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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触九龙峡，是在万山红遍、层林尽
染的深秋时节。而今再访，却已是“绿肥
红瘦”的仲夏了。

一个周六的上午，受张清亮老师之
约造访九龙峡。想想跨出车马喧喧、人
如潮涌的城市大门，行走在景色如画的
太行明珠，在炎炎夏日静听蝉音，享受大
自然的怡然，心中泛起一种幸福的感觉。

出发的心情总是很激动，大家谈天
说地，气氛很是活跃。车窗外，“抗大”路
两旁粉墙黛瓦的村落，在绿树丛中时隐
时现。远处田野阡陌纵横，初黄的麦浪
随风起伏，便想起了白居易《观刈麦》“田
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
麦覆陇黄”的诗句，勾起了我的无限回忆
和怅惘。

为了体验“人登山顶我为峰”的独
特，我们开启了不一样的自然体验，跟随
导游换乘景区车辆继续前行。此时的阳
光最迷人，蜿蜒的盘山公路被照的闪着
熠熠银光。汽车沿着陡峭的山坡左突右
冲向上攀沿，路的两旁是悬崖峭壁，途中
常有巨石挡路。大约半小时的路程，我
们顺利到达九龙峡的另一入口“上龙
门”。

山顶，一览群峰。瓦蓝的天空像一
面镜子，头顶俨然触手可及的朵朵白云
在空中悠悠，轻轻舒展，不时变换着形
态。刚才还是中国版图，转眼间便幻化
成了东方巨龙。极目远方，卧虎山尽收
眼底。支锅岭山高陡峭，壁立千仞。它
因附近三座山岭相峙，犹如3块巨大的
支锅石而得名，是古代重要的军事要塞
之一，也是邢台至山西太原最近的古驿
道关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中午，我们匆匆吃过午饭，便迫不及
待地沿着山梁游畅冀道岭长城。登斯长
城，令人震撼，仅从它的墙垣规模看，可

见当初它的坚固与壮美。它虽然没有八
达岭的雄伟壮观，没有居庸关的赫赫有
名，没有山海关的悲壮与辉煌，没有嘉峪
关的气势磅礴。然而，站在宽阔的明长
城上，我们仿佛漫步在时空隧道里，脑海
里不断浮现烽烟四起、金戈铁马、战火纷
飞的场景。这冀道岭长城就像一个巨
人，历经477年的风风雨雨，默默注视着
身边发生的一切。真可谓：一座明长城，
千古多少兴亡事……

九龙峡的天气变化如同小孩子的脸，
刚才还是烈日当空，不知是哪片云挂着水
袋飘过来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豆大
的雨点便披头盖脸地砸了下来，大家各找
地方东躲西藏起来。看吧！雨中的九龙
峡别有一番滋味，隔着雨帘望远，大山洗
去了尘埃，看上去更加雄伟。树木得到了
雨露滋润，显得青翠欲滴。九龙峡的雨来
无影去无踪，转眼间，雨便停了。

我们几位文学爱好者继续沿下山的
路径迤逦而行。环顾四周，近处，脚下溪
水潺潺，树叶噙着雨露，花草鲜艳亮丽，
空气更加清新。抬望眼，只见群山巍峨，
峡谷幽深，青色的山岱，翠绿的松柏。踏
在金黄的木板栈道上，耳闻百鸟啁啾，使
人心旷神怡，乐不思归。突然发现，这眼
前的美景不就是画家笔下美妙绝伦的水
墨丹青吗？

沿着九曲十八弯的栈道，我们一脚
踏进了三星山，并被她的魅力所吸引。
三星山位于九龙峡的中心地域，民间传
说这里是福禄寿三星修行的道场。三个
山峰成三角形围绕一中峰，故名三星拱
月。中锋建有一座三星塔。南峰有一块
巨石平卧山顶，名曰棋盘石，传说那是三
星下棋的地方。三星山上植物茂密，物
种繁多，黄栌、山桃树、栎树、鹅耳枥、紫
荆，应有尽有。据说，这里每年春天漫山
桃花争奇斗艳，夏日绿树葱茏凉爽清新，
秋天满山红叶层林尽染，寒冬季节瑞雪
素裹、雾淞树挂，尤如仙境一般。

