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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初，窗下读诗。“花下眠”三个字映入
眼帘，不禁莞尔。

在什么地方睡觉呢，花下呀。是啊，“花
下眠”这三个字，仅是念着，就让人心生欢
喜。想想啊：头上是繁花满树，地上是落英缤
纷，风柔柔地吹来花的香，睡觉的人，即使是
眼闭着，眼前也是漾着花海吧。那么，此刻人
的心呢，定是远离尘世喧嚣的安宁和喜悦，轻
盈得如一片花瓣。

再看诗句“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换来花
下眠。”此人是喝酒醉了才在花下睡觉，那倒
是另一番滋味了。醉在花下眠的人是明朝的唐
寅，字伯虎。诗句就是出自他的诗作《桃花庵
歌》。唐伯虎诗文书画兼擅，画与沈周、文徵
明、仇英齐名，合称“明四家”，又与祝允
明、文徵明、徐祯卿往来唱和，号称“吴中四
才子”。仅看这两个称谓，就知道他才华横
溢。但据《明史》本传记载，唐寅虽“性颖
利”，博通经史，然“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
事诸生业”。他一心想中状元“显亲扬名”

时，却意外地牵连进科场舞弊案，羁囚诏狱一
年，虽终不了了之，却也彻底断送了他的仕进
之路，被谪往浙江为小吏。以唐寅的个性，他
怎么能受此耻辱呢？干脆捡包袱回家，以卖文
墨为生。归家后，他大部分时间就住在苏州城
北的桃花坞，日日的呼朋唤友，吟诗喝酒，好
不快乐。也就是在这时候，他写下了《桃花庵
歌》。花下眠的人，天作帐，地作缦，多闲
逸，多自在。当然，“桃”与“逃”谐音，也
有人说他是逃避世事罢了。而不管怎么样，能
在“花下眠”的日子，大抵也是安宁的。

他的“花下眠”，是看透人生的超脱，是
淡泊功名的释然。

看《红楼梦》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
药茵”也是写“花下眠”的情景。史湘云是金
陵十二钗之一，史家的千金，贾母的内侄孙
女，贾府通称史大姑娘。她心直口快，开朗豪
爽，风流倜傥，不拘小节，诗思敏锐，才情超
逸。在众多的红楼女子中，是很有个性的一
个。那天贾宝玉、薛宝琴、邢岫烟、平儿四个

人正好同一天过生日。大家凑在一起行酒令喝
酒，一边取乐。最后史大姑娘不胜酒力，独自
一人跑到花园中的石凳睡去了。《红楼梦》中
对她的花下眠有精彩的描述“果见湘云卧于山
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
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
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
蝶闹嚷嚷地围着她，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药花瓣
枕着”。可不是，微风轻柔柔地吹着，花瓣儿
一瓣又一瓣地落下，湘云不仅是头上、脸上落
满了花瓣，就连身上也全是花瓣啊。只可惜，
这样率性的美好只是转瞬消失，随着四大家族
的没落，她先是失去郎君，最后被卖身烟花柳
巷，在贫困潦倒中度过痛苦的一生。

她的“花下眠”，是性格使然，却也是昙
花一现的美好。

其实说到在“花下眠”，还有一人，那就
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他和杜牧合称“小李
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在诗作领域
里成就较高。“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

已斜。”这是他所作的《花下醉》中的两句。
在美好的春天里，诗人一边喝酒一边追寻繁花
的足迹，不知不觉就醉了，醉了的他干脆倚靠
着开花的树睡觉，此时太阳已经西斜。想必当
时的他整个身心都为花的馥郁所包围、所熏
染，连梦也带着花的醉人芳香吧。当然，这还
不够，醒来后，他还要“更持红烛赏残花”。
这赏花爱花的心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
诗，应该是会昌二年冬(842)至会昌五年冬这
三年期间写下的。当时诗人因母亲去世就到永
乐闲居。在此期间，他天天栽花植树，游山玩
水，终日与酒为伴，生活有些颓废。在诗中诗
人还表达了在残花中看到美，实属难得，这与他
早年失意科场时之作《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中的“留得枯荷听雨声”相似，但有了更多的暖
意，毕竟，在残花中他看到了美。

他的“花下眠”，是文人情怀的一种雅
兴，也应是失意生活中的希望。

日日花下眠，岁岁风情好。原来“花下
眠”，是一种情怀啊。

尤其夏天的时候，我会格外惧怕镰刀。
在我 8 岁的时候，邻村发生了一起命案，两
户人家因为一拢麦子动起手来，一方失手伤
人，最终有人和麦子永远埋在了一起。以后
看见镰刀，我就心生畏惧，总担心会飞到我
身上，取走我性命。可是，又不得不提镰
刀。

