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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水墨叫徽州，时光是徽州
的一点点淡墨，清水淡墨，渐渐淋描
在古城的眉目和肌肤上。

一座座气势恢弘的牌坊，矗立在
碧水蓝天中，静默在苍烟夕照下。遥
想当年，富足的徽商曾将古老文化历
史———熔铸在黑白两色之中，黑得坚
决，白得透彻，那是怎样一种状态。在
徽州，历史的陈香———像矗立着的人
性丰碑，倔犟而朴素，一瞬间你仿佛
走进明晃晃的光阴皱纹里去了。

心灵的泉水静静流淌。小巷的木
雕小店里，老艺人戴着花镜低头刻东
西，古朴雅致，诗意幽幽，仿佛挽着岁
月的裙角，将思绪抛掷到云端去了。

当然，还有手捧青花瓷碗的老妇人慢慢
走过，瓷碗里泊着白嫩的豆腐。再看，一
枝淡黄的凌霄花从斑驳的围墙上探出
头来，世间的一切安然静美都在徽州的
空气里流转开来。

可是，宏村的潺潺溪水不尽是明
丽，待到苍茫四起，是否还能激起乡愁
的大雾呢？忠臣、孝子、烈女、节妇，一个
个影像缓缓地缭绕在黑白两色之中，仿
佛有很多话要说。待到天落小雨的时
候，湿了墙瓦屋檐，岁月的苍苔也似在
独自叹息。而今日的徽州女子，用细密
的步履撑一把雨伞，一路滴湿了脚下的
石板路，心中仿若得悟，连缀起来竟像
极一阕宋词。

走进徽州老宅，木门、槛联、天
井、大缸、浮萍、睡莲，传达着积善、读
书的礼仪，有从容入世、清淡出尘之
妙；厢房的花窗刻有“羲之戏鹅，渊明
爱菊，和靖爱梅”的典故，千百年的诗
书都活在美轮美奂的木雕里；后院蕉
肥石瘦，碧水红鱼，紫薇正开得烂漫，
是否曾有红顶商人与其如花美眷在
此品茗赏月呢？

虽听不到古徽州月白风清、隽永
绵长的悠扬歌吟，但那种真正气沉丹
田的声音，那种动人心扉的盼望与坚
守表情，让我恍惚间生发一点点历史
的醉意。如是，意合了徽州，便可以有
幸隔着一个仰望的距离，一路看遍戏

台，可以值锣鼓与二胡敲击、拉响的当儿，
闭上眼睛，回忆起徽剧的韵脚，徽砚的儒
雅，有时圆婉超然，有时纵横飞扬，有时左
右开张，有时禅气芬芳。

汤显祖有诗曰：一生痴绝处，无梦到
徽州。徽州的风雨沧桑总在趁人不备时，
悄然徙转。徽州黛瓦粉墙，烟芦云树，小桥
流水，一步步走去，曲径通幽。徽州的水榭
长廊，石雕池塘，庭院深深深几许。所有这
些，都印证了徽州古老窗棂里的优雅和寂
寞，真有“一任阶前雨，点滴到天明”的意
趣；须臾之间，徽州雨夜滴下来的仿佛不
是雨，而是淡淡的墨了。

