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定是顺着秋风的指向前行

集聚已是秋风后的宁静

留下一片树叶，在枝上摇晃，飞舞

落叶集体飞翔散落

流动很快的一个秋天

落叶之美

有漫长的命运寻找安静

它成为一种风光

爱与恨

已成一个季节

跳出一个迷局一个迷恋，在低处

已经放下

在挥手之间的缘分

秋天的日子

爱一个有落叶的秋天
（组诗）

■聂晓宏

她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晃动的落叶

是她追逐的步伐

秋日背景

一路与秋叶，为伴

她真诚

说出秋的美好

一日只做一件事

爱一个有落叶的秋天

看秋色，走街景

我们身边

传来清扫落叶的声音

落叶与脚步

一样优美

更悠远，有人能够抵达

——为城市环卫工人而歌

落叶

主持年迈，欲在一空和二空这两位得意

的弟子中选一位接班人。

主持把两封密函分别交给一空和二空，

让他们一起去送给他的师弟玄寂主持。在

送密函的途中路遇一座大山，一空想到师傅

平常教导他遇事要不畏艰难险阻，知难而

上，于是不加迟疑就开始爬山。一空回头看

二空，见二空还在左右张望。

半月之后，一空和二空同时返回向主持

复命。

主持看着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的一空，就

让他先讲讲这一路上的经历。一空把遇到

大山挡道自己不加迟疑翻山以及在翻山途

中遇到野兽并几次跌倒差点滚下悬崖丧命

的过程讲了一遍。主持听罢，抚须颔首。

二空看上去虽然风尘仆仆，但精神状态

极好，主持要二空讲讲他这一路上的经历。

二空于是把在山脚下如何发现一条隐蔽的

小道以及向附近村民打听出此小道绕过大

山也可到达目的地的经过告诉主持，并说，虽然走小道路途

远了一些，但因为小道相对平坦，他一路小跑，得以与师兄

同时把密函交给玄寂主持，并且一起和师兄回来复命。

主持听了二空的讲述，微笑颔首。

最后，主持选定二空为接班人。

一空想不明白，问主持，我听从师傅教导，不畏险阻知

难而上，师弟舍近求远逃避困难，为什么要选师弟做接班

人。

主持慢慢地说，若说此次送密函的结果，你们二人同时

送达，同时返回，如果不计其他，你们二人皆是赢家。二空

明知小道路遥，一路小跑日夜兼程，何不是不畏险阻知难而

上？小道虽路遥，但可规避遭遇野兽、坠落悬崖等风险。可

惜你遇事莽撞，不懂得观察思考，几乎付出了半条命的代

价，这样的成本太高了。远即是近，近即是远，有时候，舍近

求远也是一种智慧。

一空听罢，垂下头，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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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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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闲暇，漫步山野，便见空阔的