三星山是有故事的。传说很久很久
以前，山下有一位少年上山砍柴后观三
位老人下棋。看完后，一位老人说：“孩

子，天不早了，该回家了。”说完三个老人
就不见了。少年连忙去拿绳子和镰刀，
奇怪的是镰刀已生锈，镰把、绳子和捆好
的木柴变成了一堆土，他只好拿着镰头
回家。回到村子里，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都不认识。他按原来的记忆回到自己的
家里，家里一位老汉仔细打量着他，向他
问了一些情况。老汉说，听我爷爷讲过，
我爷爷的爷爷上山砍柴一直没有回家，
家人找了好多年都没找到。不过你说是
早上走的，那就不对了，除非你碰到神仙
了。砍柴少年就把他经历的事前前后后
叙说了一遍。老汉疑惑，随后从屋里拿
出福禄寿三星的画像让少年辨认。少年
说，就是他们。老汉惊讶地说：“我的祖
宗，莫非你真的碰到神仙了。”消息一传
开，村民纷纷上山拜仙，故在此建庙朝拜
祈福，香火鼎盛，这也许就是三星山的来
历吧。

漫步于山谷幽径之中，但见两岸石
壁对立，怪石嶙峋。山曲水迂，峰回路
转。树木葱郁，古藤环绕。谷底有一条
清澈的小溪，哗啦啦唱着歌谣，水不大但
清澈见底。小溪在向下游流淌的某一
段，突然消失。而在下游重现，这一现象
令人疑惑。经导游介绍得知，原来谷底
那些嶙峋的碎石，是当年洪峰肆虐给这
条小溪留下的创伤，那段消失的水流，是
从碎石下面的暗河流向下游的，我们茅
塞顿开。在小溪边，掬一捧水盛在手里，
轻洒在脸上，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享受
到一丝清爽，一份惬意。

日渐西沉，在欢声笑语中，我们结束
了这次难忘之旅。游九龙峡，虽然时间
短暂，但收获还是满满的。我们总有收
不回的目光，看不尽的风景，品不完的诗
情画意。我们只有到了这里，才能把一
切烦恼置于脑后，才能身处悠然之境界，
还身心一份洒脱。只有到了这里，才能
感觉到这个世界是那么的宁静，那么的
悠闲，那么的赏心悦目。

灯光闪闪，繁星点点，我们安全顺
利地回到了家里。可是，心还停留在那
里！

美哉九龙峡
闫辰国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
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每年夏季荷花盛开的
日子，我都会想起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
慈寺送林子方》这首诗。夏日荷花曾牵动过很多
诗人的情思，赢得了许多婉转巧妙的赞美诗篇。
每当夏日来临之际，站在六月的荷塘，捧读一本诗
词，徜徉在唐诗宋词里，面对一池清荷，反复吟咏咏
荷的诗句，让那些清馨隽永的诗句，飘逸在淡淡的
荷香上，倾听诗人与荷真诚的对话。常常沉浸在
浓郁的荷香里，对诗人的咏荷佳句有了一个全新
的品味，有诗为颂，有荷为伴，心境也豁然开朗，心
事如同翩飞的彩蝶与蜻蜓，放飞在六月的荷塘。

再如杨万里的《清晓湖上》诗中用了“千层翠
盖万红妆”一句来描写荷花，“千层翠”写的是叶，
那“万红妆”自然就是花了。诗人将荷的花与叶抒
发的淋漓尽致，令人拍手称绝。

晚唐诗人陆龟蒙写白莲，尤能以貌取神。他
作《白莲》诗说：“素葩多蒙别艳欺，此花只合在瑶
池。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

冰清玉洁的白莲无端常遭那些艳丽者欺侮，只
有瑶池仙境，才是能容她的地方啊！眼下月残天晓，
微风吹拂的花瓣就要凋零了，她又将归向何处呢？

诗人们不仅喜爱荷花，更有衷情于荷叶的。
清代梁守臣在《看新荷》一诗中说：“似经雨过风犹
扬，未到花时叶更香。”与他同时代的张宝臣也咏
道：“竹枝风影更宜月，荷叶露香偏胜花。”他们都
认为荷叶的清香要远远胜过荷花的清香。

