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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副刊

是心灵自由自语、

交流交融的空间，

我们期待并承接

所有美丽而真挚

的文字……

王丰
··

“梦”是家乡一种野果的读

音，学名叫草莓。现在市场上

卖的草莓是大棚里种植出来

的，它的祖先应该是家乡人叫

“地梦”的那种，可能是经过培育

改良后获得的品种。不知道是

与不是？这件事，值得研究。

春风夹了春雨，一场一场

洒向大地，淋湿了杂草和树木，

“春风又绿江南岸”啦。于是

乎，大地蓬蓬勃勃翠绿起来，

“梦”也在家乡的沟沟坎坎里开

花、结果。四月底五月初，“梦”

陆陆续续开始红了，甜了，到麦

黄蚕上架时，“梦”熟田野一片

又一片。

家乡的“梦”有好几种。

“地梦”。

生长在沟坎路边，单颗圆

形，有宽大的叶片衬托着、匍匐

在地的叫“地梦”。

“地梦”汁多肉厚，甜如蜜。

拔一根狗尾巴草，小心翼翼摘下

来，一粒一粒穿起来，“地梦”多，

穿一串，又穿一串，一串一串如红

玛瑙，拎在手里夸张如凯旋的战

士，阔腿走回家。

“稻景梦”。

一颗一颗，形如小小灯笼，

熟时，红里透黄。它们生长在

山坡杂草、杂柴里，一粒粒挂在

树枝上，这种“梦”叫“稻景

梦”。“稻景梦”汁水不多，微

蜜。摘下一粒粒“稻景梦”放到

桐子叶里，桐子叶折一折，成一

只绿色的碗，“梦”红叶绿，分外

养眼。采摘“稻景梦”一定要当

心，它的枝干和叶子上有刺，慌

慌张张见“梦”就摘，会刺了手，

这样的事我经历过。

家乡还有一种“梦”叫“牛

奶梦”。

“牛奶梦”应该和牛奶是没

有关系的，因为我吃过“牛奶

梦”，但没有吃出什么牛奶味。

不过那个年头也没有牛奶儿

喝，牛奶是什么味，后来才知

道。当年大人这么叫也就这么

叫着。“牛奶梦”比“稻景梦”要

红，要大粒，要甜。“牛奶梦”也

生在树上，近山少见“牛奶梦”，

到二三十里外的老山林里才见

得着。这种“梦”，出生时是淡

绿色的，隔几天变成黄色，最后

变得红彤彤的。“牛奶梦”最是

甜美，要是寻着一棵就能叫你

吃个够，不仅孩子们喜欢，大人

也喜欢。我第一回吃到“牛奶

梦”是在安徽的一块苞芦山

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

们村在安徽歙县深山坞里有好

几块苞芦山。苞芦山山脚搭一

幢茅草屋，种苞芦，刮苞芦草，

锄苞芦地，掰苞芦，每一次都要

在茅草屋里呆上七八天、半个

月的。几块苞芦山背后，树高

林密，一片原始森林的韵味，其

树和柴的空隙地生长着许多

“牛奶梦”，每天收工，翻了山头

去摘“牛奶梦”。

“牛奶梦”粒大味甜，吃下

来一个饥荒岁月，至今记忆尚

存。

家乡还有一种“梦”——

“蛇梦”。

在家乡“蛇梦”遍地都是，

但它是不好吃的。大人告诉我

们，生这个“梦”的地方就有蛇，

所以这个“梦”不能吃。“蚕老时

熟红于地，其中空者为蚕莓；中

实极红者，为蛇残莓，人不啖

之，恐有蛇残也”这句话出处在

哪，没有去查。“蛇梦”是一种中

草药，有清热解毒、活血散瘀、

收敛止血作用，又能治毒蛇咬

伤，敷治疔疮等；并用于杀灭蝇

蛆，这样看来和蛇是没有什么

关系的。

家乡，有一种野果叫“梦”

