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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主军哥
贺建军
微信群和朋友圈已然把我们绑架，一时三
刻不打开手机看下都不自在。军哥在同学中拉
了不少人，整了个“吾七吾运动”微信群，自
任群主，现拍的照片成天不断地发往群里，美
味佳肴山珍海味比比皆是，让人垂涎不已。打
球爬山健身走同样实况直播，玩得不亦乐乎。
反正就是吃吃吃，然后再练练练，好把吃下肚
子里的美食给消耗掉。
落叶飘飞，秋意渐浓，天渐渐地冷了起
来。一拨高中同学聚在火锅店里胡吃海喝，嚷
嚷着着要出门玩，七嘴八舌地争论个不停。军
哥提议：“大冷的天，还是去泡温泉不错。”
我就和她逗：“你去可以，可别下水，你一下
去，池子里的水就漫上来了，等你一出来，
池子里的水就没了，还叫同学们咋泡温泉
啊？”在座的同学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军哥仅
仅是微胖界代表人物，哪儿受得了这般公然挑
衅，蹦跳着做出要掐我的样子，我迅速求饶躲
过一劫。
军哥大名徐军，是我高中女同学，走到哪
儿都神气活现，有她在的场合都热闹。和军哥
开玩笑，不必有啥顾虑，即便过了，挨她两下
小鸟依人状的粉拳，貌似也没啥。她走到哪儿
都乐呵呵的，一脸没心没肺的样子。其实，军
哥的日子远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轻松。
我不光和军哥相熟，还认识她家先生。军
哥的先生叫冯健慈，是知名画家，他的油画作
品画面结构灵动且有散发力，强调艺术向内的
探索，追求最接近心灵的表达，融入了对生命
和现实的真诚感悟。
很多年前，军哥刚结婚不久，我去他们家
玩，健慈兄那时就挺艺术范儿的——铅笔钝
了，就随手在牛仔裤上蹭两下接着画。静心在
家素描写生打基础，不舍昼夜，在艺术道路上
孜孜不倦地追寻。还用墨色大理石精心做了个
大烟灰缸送给我，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让我惊
喜不已。
1997 年，健慈兄去厦门发展并成为职业
画家，之后定居厦门，2007 年去北京发展，
致力油画创作一晃又是八年。健慈兄多次参加
国内外画展，最近又要在合肥久留米友好美术
馆举办画展，真为他高兴。健慈兄的成功，和
军哥全身心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么多年，家
里家外都交给了军哥，军哥合肥、厦门之间两
地奔波不说，婆婆家父母家自己家都要操心。
有一回，军哥带着年幼的儿子去淮河路步
行街玩，一不留神，好奇的孩子被街边红艳艳
的糖葫芦吸引，钻入人群瞬时不见。军哥感觉
右手咋空了，再一看——宝贝儿子不见了，宛
若天塌下来一般，军哥六神无主，站在原地哇
哇大哭。没一会儿，儿子循着妈妈嘹亮的哭声
找了回来……
幼年时候体弱多病“擅长”感冒咳嗽让军
哥操透了心的小娃娃，如今成了高大健康阳光
帅气的大小伙，还如愿成了摄影师，难怪军哥
动不动咧着嘴傻笑，敢情是喜不自禁啊。
军哥的公公和婆婆是 1958 年响应国家号
召支援安徽，从上海来到合肥，投身到火热
的大生产中，公公在合肥晚报社，婆婆在安
徽针织厂。五年前，公公过世一个多月后，
年迈的婆婆痛失老伴，心情压抑，突然间就
肾衰竭了，必须要透析治疗。血液透析治疗
过程繁琐冗长，一周做三次，每次都是军哥
费心费力全程陪同。婆婆今年 88 岁了，军哥
照顾她已经五年，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说这是
奇迹，没有良好用心的照顾，这么大岁数的
老人，透析五年依然有说有笑，在家还爱听
广播爱看电视剧，尤其喜欢越剧和沪剧，活
得自在滋润，不得不说是奇迹。真的没看出
来成天乐呵呵大咧咧的军哥有如此大的耐
心，让我好生钦佩。
群主军哥不仅仅是我的好同学，还是位好
母亲好妻子好媳妇，我由衷为善良的军哥点赞。
对！像我这样，竖起大拇指，为军哥点
赞。