乡野大地上一座草庐孤寂地立着，伫立

久望心中生出近前一探究竟的欲望。

于是，沿着逶迤山路缓步而下，秋

风拂过，四野草色渐枯，手指轻轻触碰

上去，那草茎已然少缺了夏日的柔韧，

多出了一份坚硬与生涩，枯叶随风而

动，簌簌地响着，让人心生怜惜之情。

近旁的石阶裸露出来，灰灰白白，黄了

的叶子寂寂地落着，午后的秋阳斜洒在

上面，寂然如画幅。田野里的夏粮早已

收获，唯有一绺绺的玉米林，迎着风摇

曳着旗帜，猎猎而动。

不大时分，下得山来，拨开丛草湮

没的小径，穿过一片玉米地，草庐就挡

在了田间地头。

草庐不大，四根白杨粗木作柱，以

粗粳芦苇搭顶，塔顶尖尖、斜斜，给人瘦

削之感，草庐四面开通，徐风穿堂而过，

清清凉凉。进得草庐，一条古旧的木质

条凳横斜而立，想来是主人在田间劳作

久了，便进得草庐休憩乘凉，当然，更多

时候该是风雨袭来时的临时避所。不

管怎样，此刻我就安坐在条凳之上，斜

阳的余晖照过来，将整个草庐浸淫其

间，从芦苇顶上挤进来的斜晖，斑斑驳

驳落在地面上，若银币一般，浑圆而明

亮。徐风渐起，将山野连同草庐的草色

馨香拂过来，淡淡的，暖暖的，暗含着阳

光的味道，屏息而坐，细若游丝的馨香

便入得肺腑，让整个人的呼吸也夹杂了

几许阳光的味道，惬意而又安谧。

这时候，眼前便映现出了故园屋后

的那座草庐，那是我童年快乐的寓所。

我的故园屋后有一大片空阔地，父

亲用它来做菜园。每年春天伊始，父亲

都会将菜园开辟出不同的阵地，条块清

晰，菜畦规整，一块块分开来，撒上种

子。到了盛夏时节，黄瓜的藤蔓绕上了

竹竿，辣椒油油绿绿，茄子拉伸开细嫩

的身体，芫荽葱葱茏茏，尤其是靠着大

山围拢的那边，滚圆的西瓜仰躺着，晨

起时分，晶莹的露珠安卧在硕大的瓜叶

上，轻轻用手一抖，便顺势滚落下来，落

进手心里清清凉凉。

为了方便照看菜园，父亲在菜地的

西北角留出了些许空地，搭建了一座草

庐。父亲照看菜园，不为人，是为出圈

的猪和脱绳的狗。每到夜色降临，我就

会早早来到草庐，草庐前立一根带了矛

尖的竹竿，而后躺在藤条编制的藤椅上

望星空。月光总是擦着远山的凹陷处

升起来，明明亮亮地铺洒开来，瞬间，整

个村野大地就浸润在一片浓郁的月色

里。风起时，白杨树晃荡着，月色跟着

晃荡着，挤过枝柯的缝隙落下来，在大

地上扫来扫去，若银质的扫帚一般。入

夜时分，不知是谁家的狗突兀叫了一

声，紧跟着整个村庄的狗吠叫起来，声

势浩大，此起彼伏，若不是久居乡间，突

然之间听到这样的狺狺狂吠，内心必是

起了惧怕之情。这时候，父亲就会起

身，站在草庐边向着空阔的菜地大声地

咳嗽几声，若是有人家出圈的猪或者牲

畜就能听到窸窸窣窣的走动声，以防糟

蹋菜蔬。而我，对于住进这草庐，只是

为了守住一份童真和快乐。

而今，草庐早已退出了村野大地，

退出了人们劳作间隙的休憩和守望，偶

尔存留在山野的，就交给风霜雨雪和流

转的时光，让它们随着冬春流转走出人

们的视野，而我，却对草庐有着割舍不

了的情结，就像那苇草在阳光里散逸着

的馨香，于一份悠悠绵长里给人以抚

慰，以念想。

草庐香，香绵长。

草庐香
■任随平

曾经去过几处动物园，一些讨喜的

动物也令人记忆深刻。例如能分辨大

钞小钞的鹦鹉，会做十以内加减法的萌

犬，神气十足的开屏孔雀等，不胜枚

举。但要说给予我内心启示最深的，则

是一只憨态可掬的黑熊。

与之相遇，是在重庆永川野生动物

园猛兽区表演场馆门口。当时，我们一

行人辗转到达那里，已经很累。按时间

提示，里边的表演应已接近尾声，但隔

着院墙仍能听到音乐声和阵阵掌声、叫

好声。我们只想休息一阵再作打算，不

留神就看到了那只黑熊。不知它为啥

“蜗居”于表演区门外的一棵大树下，一

张高出地面一米多的石台子，面积比身

长体阔的它宽余不了多少。

黑熊就站在石台上，一会儿慢悠悠

地摇头晃脑，一会儿笨拙地交换提腿，

或者转圈儿、扭屁股……它的动作简

单、貌似随心所欲，可是萌萌哒，看上去

特别憨态可掬，就像一个无比率真的孩

子耍宝似的，令我们都忍俊不禁。然而

再看它并不因为有人关注自己而趁机

得意卖弄，只是浑然沉醉在它自嗨式的

节奏和动作中，你能感觉它此时此刻是

真正快乐着的。我不禁对它肃然起敬

——要知道，此时院墙内表演台上它的

伙伴们，正收获着观众们的喝彩和掌

声，甚至还有驯兽师给的美食呢！

未料此后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我还

会情不自禁想起这只黑熊来。我知道，

是它良好的心态深深触动了我。你看

啊，它并不因为自己当不上“舞台明星”

