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话乡村

中国的村落有几个不是与河流沟汊相依相存
的呢？夜把最后一张网从河面上收起，村庄在阵
阵鸡鸣中揉开了眼睛。东方渐白，河埠头上排满
了声声捣衣的浣衣女，河中央还有倏忽而过的撑
排客、踩着鱼盆的收网人。他们荡漾在粼粼的水
波里，撑开清晨的寥寥寒意，把流水的秘密窥探。

在河埠的上游，有人在水波中落下一只木桶，
手臂把着担钩悠一悠，乘势一挽，一桶水满当当地
跃出河面。两只木桶交替下河洗了个澡，然后重
新猴上挑水人的肩膀。一挑挑清水走进千家万户
的灶房，它们负责把炊烟点燃。然后才是勤劳的
农夫，或牵牛或挑担，迤逦而过石桥，这是个忙碌
的季节，他们打早工去对面的田地里劳作。奔忙
的身影映入河面，把洗衣女的眼睛晃得生痛。

天光大亮，洗衣的村姑也前后脚到家。她们
从竹篮里掏出拧得麻花状、混合着皂荚香气的湿
衣裳，趁着风一荡，衣服哗地抖开，而后众鸟归林
般栖上场院里两竖一横的竹叉。氤氲的水汽弥
漫，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开始蒸腾，浮向村庄的上
空。水汽拢成村庄上空第一片乌云，乌云湿润的
眼睛扭头望向了村头的那条河流。相信过不多
久，这片乌云将会化作第一场雨雪，回娘家一般再
次汇集在这条绿波。

打早工的农人在家里婆娘的隔河遥唤下，一个
个地停下手里的活，重新向村庄聚拢。走在石桥
上，这时候他们的肩膀或手上，是一挑新鲜的瓜果、
是一畚箕青绿的油菜、是一篓子沾着露水的收获。

那些赶学的孩童，他们睡眼蒙眬就被炊熟了
饭菜的母亲揪醒。时间已经不早，收音机里的“新
闻和报纸摘要”都播得差不多了，他们在母亲的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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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茶以水为母，拜器为父，那么生命因此缘
起，茶水亦应得一知己，情深之处只为伊人。托
腮凝思，谁才是茶水的倾心红颜。

朝暮相处，两情依依。唯有筝曲与茶情意浓
浓。试想独自品茶，纵使茶舞清杯，还是少去几
许韵味。纵使清茶入口，口舌生津，也难免滋生
寂寥，且耳鼓愈发倍感孤寂。而独赏筝乐，心灵
与之轻重缓急，宛若过高山，轻流水，可是目光不
知该落何处，甚至手足也不知如何搁置，才不辜
负了这婉转美妙的清音。

倘若静坐台前，手把茶盏，任筝曲萦绕，意境
就迥然不同。绕梁筝曲击扣虚掩的门扉，于是情
思缱绻，在氤氲的茶雾间弥漫开来。你看，芽叶
随曲子的悦动起舞，悠悠然渐落杯底，空余旋转
的心思被弦琴拨动，若有若无，在杯里独舞，随水
汽俱来，又共水汽散尽。

唯有香茗筝曲，是才子配佳人，是最美相
约。茶的色香味和曲子的流转柔婉的完美结合，
满足了面部感官所有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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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的村庄
□徐仁河

茶水红颜
□杨晔

促下，吸溜掉碗里的粥粒，而
后邀齐了伴儿朝村庄四里外
的学堂进发。那个娃仔因尿
床被老子娘一顿好打而落单，
他从村庄奔突而出，边跑边呼
喊前面的伙伴“等等”，鞋子跑
脱了也不管不顾，赤脚板将村
头土路上的青石板擂得当当
作响。

正午的河流寂静而幽
凉。偶尔有南飞的雁阵奔袭
的倒影划过水面，惊起无知的
小河鱼跃出粼波。一只“叼鱼
郎”从芦苇深处箭射而出，挟
着一条可怜的“翘嘴白”去向
茂密的芦荡。一对水鸭目睹
了凶杀的一幕，可是它们倦意
深沉，双双把头藏进翅膀底下
做起了自己的鸳鸯蝴蝶梦。