月光城

深秋的早晨，走在被薄雾笼罩的马
路上，空气湿润润的，有极细小的水珠
打在发梢，能感觉到水珠细微的声响，
有艺术的享受。
喜欢南方空气的纯洁和温润，
滋养着
这个有些冷的季节里有些脆弱的皮肤。薄
雾就那样淡淡地裹挟着我，
在这样的时刻，
暂时忘却红尘中的纷扰，
仿佛无人境地。
如此，
有种淡然、
超然的自我感受，
真好。
总喜欢在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不
去自寻红尘烦恼，远离纷繁噪杂喧嚣，
可是，不是真空，谁也无法逃避。只是，
在思维的一角，自我保留一块净地，给
自己一个不着尘世烟火的定位。可是，
那需要怎样的毅力和耐力。
因为烦累和疲惫，已经很长时间没
认真地去读一本书了，于我来说，是残
忍的。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心地去
感受一段音乐了，于我来说，亦是不公
的。也常自我扪心：是什么颠覆了曾经
的世界，是什么扰乱了以往的模式。
于暗夜里苦苦思索，
总是没有结果。
那日，
独自去了城郊，
那一方曾经碧绿
的池塘已成枯黄，
如同我的心境。塘中莲
叶已然垂垂老矣，
曾经的繁盛不复存在。
良久，我从那一茎残荷里，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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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然若莲
绿
她有着如此淡然、默然、坦然的姿势。
曾有太多的不以为然，
对于莲。觉得
她真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植物。于
淤泥中，
生于斯长于斯殁于斯。一生中，
脱
不了那样黑乎乎的环境。平凡，
似乎是她
的天性，
成片的生长，
没有一枝独秀，
没有
孤芳嗅玉，
更没有艳压群英。凡尘中，
她兀
自生长。荷叶莲田田或许就是她的模样。
在这样的秋冬交季时，我推翻了曾
经的不屑。
其实，
就这样淡然且超然着，
真是一
种境界。默默地、
静静地、
安然地……接
受季节的摧残和考验。而她，仍在悄悄
孕育着她的果实。想必，
此时，
黑乎乎的
淤泥中已有了白生生的莲藕吧。
于她的朴素、平凡、淡雅里，我看到
了高洁，此时。如此自珍自爱自洁的植
物。突然地，我喜欢上了她。或是，她
的超然姿态降服了我。

苔
曾苦苦追求那种娴静淡然的姿
态。可是，现实里的浮躁和喧嚣，沸腾
和热闹，
总是撕碎我的幻想。
独对莲塘，醍醐灌顶。虽没有荷风
送香气，亦无“点溪荷叶叠青钱”的应
景，却分明已见“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
向脸两边开”
。哦，
这当然是我的臆想。
滚滚红尘中，能让自己拥有一份淡
淡的情愫，有着淡淡的闲情逸致，过着
悠然静逸的生活，真是美好。而能拥有
安然、泰然、坦然的心态，真的需要修
炼。植物尚能如此，
我能做到吗？！
都说，红尘看破了，不过是浮沉；生
命看破了，不过是无常；爱情看破了，不
过是聚散。其实，
又何必看破，
只要看清
就好。或许，
莲，
只是看清了她生长的环
境，
还有她生长的使命。莲之花可目，
莲
之香可鼻，莲之实可口，莲之败叶可用。
李渔如是说。如此，
她才活得超脱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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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了，一句“天下三分明月夜，
二分无赖是扬州。”惹的我梦魂几缕绕
扬州。扬州，在我的想像里，有着绿杨
下的城郭、明月下的美人、古巷中的清
曲和石桥畔的诗酒文会。
走进扬州，果然如走进了一幅水墨
横轴：亭台楼榭，飞檐斗角，弱柳扶风，
画舫映水，翠竹邀月，比想像中的还要
精致美丽并富有诗意。扬州有苏北的
奔放，但滤去了几丝粗犷；有苏南的精
巧，但少了几分精明的忸怩。扬州如同
一位楚楚可人的小家碧玉，但一颦一笑
间透露出的却是大家闺秀的风韵。
一千年前的唐朝，扬州是一个大都
市，大运河的开通，把运气给了扬州。
皇上动不动要来，还有一拨拨达官贵
人，文人当然也不落后，
“ 腰缠十万贯，
骑鹤下扬州”，是当时许多人的向往和
时尚。李白说：
“ 烟花三月下扬州”，杜
甫穷一点，没有去成扬州，也留了一句：
“商胡离别下扬州”。到过扬州的许多
诗人，感性的味道要浓些，不是“十里
长 街 市 井 连 ”，就 是“ 九 里 楼 台 牵 翡
翠”。清朝的扬州，因了盐业的发达，
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富裕城市，全国
顶尖的人物似乎都在扬州生活和活