就抑郁了心情或憋屈地生活，反倒开心

地把狭小的生活天地当作展现自我风

采的舞台，有没有观众和掌声，都不影

响它照样快活率真的草根生活。它不

像生活中有些人，遭遇一点挫折或者久

等不来曙光，就垂头丧气、怨天尤人，一

副狼狈受伤的模样。

智者云：“心态决定状态”。与其自

甘沉沦、庸碌一生，不如直面人生的千

姿百态，带上正能量，积极勇敢坦然前

行。至于前路是“有几番风有几番雨”，

还是“拨开乌云见红日”，无需计较太

多，只要人生路上遍布了你坚定踏实的

脚印，终将拥有一段无愧的人生。

来自一只黑熊的启示
■胡刚会

秋天来了
文\胡光银

夏去暑来又一秋，气候转凉欲开头。

大地换装着迷彩，天空任凭彩云游。

秋风和煦拂村口，植物弯腰笑点头。

舒展筋骨全身爽，运动让其精神抖。

秋雨适时润地头，农人翻土田间走。

打窝起垄种菜粮，播下希望待丰收。

秋阳沐浴坝与沟，稻香四溢沁心头。

微风掠过浪翻滚，金灿谷粒荡悠悠。

秋蝉欢乐叫枝头，歌声悦耳有节奏。

抑扬顿挫巧把握，起承转合放歌喉。

秋收时节山村秀，金色田野响搭斗。

玉米稻谷回农家，铺满院坝系彩楼。

秋燕翻飞旁地走，穿梭田间与地头。

雨过天晴彩虹起，燕群围虹绕几周。

秋色宜人满神州，七彩大地惹人游。

一年四季秋更美，全民把酒庆丰收！

秋天来了
■胡光银

军人，是保家卫国奉献青春的人；

军人，是任劳任怨默默付出的人；军

人，更是服务人民守护疆土的人。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从最西

端的帕米尔高原，到荒芜人员的戈壁

滩，从额尔齐斯河，到青藏高原，在气

候最为恶劣，条件最为简陋，人烟最为

稀少的边防，只要有中国军人在，祖国

的边境就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詹娘舍哨所，一所位于喜马拉雅

山脉中段南麓的边境哨所，是西藏军

区最危险的哨所之一。在藏语里，它

是“鹰都飞不过去的地方”。詹娘舍哨

所四周皆为悬崖峭壁，每年会因为大

雪而封山 8 个月以上，这里的官兵吃

水靠天、物资靠背，背一趟物资短则两

小时，长则6小时，然而就是在这般艰

苦的环境下，升国旗却成为了哨所官

兵心中最神圣最庄严的仪式。

虽然詹娘舍哨所的国旗杆矗立在

海拔4655米的山脊之上，但只要太阳

从东边喷薄而出，照亮整个雪域高原

的时候，驻守在这里的官兵们就会沿

着陡峭的山脊爬到6平方米大的悬崖

平台上，缓缓升起五星红旗，让它迎风

飘扬。

尽管每次升国旗对于官兵们来说

都是一次艰难的挑战，但每当升国旗

的那一刻，官兵们都会觉得骄傲和自

豪。正如詹娘舍哨所所长马关敬所

说，只要国旗能升起来，危险算得了什

么！

正因为这句话的激励，马关敬在

詹娘舍哨所一呆就是 10 年。他的默

默坚持和官兵们的铁血丹心让五星红

旗每天都在高岗上迎接清晨的第一缕

阳光。

让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除了詹

娘舍哨所外，还有喜马拉雅山脉西侧，

位于海拔 5318 米处的查果拉哨所。

由于地处高寒地区，这里不仅氧气含

量低，而且风大劲猛，已经吹断了不计

其数的国旗杆。国旗杆吹断了，升不

了国旗怎么办？为了能够让国旗飘

扬，哨所官兵们想了个好办法，他们把

国旗杆缩短建在哨楼上，这样既不降

低国旗的高度，也可以彰显我国主

权。那被风吹断的国旗杆怎么办呢？

西藏边防查果拉哨所哨长姜运说，他

们把被吹断的国旗杆送给退伍老兵，

让国旗杆变成一种纪念，回忆查果拉

哨所执勤的难忘岁月。

在中国，像詹娘舍、查果拉这样的

哨所还有很多。在这里驻守的官兵们

把根深扎于冻土，面朝于苍天。他们

都能够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护得

住疆土，树得起信仰。有他们在的每

一天，边境便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看那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张雨荷

红叶胜花 ■胡光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