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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郢社区村口有一座雕
像，汉白玉底座上是一匹昂首
飞奔的骏马，蔚蓝的天空下，似
乎能听到马蹄声碎的嘶鸣和春
天的风声。这是3月末的一个
晴朗的早晨，雕像前一群人在
拍照，我看到他们身后雕像底
座上“马郢计划”四个字，很特
别。

更特别的是，高高矗立路
边的红色标牌上，“马郢社区”
四个字下面，是一行“以梦为
马，不负韶华”的标注。什么意
思，怎么解释？

尤其“以梦为马”，典籍里和
成语中查无可考，是个新造词，
就像标牌后的这座村庄一样，无比陌生。

2014年冬天，一个叫钟宇的年轻人走
进马郢，村里迎接他的是呼啸的西北风和
枯黄的杨树叶漫天飞舞，村里机耕路被卷
尽灰尘后，只剩下一派苍白，青壮年都进城
打工了，村子空了，破败而荒凉的土墙瓦
房，四处漏风的窗户，门洞里进出着饥饿的
麻雀和老鼠，村子深处，偶尔有一两声狗
叫，听起来惊心动魄。钟宇打电话召集村
民开会，三三两两来了几个老人，他们神情
僵硬地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年轻人，
没说上几句就走了，他们知道了这个年轻
人是新来的村扶贫书记，却不知道那一刻
钟宇的心比屋外的天气更凉。

2020年春天我随单位来马郢植树，第
一次见到了钟宇，剃个平头，脸色黝黑，皮
鞋上沾满了灰尘，湮没在芸芸众生中，他就
是一个普通的村民。当他用PPT给我们滔
滔不绝地阐释了马郢计划后，我对钟宇的
第一印象是：“这是个靠做梦活着的人！”

写《马郢计划》的张扬跟钟宇是好朋
友，我跟记者出身的张扬聊马郢，我说马郢
在农业气息之外，整个村庄弥漫着艺术想
象力，张扬说：“钟宇本来就是一个文艺青
年。”后来我真的在一个视频中看到钟宇跟
村里的留守儿童一起站在长丰县城的舞台
上共同朗诵诗歌，其中有一句是：“春天的
第一次小雨/沙沙地落进了青青的树林”。

马郢是一个与马无关的地方。3000
年前临近楚国都城寿州，得了个“郢”的美
名，至于三国时曹操将这里作为马场，也只
是口头传说，并无文字记载。马郢没有历
史遗迹，没有文化传统，没有自然风光，没
有工厂产业，只有一些老弱病残和留守儿
童守候着贫瘠的土地上的水稻和小麦，还
有一些杂草丛生的树林。在这个地方诞生
的“马郢计划”，说到底就是一个“梦想计
划”，是“想象”的产物，用他们自己通俗的
表达，叫做“无中生有”。

最初的“马郢计划”是一个民间行为，
不是村里的行政工作。灵感来自于村里留
守儿童的一篇作文，作文中孩子最大的梦
想是去合肥，看看大城市长什么样子。马
郢离合肥只有30公里，城乡竟是相互隔
绝，咫尺天涯，于是钟宇在网上开了一个公
众号，名字就叫“马郢计划”，钟宇打算在网
络招募支教志愿者，把城市孩子唱歌、绘
画、舞蹈、外语之类的素质培训送到乡下
来，所以2015年夏天，第一个实践“马郢计
划”的志愿者，是从合肥赶来给村里留守儿
童上课的老师。

乡下孩子，没见过城里蹦跳不止的霓
虹灯，城里的孩子，也没见识过乡村稻田、
池塘里的鸡鸭鱼虾。“马郢计划”就想象着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将城市
与乡村资源实现自由互换。这是发在“朋
友圈”里的计划，不是出台的红头文件。有
一个数据说，目前马郢计划志愿者已经有
300多人，有教师、有干部、有农民、有工
人、有大老板、有做小买卖的。前不久，看
了一个视频，“马郢志愿者学院”成立了，县
长都来了，还授了旗，可在2015年，志愿者
在三间废弃的民房里传道受业解惑、喝茶
聊天做梦，屋前有一棵浓荫覆盖了半个院
子的香樟树，树下有一些石凳、石磨和几张
旧桌椅，他们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很诗意
的名字：“马郢小院”。