徽州之美，美在水墨。徽州古井里记
录着过往的喧嚣与岑寂，徽州是一部古
书，气闲神定，一幅木雕、一阕宋词、一杯
淡茶、一簇花开、一轮明月，都是一卷水墨
丹青……

有一种水墨叫徽州，那是文化的水
墨，历史的水墨，境界自成的水墨，人心聚
散的水墨，风姿摇曳的水墨。

有一种水墨叫徽州
□付秀宏

都说乡下的年味很浓，浓得几乎
化不开的，这话一点不假。

记得小时候，一进入腊月，就已经
嗅到了年的味道，家家户户开始腌腊
鱼腊肉和腊鸡腊鸭，大好的晴天，树
上、牵着的绳子上和屋檐下，到处挂着
腌货，太阳底下散发着淡淡的咸香气，
很是馋人。过年前的十来天，更加热闹
了，每天早晨鞭炮声不断，从山里来的
村民们，聚拢在一起，各自将几只装着
自制烟花鞭炮的布袋打开，里面装有
长鞭和短鞭、两响或三响的大爆竹及
拖着一根细细竹子的冲天炮等，更有
如瓷缸或小水瓶一般粗的被称之为
“开门炮”大炮仗，这是大年初一早晨
讨彩头燃放的，所以不但全身通红，还
会上下两头贴上一圈彩纸，显得气势
不凡。买鞭炮的人一旦选中了哪一种
鞭炮，就会要求燃放试一试，听一听声
音响不响、脆不脆，卖家也不会拒绝，
就在不停的鸣放中，完成一笔笔交易。
此时的母亲们一般是最忙的了，过年
吃元宵是少不了的，需要提前一天将
糯米用水浸泡好，然后到一户拥有石
磨的邻居家来磨成带水的元宵面，磨
元宵的石磨既大又沉，需要邻居间相
互帮忙，一般两个人推磨，一个人往
石磨的口里喂米，需要协调一致。糯
米在石磨的碾压下，变成白色的米
浆，再用纱布过滤一下就成了元宵
面。搓成元宵时，里面加入桂花馅、芝
麻馅等非常好吃，纵然没有馅，蘸上
白糖也照样好吃。还有人家用糯米打
成年糕，用点肥腊肉和大蒜放在一起
炒味道忒好吃。

用熬制的糖稀制作炒米糖、芝麻
糖和花生糖是各家各户少不了的，我
们那个小镇上只有两家糖坊，所以，这
时候的生意特别好，家家户户都要排
队，糖坊里此时最热闹，每晚都要忙到
十二点以后才能收工。炒米糖、芝麻糖
和花生糖各有特色，比较起来芝麻糖
和花生糖更好吃，成本也高一些，有些
人家没有条件或舍不得。但是，条件再
差的人家也要做一点炒米糖给孩子们
吃。

各家各户还要做糯米锅巴、糯米
圆子、麻花等，这些都要用菜油来炸，
刚出锅的油炸锅巴、圆子味道最好吃，
既香又酥。

大年除夕的一大早天还没亮时，
就要到澡堂子去洗个年澡，通常澡堂
子不会这么早开门的，但是年前这几
天例外，澡堂子的人会在半夜将水烧

好后，天快量时扯着嗓子招呼大家赶紧
来洗澡。在各家的父母的带领下，分别到
男女澡堂洗澡，要将里外衣服换一换，弄
得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过大年。除夕
的上午，孩子们在父亲的带领下，开始擦
洗大门和窗户，然后用开水和面粉打浆
糊帖春联、门彩和窗花，再将门前门后屋
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到了下午，家家
户户开始忙年夜饭了。这时候，过年的气
氛便出来了，街道上虽然冷清了，但是却
笼罩着一种神秘而又祥和喜庆的气氛，
人们见面时脸上都带着笑容，说话也不
再粗声大气，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吃年
夜饭的时候，按照长幼排序，一家最高的
长辈要做上席，按照次序都要给长辈敬
酒，相互说着祝愿的话，一餐饭要吃上一
个来小时。

饭后就是守岁，一家人抽着烟喝着
茶，说着闲话，待女主人将刚刚炒制出锅
的葵花子、蚕豆和瓜子、花生送上桌时，
屋子里的气氛更加欢快了，孩子们争抢
着一把一把的将口袋装满。女主人还要
煮香蛋，先将鸡蛋煮熟，然后，用凉水浸
泡后去壳，再用茶叶、八角、五香粉和酱
油、盐一同用温火煮透，香气扑鼻的香蛋
便做好了，母亲会将形状不好或破了皮
的香蛋拿出来让孩子们尝个鲜，迫不及
待的孩子顾不上香蛋的烫嘴三口两口便
将香蛋吃掉了。