荷花如此惹人怜爱，难怪不少文人雅士还要
驰骋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来渲染荷花的娇媚和表达
自己的心迹了。

盛唐时期著名边塞诗人，有“七绝圣手”、“诗
家天子”之称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
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
觉有人来。更是别有一番意境。令人赏心悦目。
如果将这首诗看做是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
自然是采莲的少女们。但诗人由始至终不让它们
在这幅活动的画面上显现，而是让她们夹杂在荷
叶，艳艳的荷花丛中，若隐若现。使采莲少女与美
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思的
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令人
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随园诗话》中记载的女诗人方芳佩的一句诗最
是传情：“今夜若教身作蝶，只应飞入藕花中。”她不从
正面写荷花，而是从人愿化蝶，常与荷花相伴这个侧
面，婉转巧妙而又生动地道出了荷花的美丽可爱。

古诗词里荷韵香
曹丽芹

美丽邢台美丽邢台

七月，一个红红火火的月份。炽热
的阳光四处播洒，木槿花开，鸡冠花红，
到处是一片红艳艳。高亢的歌声到处飘
荡，在这个激情似火的日子，谁都无法抑
制内心的激动。

几十年前的中华大地，黑暗沉沉笼
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生
活的希望，满目疮痍，仰天长叹，这漫漫
长夜，何时是尽头？

上海望志路的一盏微弱红灯，点亮
了沉沉黑夜。尽管没有耀眼的光芒，这
盏灯依旧燃起人们心中的希望，驱赶着
无穷无尽的漆黑和寒冷。那些无所畏惧
的先驱者慷慨激昂，挥臂陈词，喊出华夏
大地最响亮的声音，前无古人。这是鲜
艳的红色声音，给人温暖，给人希望。

嘉兴南湖上的一只红船，浮起了行
将沉没的中国。中国这只庞大的木船颠
颠簸簸行进了数千年，历经岁月的打磨，
已经有些破烂不堪。波涛汹涌的历史长
河更是把这条烂船推向更高的浪头，危
在旦夕。这条小小的红船穿浪而来，发
出闪闪的亮光，导引着这条历经沧桑的
大船缓缓向前，奔向平静而光明的海面，
获取幸福快乐。

春风浩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盏

微灯光芒万丈，迅速照亮了神州的每一
个角落。华夏儿女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一
丝希望，纷纷起来，把这把火种继续点燃
下去。

秋收暴动的红色长缨漫山遍野，风
起云涌，挑向黑暗腐朽；八一起义的红色
枪声划破了死寂的长夜，划开一道希望

之光；井冈山头的红色号角响遍崇山峻
岭，呼唤着苦难的老百姓，向着敌恶势力
杀去；延安窑洞里的红色油灯犹如漫漫
长夜里的启明星，给老百姓以无尽的启
示。一点火种接着一点火种，革命之火
熊熊燃烧起来，整个华夏大地呈现出轰
轰烈烈的红色涌动。中国人民大无畏的
精神，让敌人闻风丧胆。

多少次惊涛拍岸，多少次潮起潮落，
一群手持镰刀和铁锤的勇士们总是力挽
狂澜、跨过黄河，跨过长江。鲜艳的五星
红旗插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浓重的湖

南口音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那声音响彻亚洲，响彻寰宇，震动了
全世界。

一条船就此踏上了自我修复之路，
一条平坦宽阔的航道就在眼前。新生
事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长遍神州
大地。

一位慈祥的红色老人，披着一路走
来的红色外衣，在南海的碧波上画了一
个大大的圈。改革开放的缕缕春风，吹
动缓缓前行的大船，到处都传唱着“春天
的故事”，绚丽的紫荆花和醉人的金莲绽
放出久违的笑靥；西部大开发的宏伟蓝
图、三峡工程巍然矗立、青藏铁路全线贯
通、神舟六号成功发射……如火如荼，崭
新的东方之龙在潇洒舞动，舞出红色的
节奏，让世界刮目相看。