诗意的想象与诗性的创造，在这块沉
寂了几千年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了。孙小郢
在一面普通农家院墙外刷上石灰水，书写
着几个大大的艺术字体“马郢农耕体验基
地”，艺体字边上有两匹彩绘的马注视着城
里孩子走进基地去捞鱼钓虾栽秧摘瓜。田
野农事体验叫“马郢汉耕农场”、种植花卉
草地园艺的叫“情缘农场”，情缘农场不只
是拍摄婚纱照，还承办鲜花草坪上的婚礼，
农场里一座吊脚楼叫“时尚咖啡屋”，无比

惊艳，坐在半空中喝着雀巢咖啡
听着美国西部的爵士乐，脚底下
是池塘水沟里的一片蛙声。三
位合肥市退休的老姐妹来村里
做志愿者，教村里的孩子唱黄梅
戏，为解决吃饭问题，她们开了
一个“戏雅苑面馆”，节假日游客
可以先唱戏，后吃面。

无中生有，往往伴随着无奇
不有，钟宇和他的朋友自己掏钱
挖了一个荷花塘，为的是满足对
乡村荷塘月色的想象，在一片树
林里建的“马郢剧场”，其实就是
搭了一个露天戏台，戏台座基青
砖垒砌，台柱是涂了桐油的圆
木，戏台顶部是茅草盖的顶棚，

台柱两边有一副描了金粉的对联：“小马郢
出将以梦为马，大田园入相不负韶华”。在
这茅草搭顶、台柱穿风的剧场里，孟广禄、
郭达等大腕们曾经粉墨登场，于是村里人
就觉得树林里的戏台是长丰县最牛的舞
台。村里每年在剧场举办“马郢春晚”，跟

“央视春晚”不一样的是，“马郢春晚”从早
上开始，上午戏曲演出，庐剧、黄梅戏、越
剧、京剧，轮番亮相，演员大都来自合肥市、
长丰县老年大学和民间剧团义演；下午各
村组锣鼓队、舞龙、舞狮、花船队沿村路游
行表演；天色将晚，“马郢春晚”才跟“央视
春晚”对接，在剧场戏台上演出歌舞、曲艺、
音乐等，剧场前空旷的场地上，二三十个红
顶帐篷一早就搭好了，年货、土特产一应俱
全，四乡八村的老百姓赶集似的都来了，一
边看演出，一边卖年货。演出结束，鞭炮声
铺天盖地响起来，新年的第一扇大门就打
开了。

我之所以愿意又一次来马郢，完全是
被马郢的艺术想象力所吸引。马郢像一部
文学原创作品，将想象兑现成现实，将虚构
变成事实，将梦幻打造成了实景。乡村留
守儿童登上安徽大剧院舞台跳“四小天鹅”
舞，乡村孩子们的画展最初挂在树林里的
树上，为防下雨，画作用透明塑料布包上。
在这个没有马的村子里，马郢村马场开张
了，一个11岁的留守儿童陶顺义，喂完了
自家鸡圈里的鸡，就穿着盛装到了马场练
马术，一个北京来的专业教练说要带小陶
到大城市训练，小陶给马喂的全是新鲜的
草料，跟马像是默契的弟兄。

梦里的世界信马由缰无拘无束，一群
年轻人想象的马郢计划中，城乡资源自由
互换的最大的魅力，当是乡村实践全方位，
农事体验全景式，暑期马郢“乡村成长营”
火爆合肥微信群，城市的孩子在马郢住10
天，参加完农活、农事实践，又钻进“知物柴
烧”做手工陶艺，那些坛子罐子还有孩子们
心目中的兔子、小鸡，拿捏成型，送到屋外
的两座窑里烧制，一座电窑，一座柴烧的土
窑。窑火在炉中昼夜燃烧，隔壁的“万松美
院”里，手工靛蓝印染正忙碌不歇，一幅白
布挑进半人高的瓦缸，天然提炼的靛蓝渗
浆布幅，染缸改变了布的颜色，也拓宽了孩
子们的眼界。这些景象如果出现在旅游景
区和名胜地界很平常，但出现在这岗头水
尾的贫瘠土地上，就像是刘姥姥走进大观
园一样，好奇和震惊是同步出现的。