夕阳西下，秋叶深红。一对耄耋老
太婆在社会福利养老中心连廊处似有聊
不完的话题，
她们时而相拥而抱，
时而搀
扶慢行。
当年，
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
载歌载
舞，
优美的黄梅腔调引许多驻足者；
一个
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成了她的“粉丝”。
这是 60 年前发生在石牌镇的真实
故事，大姑娘叫查翠英，小姑娘叫丁月
朋。石牌镇是黄梅戏的发源地，黄梅飘
香，
风靡一时。查翠英青春靓丽，
优美的
舞姿引来许多追随者；
丁月朋年龄小，
天
天跟着查翠英学唱歌、学跳舞，
扎着马尾
辫的她俩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小姐妹。
光阴荏苒。一对小姐妹都长大成
人，
各自组建家庭，
随夫远嫁他乡。相隔
60 多年，物是人非，当年的青春少女都
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身体又不好，
查
翠英患有青光眼，丁月朋患有轻度阿尔
兹海默病，
她们各自在儿女的安排下，
住
进了同一家社会养老服务中心，但彼此

并不知道对方就在身边。
今年九月九，养老中心主办重阳节
联欢活动，要求有文艺功底的老人报名
参加。丁月朋奶奶参加了舞蹈队，成为
积极分子。一日闲坐，丁奶奶说出当年
在石牌镇跟查翠英学跳舞的经历，感慨
万千：
也不知当年的查翠英现在哪里？
说 者 无 心 ，听 者 有 意 。 坐 在 一 旁
的查翠英奶奶也回忆起当年载歌载舞
的情形，60 年前的事情历历在目，思绪
万千：也不知当年的丁月朋在哪里？
时间仿佛停滞在那一刹那。在工作
人员的帮助询问下，两位老人终于认出
了现在的对方就是当年的彼此。至此，
大家都唏嘘不已，两位老人不禁相拥而
泣。天下竟有如此奇妙的缘分！仿佛上
天厚爱……
晚霞晕染，落日璀璨。
“ 你是我的眼
睛，
我是你的头脑。
”两位老人相依相伴，
蹒跚前行，仿佛又回到了年少时代，一
步、两步、三步……

扬州印象
刘伯毅
动 过 ，商 人 的 挥 霍 无 度 ，文 人 的 放 荡
附 庸 ，女 人 的 风 情 万 种 ，生 活 的 舒 适
奢侈，都达到了极致。
在扬州，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小轿
车轻快地飞跑在许多飞檐斗拱的古建
筑的街上，游人的心思，也像是要“一日
看遍长安花”似的，这快乐无须有高头
大马的排场，也不必苛求状元及第和腰
缠万贯，因为扬州美丽的景色，湿润的
情调已使人暂时忘却了名和利。难怪
古今那些得意或失意的骚人墨客，打
马从驿站上来，乘船从江河里来，入
了扬州城，那一身失意或愁苦、那一
声苍凉与悲叹，都淡化在扬州的烟雨
和温柔中。瘦西湖、大明寺、个园、
扬州八怪纪念馆等一个个景点，闪烁
着扬州历史与人文的亮彩，让游人大
饱眼福；三丁包子、狮子头、扬州盐
水鹅等食品，凝聚着扬州人的聪慧及

生活追求，让游人大快朵颐。瘦西湖
的水，虽然流走了沧桑的岁月和往昔的
繁华，
却流不走扬州的魅力。
扬州有鲜明的个性，它给我们提供
了多观察这座城市的视角。有风骨，有
血性；有温婉，也有柔情；有市井民风，
也有官场争斗，扬州城几度被毁，又几
度崛起。生于扬州的朱自清，晚年之
际，家中无米，却在病榻上拒领美国人
发放的救济粮。他的骨气，他的倔强，
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但他的笔下却
可以描写含蓄深情的“父亲的背影”，又
可以写心静如水的“荷塘月色”。
想要看清扬州、说清扬州，是很难
的，因为扬州太迷人了。当我在纷飞的
柳絮中告别扬州时，我对这座城市的依
稀记忆逐渐明朗起来。时间可以流逝，
生命可以消亡，但扬州那种浸润着历史
的文化却越来越有生命力，
让人留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