七月之红，红得让心潮澎湃，烧掉中
华民族的百年耻辱，生机勃勃的景象就
在眼前。七月之红，红得让人热血沸腾，
燃烧起每个中华儿女的激情，映红广袤
的东半球，张扬着每个中华儿女的豪情
壮志。

七月之红，照耀着八月之黄，双手捧
着美好幸福的时候，请为七月之红添上
一把旺旺的红火。

火红的七月
韦秀琴

那天身体不适，办理了住院手续，把所有
的心思收拢起来，在白色的宁静间反刍过往，
给心灵梳理发辫。

左床住着一位73岁的大娘，和母亲的年
龄差不多。四年前患脑溢血半身不遂，时而
清醒，时而糊涂，但简单起居饮食尚能自理。
三年前不小心摔坏盆骨，自此瘫卧在床，时刻
需要人照应。前几日突然意识清楚，兴致高
昂之下独自一人下床走动，重重跌倒在地，左
小腿骨折，再次入院。

我可以想象得到她的痛苦，三年了，一动
不动地躺在床上，需要人一勺一勺地喂，吃喝
拉撒都在四尺床间，有了想法和愿望，和谁去
说呢？日子长了，亲人认为她已经糊涂了，说
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在她意识清楚的时候，疼痛让她忍不住
喊：“娘呀，我的亲娘呀。”

一旁的媳妇厉声说道：“喊啥呢，这可不是
咱家！”然后她扭过头来对我诉苦道：“她娘都死
四十多年了，整天喊娘、娘、娘，她娘能伺候她？”

我心酸。我分明看到她无助的眼神瞅着
我，仿佛我是个好人，能听懂她的话、明白她
喊娘的初衷。从她白皙的、饱满的脸庞上，你
根本看不出她是个瘫卧床上几年的病人，孤
苦的内心也许珍藏着多年前的一抹亮丽、少
女时代的秘密，或者装着地里绿油油的庄稼
和青青的水草。她肯定梦见自己站起来，穿
上自己喜欢的衣服，疾步走在青春肆意的田
间小路。

她的孙女从市里一所大学放学回来，顶
替了她母亲，日夜守在奶奶身边，一口一个奶
奶，给奶奶洗脸、梳头，给奶奶翻身、擦拭，给
奶奶一口一口地喂饭、擦嘴，给奶奶讲开心的
故事……然后小姑娘说：“奶奶听话，蕾蕾大
学毕业了，带奶奶出去玩儿！”

我看到，她满脸的皱纹放出花朵，眼泪顺
着缕缕白发滑落到白白的床单上。

“奶奶，我惹您生气了？奶奶，不哭！”小
姑娘惊慌地安抚着喜极而泣的奶奶。

小姑娘的母亲此刻站在病房门口，一动
不动。房间里，只能听到“滴答、滴答”的点滴
声。一缕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口涌进来，亮
堂堂的让人畅快。我看到她疲惫的眼里，多
了些柔柔的感激和泪光。

一缕阳光
谷微黄

邢台板栗在中国素有“千果之王”美誉，而
邢台西部浆水镇，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板栗之
乡”，在国际市场尤负盛名，有“世界珍果”美称。

浆水在太行山南端东麓，属海拔五百米
至一千米的低山区，自然资源独厚，是“太行
山最绿的地方”，这儿远离尘污，微酸花岗岩
片麻岩土质，温带大陆性气候，昼夜温差大，
区域年均降水量六百多毫米。只有这样特殊
的地理条件，方可盛产那独树一帜的果品。