马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游客服
务中心”在同一座建筑里，那是村里最漂亮
的建筑，也是最富想象力的建筑，不对称的
大斜面坡顶，裸露的砖墙粗糙坚硬，室内
全木质装饰却是精致细腻，江淮地域特色
依旧，现代艺术造型毕现。走进里面的村
史馆，饱经沧桑的农具家具、坛坛罐罐、蓑
衣斗笠，全都聚齐了，恍惚中像是穿越到了
从前。

钟宇是来马郢扶贫的，也是来马郢做
梦的，这个2014年的省级贫困村，短短三
四年，被扶成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示范
村”。20万人来过这里，估计比几千年来
马郢的外乡人的总和还要多，这在其他地
方也许不足为奇，但在马郢就像做了一场
梦，当初许多人就是以“痴人说梦”的表情
怀疑和推敲着“马郢计划”的。

人是要面对现实的，如果现实让你寸
步难行，就得靠梦想来激励自己前行，“以
梦为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把梦想作为自
己奔腾向前的战马。这个许多人不太理解
的新词，是距离马郢200公里外一个叫海
子的诗人造出来的，他在诗中是这样写的：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
……
这首诗我看过，钟宇肯定也看到过，但

他没有说。

第一次去马郢，马郢是安徽长丰
县杨家庙镇属下的一个自然村，不大，
全村只有408户、1778人，离省城合
肥30公里左右。

之前从未见到以“郢”为名字的地
方，甚至没见过和使用过这个字，也不
知读音。查了一下，它的意思非常简单
直接，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都城的
代称，类似于“京”，地址在今天的湖北
荆州北面8公里外的纪南城。公元前
689年楚文王在此建都，之后有20个
楚王也都定都在此，中间虽有几次短
暂迁都，最终仍顽强回迁，前后历时
400多个春夏秋冬。又说它其实来源
于“郧”，而郧地正是楚国的故土，楚国
先祖在郧立国，可能觉得贝字旁的

“郧”字不够气派，便改为“郢”。公元前
278年，秦国军队大举南下，直捣郢
城，楚败，当时的楚顷襄王退往东北
面，从此日渐没落的楚国反复迁都，公
元前241年楚考烈王把国都迁到安徽
寿春，即现在的安徽寿县，18年后楚
国终于此地。

国破了，子民心犹在。马郢村之前
属寿县，1964年新置一个长丰县时，
它被划归其中。以“郢”为名，是执拗地
标示一种身份还是怀念？至于“马”，当
地人说，从公元208年12月至252年
8月，曹操和孙权两军为争夺合肥城，
曾进行了长达45年连绵不断的战事，
而马郢这一带，就是曹军养马之地。

我脑中立即呈现出一幅画面：也
是在春天，时风时雨，一旦阳光重现，
一切就刹时明媚如洗，空气中都荡着
隐秘的芬芳。一个男人千里奔波而
至，翻身下马，双脚落地时，他清晰感
觉到地面微微颤了一下。他就是被史
书形容为“体格雄伟，阔脸长须”，又描
绘成形陋、“姿貌短小”的一代雄才曹
操。把动词当作名字自古都不多见，
似乎正因此，他从一出生，就意味着这
辈子绝无可能籍籍无名地安稳平静
了，但其实他又有一个很书卷气的字，
叫“孟德”。曹操，曹孟德。

眼前顿时不一样了，蜿蜒而过的

江河、遍地茂盛的青草、路边随处可见
的旧石马槽，它们可能目睹过那些力
拔山兮的古人，也见证过那些慷慨悲
歌的往事，斗转星移了这么久，多少时
光深处的秘密都掩藏其中啊。蹲在岸
边掬起一捧水，每一滴似都映照出那
段幽深厚重、欲说还休的历史。有故
事的土地，草木间分明潜藏着另一番
别样的韵致，就如同有传奇的人，周身
必定荡漾着一股庸常人所无法效仿的
山高水长。

但事实上那45年中，据说曹操并
没有亲自驻守这里。公元208年夏
天，他踌躇满志率十万大军南下，试图
一统中国，不料竟被吴蜀联军迎头痛
击。那个群雄林立的时代，他曾是一
个多么神奇的存在，说曹操曹操就到，
似乎无所不能，可是赤壁一战却损失
惨重，伤亡过半。怕后方不稳，他不得
不带着一肚子的沮丧和不甘仓皇北
归。从此三国鼎立，已年过半百的他
元气大伤，似乎再无法热血如火地傲
视天下了。