在鲁东南的乡下，有一些地方遍地丘陵，
好像几千年前就立在那里，看着人们生，看着
人们死，自己却动也不动。丘陵地是不适合大
面积种植的，庄稼往往一小片一小片地分布在
梯田里，有些靠近山顶的沙地，甚至只有几步
大小。然而只要有一寸土在，就会有庄稼种
上，不是农村人锱铢必较，实在他们是太爱这
片土地了。有时候是几棵南瓜，埋下种子后，
给点水就能活，绝不像城里的花花草草那样娇
气。过一阵子，锄一锄周围的杂草，就可以等
到秋天摘南瓜了，一个，两个，不会太多，但
足够成为老父亲十天八天的话题。

不过，南瓜只能充饥和喂牲畜，不能成
为主食，更不能换来孩儿们的学费，要赚钱
还得种麦子。麦子不需要太多的水，成长过
程中也不用施肥，一点土就够了，就像乡下
长大的我们，一口饭，一碗水，就是整段人
生。

收麦是件挺复杂又挺要紧的事。这时候就
要提到镰刀了，它是半个夏天的主角。每家每
户都有好几把。镰刀虽然多，但都是旧的，已
经没有人能说得清用了多少年。正因为这样，
夏天的早晨，我听到最多的声音便是磨镰刀的
声音，父亲早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磨镰刀，
磨好了这一天就省力一些，割的麦子就多一
点。

麦子是说熟就熟的，一阵风就能让夏天的
农田遍地金黄，那是金灿灿的麦子，是孩儿们
下年的学费，金贵的很，要不怎么会因为一拢
麦子发生命案呢。我不记得有人教过我怎样拿
镰刀，好像生下来就会。一人一个点，朝相同
的方向割起麦子，这时候是需要两只手配合
的。左手抓一把麦子，不能离麦穗太近，近了
割断后麦秆就会散开，没法收集；也不能贴着
地面割，割到土会伤了镰刀，心疼。右手很简
单也最吃力，必须握紧，不然是割不断麦秆
的。身体摆的姿势就更特殊了，站着不行，蹲
着不行，只能弯着腰，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就
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小心翼翼又匆忙地割着麦
子。

割完的麦子是不能放在地里的，因为太阳
一晒，麦粒就会落在土里，再也收不回。这时
候需要打一个麦场，最主要的环节就是用石滚
子反复地压地，所以麦场都是滚出来的。父亲
把主要的地方滚好，剩下就交给我，滚麦场比
割麦子轻松多了，就是用一根铁链子拉着石滚
子反复地走，从地的一边走到另一边，如此往
复，滚得越结实，将来打麦就越方便。而从麦
地到麦场，是有很长一段路的，这时候镰刀不
再是主角，扁担是。北方的扁担不像南方半根
竹竿就够了，而要用笔直的槐木做成，扁担本
身就有不轻的重量，这是因为要挑的东西会很
重，包括麦子。

最多的时候，父亲能挑八捆，那时候再
结实的扁担都会弯，同麦穗一起下垂，想要
回到土里的样子。父亲的腰却直了，这时候
人如果也跟着扁担弯下去，就再也爬不起
来。父亲挑着一担担麦子，从半山腰到麦
场，一去就是半个多小时，回到麦地里，喝
几口水就算休息，几分钟后又去挑麦了。必
须要提的是路，麦地到麦场之间是没有路
的，但是因为父亲每年来来回回挑麦，自然形
成了一条山路。后来，我们上麦地也走这条小
径，渐渐地就成了路。以后的几十年，我走过
各种各样的路，却没有一条比它更让人铭记于
心。

麦子经过打麦机的“千刀万剐”，终于修
成正果，一捧捧地跑了出来，那时候的我们是
最辛福的，汗水流过多少张脸，笑容就爬上多
少张脸。除了晒干打出的麦子，还有一件重要
的事——— 垛麦秆。说麦子全身是宝一点都不为
过，留在地里的“麦桩”和麦粒脱掉的皮可以
当肥料，更重要的麦秆则可以在冬天喂牲口，
或者用来生火。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要保管
好麦秆，麦垛就是这时候建成的。这时候，我
成了主角，父亲在下面打囤底，一叉一叉地把
麦秆送到我脚下，然后不时地到远处看看歪了
没有。歪了，他就重新开始，把多余的部分一
一叉掉，直到麦垛齐整起来。我是什么也不用
管的，只在上面反复地踩就好，确切的说是跳
来跳去，越结实越好。是的，在乡下，所有的
东西都是越结实越好。

