 朱朱粉

粉间深红，花意谁人能懂？

休惹闲愁闲恨，任它随雨随风。 关心不

让酒杯空，醉了何妨一梦。

何世洁（云岩）

西江月·田园

往昔山明水静，寻常人转风轻。 躬耕落

晚伴繁星，当守天循时令。

且记三更夜罄，还闻几度蛙鸣。 旧时岁

月尽遗声，万事生涯如镜。

祁大海（百花湖）

诉衷情令·教师节

择师从业数春秋。 银霜已满头。 栋梁培

育圆梦，壮志未曾休。

熬夜昼，费灯油。 盼丰收。 讲台屹立，传

道解惑，快乐常留。

陈久琪（息烽）

立秋后，风凉爽起来，天

通透起来。

到了白露， 晨时光影斑

驳，会看到白霜挂在草叶上，

有些迷离，典型的婆娑世界。

太阳一出，蓝天白云，天高云

淡，风清气爽，一派朗朗乾坤

模样。

初秋时节， 是适宜出行

的。 清晨或者黄昏， 不择方

向，让心跟着双脚去流浪，呼

吸一下清新的空气， 听听鸟

鸣，也能聆听虫唱。

黎明是被鸟声啄破的，

声音穿透力极强， 即便我在

十九层的高楼上， 也听得清

清楚楚。麻雀、喜鹊、鸽子、鹧

鸪、戴胜，还有不知名的各种

鸟儿， 唱成一片， 欢腾在一

起，此起彼伏，乐此不疲。 清

越的鸟鸣，悠扬，婉转，穿越

在旷野的上空， 令人流连忘

返。

每种鸟儿， 好像都有自

己的地盘。

在一片桃林旁， 我邂逅

几只灰鹊。 随着我脚步的临

近，它们似乎猝不及防，在枝

间闪转腾挪， 不时发出长长

的叫声，声调有些悲凉，隐含

些许惊慌。 我停下脚步看，那

鸟儿停下自己的脚步， 似乎

也在打量我。 不过是十几棵

树的距离，这样走走停停，互

相停留观望， 竟然觉得时间

好长。 走过那片桃林，我蓦然

感觉，那鸟儿的鸣叫，竟然换

了腔调，激越，明亮，更多的

是欢畅。

在暮色濡染的城墙边 ，

我试图走过那一排黑槐，猛

不丁地， 一只黑色的鸟儿俯

冲下来， 几乎要接近我的头

顶，然后又向上疾飞，不断盘

旋，声音犀利、悲壮。 在植物

园的杨树林，晨光初露，也出

现过此类情景。 也许，在它们

眼中，我这个不速之客，莽撞

的脚步声， 打扰了它们的宁

静。

此时，秋风中的野草，保

持着夏日的率性，依旧蓬勃、

畅快、 淋漓。 它们疏狂的样

子，或躺，或卧，或抑，或扬，

或顺，或逆，看似无拘无束、

无羁无绊，一副抒情状态。 但

无形间，有了悲伤的面目。 不

信，你看看那草间。 春意，从

草尖上的绿色开始蔓延；秋

色， 从草尖上的衰黄逐渐深

入。

每每注目， 就会想起马

致远《汉宫秋》中的句子 ：

“俺向着这廻野悲凉， 草已

添黄，兔早迎霜，犬褪的毛

苍 ，人搠起缨枪 ，马负着行

装……”

但，你不能否认，这时的

秋，属于虫们的音乐季。

沿着有草的小路走，一

定会听到， 那秋虫的深情鸣

叫，长久不息。 你虽然看不到

一只虫子， 但耳畔却是一片

轰鸣声，如千军万马，闹腾在

一起，你方唱罢我登台，汇聚

成盛大的合奏曲， 拍打人的

耳膜，满耳鼎沸，沸反盈天，

有异样的兴奋感。

这满耳的天籁， 让你沉

醉，不知归途。 常常，你可以

看到，蓝莹莹的天空，大块大

块的白云，满天的星星，浑圆

的月亮。

这久违的场景， 似乎在

每个秋日都会上演。

我试图在分辨着它们的

声音，但似乎是徒劳的。

霸占一个季节的蝉声 ，

渐渐从密枝浓叶里衰落。 那

时断时续的鸣叫， 在宣告一

个王国的逐渐衰亡。

蟋蟀， 别名蛐蛐、 夜鸣

虫、秋虫、促织，靠双翅摩擦

而发声。从盛夏起，蟋蟀的吟

唱， 会一直延续到十月秋风

劲。 它的部落庞大， 篱笆墙

角，树林草丛，处处是它们的

鸣叫，时断时续，交替错杂，

深情款款，如泣如诉。它们鸣

叫， 也在忙于求偶、 繁衍生

息。

蝈蝈，也叫“秋蝉子” 。它

在夏天最热时出现，能叫到

中秋。 它铠甲似的硬壳下，

是两个短而厚的翅膀，带有

音锉和刮器 ，鸣叫时 ，像两

片铙钹斜竖起相互摩擦。 它

的声音迷人，一般有两种叫

声： 一种声音尖而细碎，悠

长而富有韵味；另一种声音

响亮宽厚，厚重瓷实。

蚂蚱，古人称之为蚱蜢。

其个头大小不一， 体色有翡

翠绿、暗褐、杂花等。“但闻畦

陇间，蚱蜢如风雨” ，它生命

力旺盛，昼夜鸣叫活动不止。

我们常见的“扁头” ，阔嘴锥

脑，威风凛凛。 它羽翅发达，

振动时会发出“喳喳” 声，似

镰刀咔嚓舞动。

还有，螳螂、纺织娘、油

葫芦、蝼蛄等等。 当你试着

从草间里经过时 ， 迈开一

步， 就会惊动潜伏着的秋

虫 ，慌乱地蹦跳出来 ，四处

奔跑。 每当这时，我会退出

草丛，不去打扰它们。 这草

的世界，是我们的，但最终，

是它们的世界。 它们是自然

界的真正主人。

在闲暇时，我回想着它们

的静美光景：篱笆墙上，扁豆

花正艳，黄瓜花正浓，阳光和

绿色，配合得恰到好处，一只

绿色的螳螂， 在慢腾腾地爬

行，没有大刀挥舞的威猛，多

了田园风光的恬静。

这样的光景，早被吹散在

秋风里。 就如同很多朋友，走

着走着就散了， 再也走不回

牵手的时光。

作

品

鸟鸣虫唱

■任崇喜

望天井·龙潭

■金良

留得枯荷听雨声

■刘琪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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