但合肥不能丢。作为两河交汇

处，这个江淮平原中心城市对他太重
要了，守住这道防线，至少保证江南半
壁江山不会丢。而对孙权来说，拿下
合肥以巩固淮河防线是多么重要，还
可以为下一步北伐打开通道。双方
的殊死交战就此展开，曹操不到，但
蒋济、张辽、满宠、张颖、曹睿等几十
名得力干将仍然忠心耿耿地为他出
生入死，40多个春秋，一场又一场的
血战起伏不断，一个个将士含恨倒
下，终究没有让赤壁之战的耻辱在这
里再次上演。

这其中战马的功劳占几分呢？
2021年春天我在马郢只看见几

匹稀疏散落田野、正悠闲地等着与游
人嬉耍的马，它们是三国战马的后裔，
还是从外地迁移至此？7年前一个叫钟
宇的年轻人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监督
管理局派到马郢任书记兼扶贫工作队
队长，是他提出一个“以梦为马”的设
想，也就是架设一座连接城市与乡村
的桥梁，让外出务工者越来越多而渐
渐空心化的马郢村从外貌到内在都重
新打造一番，从而富起来和热闹起来。

这似乎很难，但梦想还是一步一
步落下来了。村里设立扶贫资金吸引
年轻创客来建大棚种草莓，接着再种
梨子、桃子、葡萄、西瓜，又在稻田里养
龙虾，在山野上养土鸡鸭。原生态原
本就是最好的生财之道，安全可靠的
产品多了，不断吸引各地人来享用，还
可以运往城里，并通过电商的开启，销
到全国各地。

从城里来的志愿者也陆续出现
了。安徽大学艺术学院的师生从乡村
修复、花艺村落建设入手，把村容村貌
美化了；合肥师范学院的师生用陶瓷
艺术活化乡村空间；安徽省剧协协助
推动马郢户外剧场从采风到训练再到
排练；合肥红石榴艺术团帮助村里组
建舞蹈与表演队……如今马郢共有戏
曲、马术、陶艺、机器人等9个精选社
团，志愿者256名，常驻老师120名。
丰富性与活力让马郢村刹时一变，名
声也渐渐传开，已经成为网红打卡点，
2019年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游人
拖家带口从各地拥来，兴致盎然地吃
这里的农家菜，住这里干净的民宿，再
学陶艺、进染坊、采草莓、学骑马……
大自然的美好被一点点寻觅和召唤了
回来。2018年，杨庙镇政府、马郢社
区和全体村民三方持股的马郢乡村旅
游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了，全民持股，
年年分红，并给全村60岁以上的300
多名老人购买了养老保险，村民和村
财政收入也逐年上升。

那天我们在村里穿行，青山迎面，
绿水环绕，夹道连绵着望不到边的樱
花、桃花、杏花。在它们的衬托中，人
脸上的笑容灿烂而昂扬。不免心里一
动，感慨顿起。如果仍然烽烟四起、马
蹄声碎，这些脸该如何安放？这块土
地曾经以肥沃的绿草把马喂大养壮，
然后让其驮起人冲向同类，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仇恨烈焰烧红了天空。如
今山依旧，河犹存，人们却彼此友爱相
助，携起手一起竭力打造安详充实的
好日子。这一份蓬勃与温暖，才是人间
该有的样子啊。

以
梦
为
马

□
许
春
樵

长丰的名字寓意极好，“长治久安,人寿年
丰”。俗世之愿景无非如此吧。这八个字神采奕
奕，有大气派，真真是大境界。

一代代人都在追求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一代代人也在追求人寿年丰的美好。

家国两安才是大安。

下塘烧饼记
下塘烧饼是长丰的地方名品，每每酒足饭饱

了，又上来一盘烧饼，总忍不住再吃一个。常常有
外地女子来合肥，节食苗条不敢多吃，在烧饼前踌
躇半晌，馋涎欲滴却不敢吃，终耐不住劝，先是轻启
小口略捻了一块，咬嚼之下，清脆有声，发觉有味，
这次捻了一大块，一而再再而三，不禁贪多，居然吃
掉了两个，大开了一次牙戒。