怀念那些磨镰刀的声音，怀念那个烈日当
头却又充满喜悦的晌午。好像几千年前就是这
样，一家人，几把镰刀，一割就是一天，从没
变过。

而今，父亲母亲在麦地里慢慢变老，我在
麦地里突然长大。

云雾缭绕、恍若仙境的灵川县兰田瑶族乡
江洲坪万亩草场，地处越城岭余脉，海拔
1500 米，距兰田瑶族乡政府所在地 14 公里。
登顶江洲坪三县界址观看稀有的高山万亩草
场，气势磅礴，一望无际的圆乳状山包由近而
远延绵环绕，让人心旷神怡！江洲坪气候宜
人，景色秀美，群山簇拥，春有迷雾、夏有山
花、秋有野果、冬有积雪，生态系统处于原始
状态，在岭南、华南地区实属罕见。“登顶江
洲坪，一脚踏三县”的三县界碑，向来此探幽
的人们讲述着它的地理特性，古老的瑶乡代代
传承的瑶歌飘渺着它的淳朴和灵动。自古以来
原住民互通有无走出来的山路，如银线般地串
起丛林、幽谷和高山草场等一颗颗明珠，是桂
林驴友公认的穿越胜地。

许多驴友博客中关于江洲坪万亩草场的描
述，使我对它充满了向往，3 年前驴友邀我登
顶也因种种原因未去成，在梦里曾无数次地神
游，现实中一直不得机缘与它来一次亲密接触。
一个周末，收到无尘与卢子的盛情邀约时，我
忽然觉得，这次不能再与它失之交臂了。

那天上午，伴随着无尘驾车，一路阳光。
轿车驶上兰田瑶族乡黄皮江电站，我们三大两
小队友各自整理好装备，开始了登顶江洲坪之
旅。

我背着约 10 多公斤重的装备，跟着前面
两对父子行走在原始的崎岖山道上。有 10 多
年没这样负重登山了， 10 多年来的体能下降
在此刻产生了剧烈的反应，胸如压石、汗如雨
下，背上的旅行包也仿佛要使着劲儿把我压倒
在地，到达瑶寨时，我的两条腿已如一心要杵
进地里的电线杆似的——— 僵直、沉重。

在瑶寨边，我们进行了一次休整，补充能
量。我问卢子：“到江洲坪还有多远？”“按
照我们的登山速度估计还要 1 个半小时。”
“那在这瑶寨扎帐，明天黎明前登顶江洲坪行
吗？”无尘接话：“还是上到水库草场宿营
吧，早上登顶看日出轻松些。”小无尘和小卢
子虽然也一脸疲态，却也嚷嚷着继续往上走，他
们的眼神扫过我时，闪着小家伙们特有的得意
的光芒。小屁孩，得意什么，想当年我……咳，算
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跟着走！

历经两个多小时的登山，从最后一道山梁
走出林子时，面积约百余亩的江洲坪水库豁然
呈现在眼前。湖水碧绿，湖边小平原上红一
丛、黄一丛、绿一丛的草和野菜，像一幅五彩
的地毯，鸟鸣声也回到了耳朵里。这就是我们
的宿营地了，四周竹木林环绕，竹木林之上连
绵的山坡就是万亩高山草场，满眼柔软的绿、
风里波动的绿，就像一个强壮的男人轻声的温
柔。此情此景，促使我体内所有的疲惫瞬间融
化了。

看见翻过山脊滚滚而来的雾气，我们赶紧
在近水源的地方把帐篷扎了起来。果不其然，
刚把行李扔进帐篷里，雾就到身边，接着大雨
倾盆而下。此时的整个江洲坪被笼罩在雨雾
里，与出发时山下的阳光天地，仿佛让人置身
于两个世界。

20 多分钟过后，风停、雾散、雨歇，趁
着雨的间歇，卢子抓紧时间架好燃气炉生火做
饭，无尘和我到江洲坪水库中放鱼网。

饭熟菜好，一顿没有星月相伴、没有篝火
激情的简单晚饭，却实实在在地催开了我们所

有的味蕾，在长期的安逸之后、历经当天的疲
惫，进口的每粒米饭、每根青菜的气息都那么
鲜活，那么合口味。

晚饭后，黑灯瞎火的天幕大地间，风来雾
罩、倾盆大雨又降临，计划中捉山蛙的行动是
不可能了，江洲坪的这个夜晚，除了雨，还是
雨。我们带着全身的疲惫钻进帐篷，在雨打帐
篷的“噼啪”声中，很快就奔向了各自的梦
里。

清晨醒来，没有雨，当我扒开帐篷，却发
现自己在一片乳白色雾蒙蒙的世界里——— 期望
的日出是不会有了，不过，这世界，真干净！

此时的江洲坪，雾仍是一阵一阵的，仿佛
天地一会儿给你一个清新的早晨，一会儿又给
你一个浓雾弥漫的仙山迷境；它把自己的身姿
一段一段地揭开给你看，又捂上，给你真实给
你虚幻；它让心像鸟儿一般飞舞，又让人像湖
水中枯立的树干；它给你的坚持以抚慰，给你
的期望泼下冷水；它就是这样多情善变、这样
迷人，它就是江洲坪——— 一方出尘又迷幻的雨
雾仙境！