过年那些天，家中总会有拜年的客
人，家人会首先泡上一杯茶，再用碟子装
上炒米糖、葵花子、酥糖、方片糕什么的
来招待客人，酥糖和方片糕都是从糖坊
里买来的，客人必须要吃，预示着新的一
年日子甜甜蜜蜜。中午还要热情地留酒
留饭，过年的菜比平时丰盛了许多，有红
煮鲫鱼、豆腐枣子烧肉、白斩鸡、红烧狮
子头、黄豆香干烧鸡杂、青芽炒肉丝、大
蒜炒腊肉等等至少有十个菜，鱼和圆子
这两道菜是必须要上的，寓意着年年有
余和团团圆圆，不过，客人都知道这两道
菜过年这几天是不可以吃的，它就是一
种寓意。还有一道菜也是必须上的，就是
青菜豆腐，这道菜可以吃的，寓意是青菜
豆腐保平安。主人劝客人酒时，相互酒杯
里的酒都不能全干，要留下一点，表示做
任何事情留有余地。

压岁钱是长辈给晚辈，但是不能伸
手要，更不能将手伸到长辈的口袋里，那
样会犯忌讳。过年那些天说话一定不能
有不吉利的词和说话带“脏”字，什么
“病”、“死”、“倒”等等一类的话，和骂
人的话千万不能说，否则会遭到大家的
一致谴责。有的人家在大年除夕晚上，还

要用布条蘸上茶叶水给孩子擦洗嘴巴，
为的就是让孩子记住不能说不吉利的话
和脏话。

正月初二和初四，是去外婆和舅舅
家拜年的日子，孩子们更开心，老家有句
俗语叫“吃在舅舅家吃，玩在家（外）婆
家玩”，这时候，舅舅舅母会拿出家中最
好吃的东西来招待外甥、外甥女。外公外
婆家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地方，更是每
个人童年时最美好的记忆，虽然外公外
婆家的生活条件未必有自家的好，但是
外公外婆对外孙外孙女的宠爱超过了对
当年的女儿，在这里，可以不用看爸妈的
眼色，想怎么胡闹都可以，反正有外公外
婆护着。离开外公外婆家的时候，通常都
很不情愿，是在父母的生拉硬拽下才走
的。

过年还有一桩乐趣就是将从自家或
是别人家门前燃放后捡来的鞭炮和春节
前买来的鞭炮拆开成单个，点上一根用
草纸搓成笔状的“火纸煤”，然后，燃放
一个个小鞭炮或两响三响的大鞭炮，玩
的花样也挺多，有将点燃的鞭炮在炮引
线没入鞭筒时，快速扔进水里，顿时如炸
弹一般在水中炸开。有将鞭炮插入墙缝
或稀泥里，炸开后泥土四溅，小伙伴们的
脸上和身上到处是泥点，却个个乐此不
疲。还有一种玩法，将点燃的鞭炮上面覆
盖瓷盆或瓷缸，一声轰响后，盆子或瓷缸
顿时飞了起来。更有胆大的将点燃的鞭
炮踩在脚下或擒在手中爆炸，弄不好的
时候，也有手被炸伤的，却好了伤疤忘了
疼，来年照样继续这么干。还有恶作剧的
孩子，学着电影、连环画里的做法，将一
截短鞭用线拖扎在狗的尾巴上，然后点
燃，吓得狗儿跳起来到处乱窜。

初三的晚上，要放一挂送年的短
鞭，代表着从除夕开始的过年就要告
一段落，虽然年算过完了，但是年味还
要持续一个正月，后面还有初七的过
小年，和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耍鱼灯，会
将年的气氛再推高起来。另外，趁着正
月里清闲，新情旧情要延续，亲戚之
间、父母辈之间的一些朋友需要走动，
跟着父母一起去拜年，自然是孩子们
争先恐后的美事，既有好吃的，又有好
玩的，还有压岁钱，当然很诱人。父母
会轮流带着孩子走动，让每个孩子都
能过把瘾。

不知不觉中，正月过完了，年味也渐
渐地散了，孩子们的腮帮子也都变得有
些圆鼓起了，身上沾满了油渍和泥巴的
新衣服也该换了，对来年过年的憧憬又
重新开始了。

儿时的年味
□杨勤华

我知道在这个冬日的周末，自己
睡了个懒觉。那一米阳光或许是我最
好的伙伴，是它让我一向疲惫的躯体
能长一点时间得以放松。

惺忪的睡眼刚好与冬阳打个照
面，它从我卧室的防盗窗直射进来，在
我的床上停留成一方矩形阳光地带。
我起身靠在床头，它刚好照在我的胸
前。有这么好的伴侣，索性再赖一会儿
床，顺手拿起床头的一本杂志，杂志的
封面有一朵向日葵，我很快便沉浸这
温暖的阅读中。