詹龙飞
···

静山尖，又名青山尖，海拔1058

米，位于威坪镇三坦村。静山尖，高高

耸立于天地之间，巍峨雄壮，岿然凝

重。不仅山峦叠翠，风景秀丽，更是一

座闪烁着红色历史的山。位于静山尖

山脚的三坦村，乃解放淳安第一村。

初春的一个周末，邀了好友一起

去登静山尖，感受一番静山尖的雄伟

气势、美丽景色，了解山脚村庄的历史

文化渊源。登山起点位于三坦村山脚

或西源自然村，距离千岛湖约65公

里，一个半小时左右车程。山脚自然

村村口有一座新建的“德辉门”门楼，

停车及公共卫生设施一应俱全，并标

有《静山尖登山路线示意图》，标志非

常清晰，看后一目了然。

我们选择从山脚自然村上山。据

了解，这登山路原本是村民进山采茶、

砍柴或是采摘山货所走的小山路。

2016年8月，村里专门对登山线路做

了修整，山脊线上修建了木质凉亭，在

顶峰修建了观景台，沿途岔路口也竖

了方向引导标识牌。在热心村民的指

点下，我们从山脚村较为平缓的生态

沟上山，然后从相对陡峭的猪背岭山

脊下山，多观赏几处风景，避免走回头

路，最后回到起点——山脚村村口停

车场。

沿着生态沟逆流而上，虽没有落

差高险的瀑布群，但天然绿色的植被

以及林区超高含量的负氧离子，还有

那甘甜的泉水，总让人尽情享受，心旷

神怡。一路上山，每个岔路口都有醒

目的标识牌，避免了走错路或迷路。

更有倡导环保文明、绿色户外、安全提

醒、加油鼓劲的宣传标语，如“马上到

达顶峰、坚持就是胜利”“前方路滑请

小心”等等。更为周到的是，在距离天

然水源 50－100 米处，立有补水标

志，及时提醒驴友补水。

有了一路美景的陪伴和温馨的提

醒鼓励，不到两个小时便到达静山尖

顶峰。顶峰山势较为平缓，最高处建

有一木质观景台，竖有木牌，“静山尖”