五月，立夏。我家的玫瑰盛开了第一朵花。
玫瑰盛开之前，事先没有一点儿提示。当然，

就算它给了某种提示，我也无从知晓，说起来我有
好几个月没去楼上打理花草了。当初买下这株玫瑰
时，我真没想到有朝一日它能开出如此绚丽的花
朵。就那么一根带刺的枝条，是玫瑰是月季我都吃
不准?但是那个卖花姑娘说：这肯定是玫瑰啦，百
分之百的玫瑰。她指指右边说，这是粉红玫瑰。又
指指左边说，这是黄玫瑰。还有，这些是康乃
馨……她的眼神那么清澈明亮，看起来诚实可靠。
我动了心，一番讨价还价后，十元四株成交。

玫瑰刚种下去，我每天都会上楼照看，浇浇
水、施施肥。过了几天，我发现有两株玫瑰慢慢枯
萎了。我有些失望，然而，两株存活下来的玫瑰枝
繁叶茂、生气勃勃。四株种活两株，至少种活一
半，这个百分之五十的成活率，让我的内心洋溢着
喜悦与满足。

玫瑰是种活了，新鲜劲也就过了，十天半月我
也难得去打理下花草。不知不觉，又到了花期芬芳
的五月天。雨过天晴，我上楼顶晾晒衣物，刚跨上
顶楼，远远看到绿莹莹的薄荷叶上有团粉红色的东
西，像是个塑料袋。咦！不知什么地方的破塑料袋
被风吹到楼上来。我走过去想把塑料袋扔掉，走近
一看，顿时大吃一惊。这哪是塑料袋，分明是朵玫
瑰！一朵俏皮的玫瑰趴在碧绿的薄荷叶上，羞答
答、水灵灵，娇艳无比。

玫瑰开花了！真的开花了！
这一刻，幸福似乎来得太突然，让我不知所措

甚至头晕目眩。我激动地对着玫瑰“咔咔咔”拍下
几张美照，迅速传到朋友圈，让大家一起分享这朵
美艳的玫瑰。图片上传后，一时间，点赞的朋友还
真不少。有位朋友留言说：正常，因为现在独身
多。这条留言别出心裁，我不由仔细品咂一会。大
多数人像我，看到玫瑰的美却没看到玫瑰的孤独，
绽放的玫瑰美艳多姿，我们觉得兴奋、惊喜，然

而，这朵最先绽放的玫瑰是孤独的，没有其它花朵
陪它一起绽放，它的内心应该有些寂寞不安吧。

顿时，代替惊喜与幸福的便是一份淡淡的忧
愁。我想起外国名曲《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还在孤独地开放；
所有她可爱的伴侣，
都已凋谢死亡；
再也没有一朵鲜花，
陪伴在她的身旁；
映照她绯红的脸庞，
和她一同叹息悲伤。

……
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学会这首曲子的。那时我还

是个小女孩，多愁善感，痴迷于吹奏口琴。我花八
元钱从商店买回一把普通的单声口琴，然后依照指
法反复练习。口琴的吹奏原理是呼吸，哆咪嗦是
呼，唻发啦西是吸。开始我老吹不准音符，慢慢练
习才找到感觉，能吹奏出简单的歌曲来。为提高吹
奏水平，我喜欢找些不同的简谱来练习。

有一天，当我翻开哥哥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
《百唱不厌外国歌曲》，无意中看到这首曲子。单
看《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这个歌名就被吸引，再将
歌词反复浏览几遍后，我的心莫名地动了一下。
我拿起口琴想吹奏简谱，虽然我从没听过这首歌
的旋律，掌握的乐谱知识也少得可怜。但尝试几
次后，我竟能断断续续吹奏出来，旋律散发着难
以言喻的忧愁与孤独。禁不住对歌曲的喜爱之情，
我把《夏天最后一朵玫瑰》抄到笔记本上，时不时
用口琴吹奏一番，沉浸到青春时期特有的寂寞时光
里。

最美好的东西最接近忧伤，最绝望的东西一定
隐于内心。初夏时光里的第一朵玫瑰，绽放着绝美
的光芒，耳边再次传来悠扬的口琴声，寂寞而孤独
的青春时光，再次莅临于这个夏天。

收麦
□葛小明

登顶江洲坪
□邓成忠

夏天盛开的第一朵玫瑰
□蒋珊珊

花下眠
□覃寿娟

▲大型杂技剧《水秀》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