不知几时，这米阳光竟照耀到我
的脸上。哦，原来，阳光有脚，早已在
悄悄地挪移。是的，阳光果真是有脚
的，踩在我的脸上，痒痒的，柔柔地
的，暖暖地的。我的双眼又一次悄悄
闭上……

一米冬阳，让我如此幸福；也是这
样一米冬阳，也曾让我紧张过。很多年
前，姑父叶静先生为了我能如愿考取
师范，不惜将当时最优越的居住环境
让给了我，自己成为“走读教师”。那
是一间乡村初中的教师宿舍，窗前摆
着一张条桌，上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一
摞中考复习资料，离复习资料一米高
的位置，是一盏 50瓦的白炽灯泡。就
是在这一切地陪伴下，我晚睡早起，为
着“跳农门”的愿望发奋苦读。在那个
复读的冬季，卧薪尝胆的决心让我没
有退路，只有以每一个充实的日子去
迎接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应该从见到
一米阳光开始，而我却早在这米阳光
到来之前的两个小时，也就是在凌晨

五、六点左右，和那只 50 瓦的白炽灯泡
一道就在慢慢等候。

清楚地记得，那个冬季的日头特别
多。即便是下雪，也大多在晚上，次日清
晨，亮灿灿的一米冬阳照样会擦过衫木
窗格子停在我的桌上、脸上，以及月考有
些进步的试卷上。每每此时，我便关掉那
盏白炽灯，心中也开始一片亮堂。这是一
种极其美好的感觉，也是我私下付出比
别人多的努力所换取的；但在那个特殊
的时日，我时刻都在警告自己：决不能长
时间地流连感觉的美好，要知道自己迎
来或是送走的每一米冬阳，都是时间的
化身，是太阳前行的一只脚哇！于是，面
对桌上厚厚的复习资料和试卷上的错
号，我的心一次次紧张起来，因为我必须
跟上阳光的脚步，甚至要走在它的前头。
姑父曾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迎接中考，就
是要与时间赛跑。

整整三年，我都睡在师范学生宿舍
靠窗边的天床上，阳光照耀整个宿舍，似
乎是从照耀我开始的，继而从一米冬阳
开始赐予整个冬天的温暖。有几位室友
都想与我调换床位睡睡，他们心中是否
都藏有同一个秘密—————那一米冬阳？

朦胧中，一丝寒意把我稍醒。我的胸
口躺着那本未曾读完的杂志，封面上的
向日葵仍然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可是，
阳光，那一米冬阳，你上哪儿去了？把我
哄睡后，你就悄悄地走了，不留任何痕
迹，要我一等就是又一个 24小时。

一米冬阳，是上天送给我的一份特
殊生日礼物，因为它提醒我：人生还有许
多事情得抓紧去做……

一米冬阳
□一心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
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是唐代诗人
卢纶名为《塞下曲》诗，是表现西汉
名将李广英勇神武的。其本事见《史
记·李将军列传》：“广出猎，见草中
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
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说李广误以草中的石头为虎，引弓奋
力射去，竟将箭射进石头里去了。可见
李将军之神勇，无怪乎匈奴人闻其名
而丧胆，呼李广为“飞将军”。

东晋干宝的《搜神记》里，也记有
李广这则射虎故事，只是记载得比较
简略，估计是抄录自《史记》的。干宝
书中还有一则同类故事，但年代比李
广要早得多：“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
以为伏虎，弯弓射之。没金，铩羽。下
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摧，无