夏天，当您踏上这片土地时，您会看到路
边村边、山上山下绿树成荫，栗树们像一张张
风景画，会染绿您的双眼。

浆水是我的故乡。我虽在城市里工作，
但每年都要回去几次。这里天蓝水清，空气
清新，特别是每次看到那漫山遍野、郁郁葱葱
的栗树时，感觉故乡美丽极了。

五月份，是栗花盛开的季节。这个时候，
走进故乡，总有一股香香的、甜甜的味道在空
中弥漫。若在飘飘洒洒的雨天，这种香甜便
凝聚成一种惬意的清凉，扑鼻而来，沁人心
脾。举目望去，绿叶间，挂满了淡黄的栗花。
她似花非花，乍一看，枝条上像挂着一只只软
绵绵、毛茸茸的可爱的幼虫。等这些“幼虫”
落下，枝间就会结出小仙人球一样的栗蓬来。

时间在悄然流逝，栗树也随着在悄然变
化。待到秋天，仙人球一样的栗蓬就会相继
张开嘴儿，山风一吹，熟透了的板栗，便从栗
蓬里噼里啪啦地掉下来，落进树下的草丛中。

淳朴的乡民，面对满枝的硕果，会露出欣
慰的笑容。

板栗和苹果，是这一带农民的主要收入，
但憨厚的山民们，每遇来客，都会热情地让您
品尝，还会大方地捧几捧，装进您的挎包里。

在那幽静的山坡上，还生长着我家的五
颗栗树，由于我们兄妹们都在城市里工作，无
暇管理，便托付给了一家亲戚。等收获后，亲
戚总会捎来一袋大个儿板栗。

浆水板栗，颗粒饱满、色泽光亮、果大皮
薄。新鲜的板栗，果仁鲜脆、清香；半干的板
栗，果仁甘甜、粉糯；炒熟的板栗，果仁甘面、
酥软……其口感极佳，风味独特。

它营养丰富，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多
种维生素和无机盐，对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
样硬化具有防治作用。其形如肾，对肾虚有良
好的疗效，故称“肾之果”。老年人常食，抗老
防衰、延年益寿。经过加工，可制作成栗干、栗
粉、栗酱、栗浆、糕点、罐头和多种菜肴。栗子
羹老少皆宜，是补养治病的保健品。

苏轼《咏栗》有诗曰：“老去自添腰脚
病，与翁服栗旧传方。来客为说晨兴晚，三
咽徐收白玉浆。”

如果您想品尝最最鲜美的板栗，那么在
入秋时节，请到我的故乡浆水来吧！民风古
朴的浆水人，将热情地欢迎您的到来。

板栗之乡
王金平

歌 唱 祖 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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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季节，中国的天空被鲜艳的五星红旗映
红，这是镰刀和锤头迸发出的金色光环，让腐朽的
旧中国成为不堪回首的风景。

这个季节，中国的天空被改革开放的春风染
绿，是祖国顽强的脚步串起的音符，让所有红火的
日子在世界的东方沸腾起来。

沿着历史的履痕，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
一天起，注定有一段故事让我们传诵。

迎着黎明喷薄而出的朝阳，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的那一天起，注定有一种浩然正气，在华夏
的土地上惊天地、泣鬼魂。

捧读线装本的坎坎坷坷，中国人民推翻了三
座大山，走出了水深火热，一切重新接受阳光的洗
礼和理想的照耀，建立了崭新的中国。

唱着中华大地上高亢的歌谣，炎黄子孙沿着
中国共产党指引的路线，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富强
走向富强。

伫立于鲜艳的五星红旗下，华夏儿女倍感旗
帜飘扬的自豪，仿佛在向世界发出宣言：中国，中
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五星红旗的旋律

在季节的深处，点燃线装本的往事，让我们难
以抑制激动的心情。

在多舛的命运中行走，感受二万五千里的漫
漫旅程。历史让我们记忆犹新，历史让我们缅怀
先烈，因为历史是用顽强的生命铸就。

大地是一支亘古的歌谣，每一段旋律就是一
段故事，每一串音符就是一串细节。

从天安门高亢的宣言，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我
们无不感觉到时代的号角催人奋进。

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华夏大地，吹暖了
华夏儿女的心。

沿着那条水域的走向，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心
中高高飘扬，沿着历史发展的车轮，火红的日子在
改革开放中蒸蒸日上。

祖国——我们为你骄傲。

中国道路
（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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