在街口一年四季有个小摊点，是卖烧饼的。人
不多言语，一块块做饼，一块块炕。做烧饼的多为
中年人，衣服灰秃秃的，冬天常戴一顶绒帽，夏天，
推车上别一把蒲扇，得空扇扇，自得清凉。

下塘烧饼酥且脆，牙口欠佳的老人尤其喜爱，
窝窝嘴嚅嚅而动，愈嚼愈出味，愈嚼愈出香。烧饼
单吃最好，不需要什么菜，更不需要其他作料，只是
趁热而食。刚出炉的烧饼，饼面纷纷鼓起一个个大
气泡，好像攒够了热气的样子。热腾腾，散发着麦
香与芝麻香，一口咬下去小半个，力透纸背的酥脆
与穿肠过肚的焦香，没齿难忘。

我吃下塘烧饼，想起袁枚说能藏至10年的高粱
烧，酒色变绿，上口转甜，亦犹光棍做久，便无火气，
殊可交也。下塘烧饼也像光棍做久，虽无火气，到
底阳气充沛。

烧饼做法不难，将面加入老面头和好发酵，放
入适当的碱做成饼状，可加入各类馅，荤素不拘，面
上撒上芝麻，贴入炭炉中，火不可大，慢慢烤制，几
分钟即可出锅而食。有乡谚说：

干葱老姜陈猪油，牛头锅制反手炉，面到筋时
还要揉，快贴快铲不滴油。

下塘烧饼的炉子生得高，所谓天锅地灶，每每
贴饼人要抬头垫脚，这是以食为天，以食为大，其中
自有虔诚。

岁月如水无痕，一口口朴素的味道却让人回味
一生。

据乡里传，下塘烧饼为兵家所创。街头饼炉下
有推车，也为作战随行方便，古风犹存啊。

长丰的草莓
小时候吃过几回草莓，印象并不算好，味道欠

佳，老家说不入味叫“淡口扁口扁的”。
在我的印象里，过去吃草莓是一件颇奢侈的

事。偶尔去城里亲戚家，茶几上摆放有几颗草莓，
几个孩子分得几颗，每每意犹未尽。记得那草莓并
不大，颜色也不起眼。

有一回吃到了据说是长丰的草莓，顿成童年佳
果，并非是物以稀为贵。吃上长丰的草莓才让我喜
欢草莓。

长丰的草莓特别甜，却又不是傻甜。那甜里缠
绕了一丝丝酸，若有若无，似有还无，衬得甜很丰
沛，不再一味孤行。

好的味道总略微繁复，不会一味孤行。
长丰的草莓有四大名品：
丰香、女峰、红颜、鬼怒甘。
颜色不同，有深红的，有淡红的，口味虽然都是

甜的，却甜得有别，甜出了异彩纷呈。
我在长丰还吃过象牙白色的草莓，人称它“白

雪公主”，口感隐约丰腴一些，是长大的公主，犹存
奶香气。

以好看论，草莓还是红色为上，并非是喜气，还
有一种鲜气与美气。

草莓亦可入画，但每每被画人错过了。齐白
石、张大千诸位写过樱桃、萝卜、白菜、芋头、茄子、
柿子，各得其美，却没能写一幅草莓图，或许是他们
从没吃过草莓。

少年常采野草莓，用衣兜装得满满的，很阔气
地回来。我在旧作中写过：

每次都是母亲带我去医院，走累了就背着我，
在山里走走停停。天空蔚蓝，很多树，槎树新叶翠
嫩如春团，松树却如泼彩一般，一山苍古，巨大的虬
枝伸出路边。路边遇见一片树莓与覆盆子，红红
的，像一片微笑，母亲与弟弟摘下来，堆得满满一草
帽。边吃边走，人愣愣的，病体渐渐精神。后来，再
没有吃过那么好的树莓、那么好的覆盆子。

那天见一幅画，题跋颇有趣：
秋雨下了一天，独坐无人来陪。
窗台萋萋绿植，结了几个草莓。
我觉得那结了的是长丰草莓。

游马郢
结伴驱车往马郢。一路行经处，雾气相随，淡

淡地萦绕树林，林中杂木舒朗。饭食的浓汤气息滚
滚而来，一时富贵一时吉祥。这是日常的味道，这
是乡村的风致。

农舍俨然，几个村民进进出出，人皆一脸安详，
一身文气，斯文在兹，心下一时惊奇。屋边菜畦端
端正正，蔬叶鲜气淋漓。鸡不鸣，犬不吠，安如木
雕，得了此间水土的静气，自有一番恬淡。