黄昏时的河面重新喧闹
起来。夕阳这个红脸膛汉子
把自己脱得精光，洗个干干净
净的澡后回西山睡觉。更多
的水浪激起，光屁股、亮鸡鸡
的男童决定把今天课堂上的
纷争，用一场水战决出胜负。
一位养鸬鹚的渔翁蹲坐在竹
筏上一边吧唧吧唧地吸着烟
杆，一边耐心地守望竹筏上

“杀手”们的起飞降落，乐呵呵
地透过袅袅的烟雾回望或曾
相识的童年。夜凉如水，河上
的石桥再不会被脚掌擂响。
河流搂着村庄恬淡入梦，一只
大眼鹰伫在村头樟树的枯枝
干上，这个忠诚的守夜人势必
第一个发现黎明。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梦想，
一个梦想里面一定淌着一条
河流。多年后，我们在城市街
道这个干涸的水床上追逐绚
烂的余晖时，那落寞的身影多

筝曲抚弦弄音，拨弦急缓，一
忽溪水潺湲，一忽瀑布如注。一
阵清风过竹，一阵雁渡寒潭。于
是，当你把水注入茶壶，再从茶壶
沏到公道杯里，然后分别斟进茶
杯，都有了节奏感，你会感觉手腕
的转动都产生了韵律。

无论你是久居室内，还是隐
居深山；无论是淫雨霏霏，还是飞
雪如絮；无论是夕阳西下，还是月
光溶溶。只要有茶，只要有曲，茶
曲相融，足矣。

因茶水的滋润，因乐曲的婉
转，百种心思任你去翻阅，千般画
卷由你描绘。遥望晚风夕霞下，
归帆点点，是谁奏响了渔舟唱晚；
近观平湖秋月，水光月色相拥，一
群落雁惊扰了平沙清梦。聆听雨
打芭蕉，嘀嗒吟唱是谁的歌谣，梅
花三弄峰回路转，几番寻觅揉碎
了谁的心痛；静赏阳光三叠，是谁
拨起了边关的思念，把酒的豪放
醉成一片乡愁，梦里的家居茶饮
化作枕边无语的清泪。

把茶听曲，听曲话茶，体悟柳
浪闻莺的雅致，感受大浪淘沙的
气势，参悟枯木寻禅的雅音，扼腕
霸王卸甲的悲壮。

其实茶水里什么也没有，其
实筝曲里也未曾舞弄什么。即使
筝曲是茶水的红颜，即使他们知
己相惜。也不是所有的人品茶听
曲时，都能勾勒那一幅幅淡泊的
景致。这一切终究缘于你的心
性。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

心灵若落纤尘，亦不曾掸去，
久之，浮尘积厚，悟不到心灵的纯
净，那么再剔透的茶，再灵转的曲
子，你也难以参透这尘世间不俗
的知己所演绎的淡泊与清雅。

像扔上岸了的“翘嘴白”。我们中的很多人注定
带着乡梦追逐一生，虚幻一生，而无法回到当
初。其实，就算回去又能怎样，留守在家的老人
们说，如今的村庄早已人去楼空。老家的那条小
河，上面发电厂太多的缘故，越来越干涸。前些
年上游又建了家造纸厂，河水墨黑一片，早已不
是当初的模样……听到这里，我眼前模糊一片。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自己——我们回不去
了，那故园村庄已经沦陷。

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高效婚查找人取证55007873
●齐勇智律师 13838381848
●婚查取证找人 13290900023
神速18137889110
■成功收费■
快速收账，收购欠条，律师