三个大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观

景台则是静山尖观景最佳点，不由得

让我想起了瞭望台、烽火台。身立观

景台，一揽众山小。这次恰逢雨后天

晴登顶，蓝天白云，空气清新，光线通

透，视野开阔。向东俯视，五都源、六

都源、七都源的山脉及大大小小村落

尽收眼底，向西遥望则是安徽境内的

散落于山坡或是山谷内的村落，星星

点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静山

尖顶峰举目远眺，来个360度的全景，

本县境内以及安徽的大片油菜地，黄

灿灿的油菜花正在盛开，蔚为壮观。

从山顶俯瞰，感觉“遍地是黄金”，可谓

是一目千里，满目春光。更有山巅这

大片的杜鹃花，目前还羞答答地含着

花蕊，正准备竞相绽放呢！

下山是从山脊往下走的，沿途经

过老虎头坟、乌石岩、猪背岭、螺蛳串

等景点，再经过山核桃、山茱萸树林和

茶园便顺利到了山脚。我想，这些奇

特的地名肯定蕴含着诸多动人的故事

吧？

美丽的静山尖，美得让人沉醉其

中，流连忘返；红色的三坦村，不禁令

人若有所思，肃然起敬。

美哉
静山尖

钱德星 摄

⊙骑龙巷考

老排岭最不讲理的路名

是骑龙巷

易经说：亢龙有悔，飞龙在天

有段时间我天天在骑龙巷里进进出出

从无骑龙的感觉

倒是脚下的石条路哦，被越走越硬

转眼间，我已在骑龙巷

混了半辈子余

自己没有变成叶公画在墙上的龙

却年复一年做着望子成龙的黄梁美梦

——骑龙巷名沿用至今一直未变

⊙六十年前始有骑龙巷

骑龙巷有龙

六十年一个轮回

六十年前我们大多数人

还是空气、虚无和尘埃

日常的骑龙巷

老辈们天天从骑龙巷上上下下

孩子们天天在骑龙巷蹦蹦跳跳

雨点儿从骑龙巷头淌到骑龙巷尾

骄阳从骑龙巷瀑布般倾泻

春风学会了爬阶梯

扫遍骑龙巷

六十年后这样的景象要重来一遍？

换过新颜的骑龙巷春风依然

而我们已成为看客

⊙石阶梯

骑龙巷有条落差近百米的麻石阶梯

仿佛一道凝固的瀑布

从塘边一直倾泄到十字街鱼味馆边

行人在这里上下了近六十年

有人从童蒙少儒熬成了垂垂老者

比从电影院走少绕一个大弯

可就是这么一条显见的捷径

大大缩短了我们抵达岁月终端的距离

——光阴已从旧排岭记忆切换到

新千岛湖图景

⊙塘边

骑龙巷顶端有口矩形池塘

池塘边站立着一排排挺拔的冬青

傍晚边我绕着池塘循环散步

听过冬青树上的知了声和池塘的蛙鸣

那时的日子多么缓慢

仿佛池塘里的蓄水一动不动

等到我厌烦了这种静好走进骑龙巷

尘世的喧哗就扑面而来

日子忽然快得令我们无所适从

夏天早已不是童年的夏天

⊙慢生活

有阵子，我在骑龙巷石阶上摆过地摊

后来，这里摆地摊的人无数

有阵子，我慢慢从石阶上往下走

很多人，从我身边擦过不知去向了哪里

我在骑龙巷默默生活了好多年

直到羽翼丰满闯出骑龙巷外

等到我回归，湮没在骑龙巷深处

岁月的时钟被人上紧发条刻意拨快

⊙一种恍惚

我在阳光下慢慢踱步

即将逼近骑龙巷

那个封闭了快三年的老巷子

如今掀起盖头成为岁月的新娘

而我仿佛是那个在人缝里钻进钻出

讨喜糖吃的老顽童

骑龙巷翻新

我的身骨仍有时间之慢

⊙铁井

离骑龙巷不远的塘边附近有一口铁井

井沿锈蚀且破损了小半边

它代表着一段我所不知的沉默野史

后来又突然不知所踪

铁井不是骑龙巷的铁井

它早于骑龙巷存在，见证过龙的真伪

从不咋咋乎乎

⊙站在骑龙巷脚

站在骑龙巷脚

修缮改建的高大建筑物

扑面而来

老巷子，新样子

我有一坛陈芝麻烂谷子记忆

可沽酒，可以旧换新

啜饮过大地沧桑的人

也啜饮过日月轮回

站在骑龙巷脚，我曾是一个多情儿郎

骑龙巷往事 (组诗)
达达
··

协办

★盘面分析:
4月30日消息，周二，A股三大股指

缩量盘整。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
3078.34 点，上涨 0.52%；深证成指报
9674.53 点，上涨 0.54%；创业板指报
1623.78点，上涨0.51%。沪深两市合计
成交4966亿元，创近两个半月新低。盘
面上，养殖板块再度走强，正邦科技、新

希望等涨停。上海
自贸区板块表现强
势，申达股份涨停。

黄金、港口航运、工业大麻板块均涨幅
靠前。

综合看，4月创业板大跌4.12%，沪
指微跌0.4%，深成指跌2.35%。

★操作策略:
4月行情画上了句号，四月就是月

初涨，月中盘，月底跌。用了一个月的
时间构建完一个M头的技术图形，也
完成了本轮上涨以来多角度确定的背
离格局。5月将至，难免让我们想起常
挂在嘴上的那句“五穷六绝七翻身”，市

场或许会继续延续现阶段的调
整。未出现明确走强信号之前，

还是不要选择出击。5月MSCI 将扩
容，若指数调整到2800区间，那么或许
有一定支撑，而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保
护好自己手上的本金，静等下一次买入
机会的出现。

板块方面：价值为王大消费等绩优
股，以及高送转等概念股

免责声明: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
慎，本文观点和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
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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