马郢地属长丰，距闹市颇近，人来了却觉得此
地远离了尘嚣。感叹不是世外桃源，而且乡居福地
了，真真丰饶长久也。

马郢可游，更可居也。

过小村所见
众人过得民舍，忽入杂木林。一只松鼠咚然滚

落地上，骨碌爬起，纵身隐于树后，再不见踪影。池
塘边油菜开花了，水里一片花，地上一片花，眼里两
片花。更有老树虬枝探入河潭，花千朵万朵，有红
有白。水中和枝头同时开花，一朵化为两朵，千朵
化作万朵，顿觉春意大好。白鹭在田间或停或飞，
野鸭悠游荡过石桥，阳光照下，野草无言。

在长丰的夜里散步
天空晴朗，没有月，星星极亮。呆呆看着那漫

天星辰，如一卷古书，看得久了，觉得人也古了，多
年前的往事泛上来。突然一人影从一卷星辰里晃
出来，是以前的我。相对无言，觉得陌生。树木、花
草、泥土与风的气息来了，风带来不远处湖泊河流
的气息。这些气息透过衣服，沁入心脾，与身体交
融。蛙声与虫鸣不止，唧唧复呱呱。满天星光，迢
迢银河，看得眼冷。

夜渐深，露意上来了，夜雾慢慢在远方凝结。
风吹衣袂，身体没了，灵魂飘散，一时无天无地无古
无今无前无后无上无下。

心境明朗
晨7时起床，心境明朗。
吃早餐的时候，一只喜鹊立在厨房窗户雨棚上

叽叽喳喳空鸣，侧耳听了片刻，不知道它在叫什
么。唯心境明朗。

心境明朗，今日天气亦好，晴空无云。

在长丰住下来
在长丰的乡下我住过几天。
暮色中闻到草气，空气湿润，迷糊中转头看向

窗外，淡淡的天的颜色里，农舍田园在望。
风轻轻吹来，一点点清凉如澡雪精神，倏地到

了心上。站在农家的院子外，前后左右看，黑黢黢
的民舍之外，是深远的田畦。乡下的风十分清净，
无沙无尘，没有树，看不见风的踪影，隐约觉得草被
吹动了身子，人被风包裹着，一阵通透。

长丰的民宿好在民俗，触得到江淮生活。青
菜、芫荽、萝卜、石榴，世俗生活。农人在门前的稻
田里种油菜，稻茬半尺高。

小院里一棵橘树，从窗下俯视，极美。橘树上
挂满果子，青黄相间。每日里从树下进屋，从树下
出房。

人的影在水底浮动
明洁的天气，没有风没有云，晴好朗日。池中

有荷，岸边堆满凌乱的石头，苍耳子头面峥嵘。疏
林乱草，野逸无华。黄菊、青松、翠竹、紫苏，超然物
外，仿佛闲云野鹅。野鹤很多年没见了，闲云一黑，
压在山头。

池塘浅了，湖水退下去，旧痕里有新愁。
水边很多人，男人女人，年老的年幼的。清澈

澄莹的一湾水，天上的白云在水底浮动，人的影在
水底浮动。

长丰的夜晚
荷边是菜地。身姿修长的小白菜，曲线玲珑。

甘蓝半藏住绿色的菜心，莴笋呆头呆脑在风中，
肥憨的南瓜懒洋洋躺在地上，嫩生生的豌豆苗，
墨绿的葱蒜，一畦畦芹菜茂密。夜越来越深，野
草上凝有冷露，触手一湿。月光溶溶，朦胧中但
见远方淡褐的山影，点点灯火相映着村舍，偶有几
声犬吠。

夜风一次次拂起荷叶荷花，月停在半空，冷光
恬然照着，茫茫一白。天气温暖，头面竟有凉意。
空阔处，天上月与水底月辉映，只手探向水面，那月
化作无数小碎片四散开来。这样的月色是多年前
的往事了。

一轮金黄的圆月斜挂在门前的梨树上，洒下一
片清辉，半爿院子仿佛被涂上了一层银粉。眼光及
处，是一幅深幽空阔、安详静穆的山村图画。

长丰手记
□胡竹峰

在在 马马 郢郢
□□林那北林那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