团队，您理想的合作伙伴，

全国办理热线：15514508239
■事成收费■
专业清债，收购债权，快速

合法，律师策划，找不到欠

款人勿扰，一次合作，终身

朋友。唯一专线 15093301233
15617655118纠纷
电话15538156663
救星15538250011
全国要账

公司个人工程 0371-65835985
收账15515555552
讨债15603903339

信誉老字号
我司拥有二十年收账经验、

合法、快速安全，专清：工程款

单位欠款现金借款，专办大案

现金收购欠条、三天找到人、

婚查取证 0371-53756658
专业律师清债
事成收费 15517177110
专业团队清账
工程款个人欠款 13071023377
专业要账公司
事成收费 13275979697
专治老赖 87058123
★诚信收账 ★
工程款、个人企业各种疑难

杂症 13939006684 成付

工商咨询

●注册各类公司 13526626508
●低价快办公司 15729360056
●记账工商年检 15324983336
●代办公司 15516941095
●环评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QS●生产许可证 56789370
●QS生产许可●企标88882363

●税务代理公司注册62003777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免费注册公司 13253553330
●工商注册王 13253362163
●投资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免费公司注册记账63569525
●低价记账·税务疑难·工商

注册·资质代办·65593711
●投资金融专办 15138935367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免费快办公司 15515601328
●投资金融资产专办60107455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代理记账出口退税65771569
●专办投资公司、资产管理、

金融服务、价低 13140015678
●投资、资产管理专办55521233
注册 68268888
投资 68268888
免费代办公司
投资金融资产类●55815178
低价办公司

资深代理记账机构 86107088
“办全省资质”
房建●装饰●劳务●房地产

物 业 ● 医 疗 13937154075
“工商■资质”
快办公司建筑资质 66364166
低价电力物业园林 66364266
高效诚信 ,不成退款

“全省■资质”
房建●装修●劳务 87093200
房地产●物业 15538198615
“专业办资质”
代办全省各类资质申办升级

三级升二级，二级升一级

房建●市政●水利：66206288
公路●机电●矿山：66282988
机电●电力●钢构：66210688
装饰●防水●防腐：55828213
管道●照明●劳务：55828373
房产●园林●物业：55828353
成功率 100%，不成退款！

“资质★快办”
全省各地资质申办升级增项

三级升二级，二级升一级

房建★市政★公路：66039766
矿山★水利★机电：66039877
钢构★桩基★环保：66039788
装饰★防水★防腐：66285267
机电★电力★通信：66283267
管道★照明★劳务：66285276
送变电★智能化：66283276
房地产★物业★园林：66039788
成功率 100%，不成退款！

【资质专办】
房建●市政●公路 56755092
房产●园林●水利 56755093
■劳务 65675363■
■全省资质■
房建◆市政◆水利 55029350
钢构◆机电◆门窗 55029351
房地产◆公路◆防腐55029352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 86099988
市政◆公路◆通信 86099088
机电◆消防◆电力 86099288
装饰幕墙◆智能化 86099688
承装●承修●承试 86172660
房地产●园林●物业86172662
14 年真诚服务！

■地市专办■
房建●市政●公路 63698266
水利●机电●矿山 63863366
钢构●照明●门窗 63512977
防腐●防水●环保 63610399
房地产●园林●物业63858899
土石方●地基●管道86172662
劳务分包●安全证 86172660
●低价办资质
资质申办升级 18337198500
房地产●装饰 15237103989
●工商代办●
工商执照快办 86172660
大额增资快办 86172662
部厅●二升一
房建●机电●矿山 63838000
公路●钢构●装饰 63830333
市政●通信●电力 63617399
园林●水利●环保 63697099
14 年真诚服务！

低价记账 86120800
电力资质特办
承装●承修●承试 86099688
机电●送变电工程 86099988

工商财税咨询
策划 65771569
金融服务投资
专办 66060656
鑫汇工商资质
快办各类工程资质大额增资

验资安全生产许可证及人员

培训 .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 63819190
专办生产企业
环评资质工商 86560456

抵押贷款

●房车抵押当天放款60688896
恒裕典当行

车房黄铂金钻名表票据物资

抵质押 68902666/69822333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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