迹。”故事的主人公是楚国一个国君叫
熊渠子的，情节几乎与李广一模一样，但
文字比《史记》形象生动。

李广射虎事是否属实，这个无法考
证了。楚熊渠子射虎事在前，也许汉代人
崇拜李广，将熊渠子事安在了他头上，也
未可知。但这两则故事有一共同处，即主
人公一旦发现所射是石不是虎，箭再也
射不进石头了。一头“猛虎”当前，非你
死即我亡，生存意志激发了人的胆略。一
旦发现是石不是虎，人的危机感立即消
失，再射，果然就射不进了，不但射不进
石去，且箭被石头所折，连痕迹也没留
下。情境不同，心境有异，结果迥然。

古书说射虎入石事，其事未必有，其
理不可疑。心中有虎，则生勇；心中有石，
则生惰。古今英雄人物的神武，往往是危
境逼出来的。

射 虎
□百里牛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可北方，这个时节里，柳条儿只能

透出一点儿娇羞的绿。
但毕竟是春天了啊，谁也遮不住

春天绽放的容颜，谁也挡不住春天前
行的脚步。

春天的脚步，踢碎了小河的坚冰。
坚冰消解，河水的喑哑声变得清爽起
来，渐渐流动成一种潺湲的明朗。软泥
中的浅荇开始萌发出沁人的绿。村妇、
村姑们来到河边浣衣了，浣衣的砧声
打破了春的宁静，消融进春的温暖里；
挎着竹篮的小姑娘，款步采撷着水菜，
采回一篮子的碧绿，采回一篮子的春
天。浅笑的回眸，贮满了春的柔情。
温暖在半空中流淌着，水汽在空气中
浮漾着。

柳条儿完全泛绿了，变软了，变柔
了，它在春风中摇曳起自己柔情的风
姿。

它要摇掉自己冬夜的残梦，摇醒
自己春日的“媚眼”。

果然啊，没几天，一根根枝条，出
现了一簇簇嫩黄———一种绒绒的鹅
黄，那就是柳枝的眼睛啊，一只只注满
柔情的眼睛。

几多“媚眼”，几多情。傲然绽放
在春风里，柳条儿，尽情地飘，尽情地
摇。真个儿是“杨柳风轻，展尽黄金
缕”。款摆的柔软，是一种情态，一种
风韵，一种柔性之美。

刷啦啦的，忽然就来了一阵小雨。
空气润润的，湿湿的，柳堆轻烟，仿佛
在做着“一帘幽梦”，天空静美得如一
块水晶。

仿佛一夜之间，春雨催生出柳叶，
翠绿遮掩了鹅黄。

风起处，河岸的垂柳，纷披的枝
条，潮涌般滚动，活脱脱地演绎出一个
诗意的词语———“柳浪”。“柳浪”的
梢头，是滚动的春潮。

春潮把季候推到了清明，黄鹂在
柳行里叫了。这种翡翠般的鸟儿，纯粹
是柳的灵魂啊！它鸣得清脆，鸣得嘹
亮，它那锐利的尖音，划破了清空的美
丽，把一种神韵注入了飘逸的柳枝里。

同时鸣响的，还有柳枝自己。清明前后，
木质的柳枝会出现一种特有的“离骨”
现象，即柳枝皮与柳枝骨相脱离。拿一根
木质的柳枝，轻轻捻动它切断的一头，柳
皮便会从柳枝上脱落，截取适当长度，含
在口中，便可以吹出不同的哨音。这就是
那个时节里特制的“柳哨”。

家乡风俗，清明的前一天，孩子们要
到河边或山上，去采摘柳枝、老公花、松
枝叶片等物，准备第二天使用。他们一边
采摘这些物什，一边就将折下的柳枝做
成柳哨，吹着游玩。立时，野地、岸边，柳
哨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那是柳枝的鸣
响，是大自然发出的清音。

清明节的早晨，一大早，孩子们就起
床了。他们把采摘的老公花、松枝叶片，
用一条小绳系在柳枝的梢端，再将另一
端插在屋脊上，使垂下的东西恰好对着
“灶头”。然后，陆续走上街头，聚在一
起围成圈，有吹柳哨的，有合掌欢呼着
的：“老公花，吊屋釟，蝎子、蜈蚣不到
家……”

念过“符咒”的孩子们，随后就尾着
大人上山“踏青”了。有的撒欢似的跑在
野地里，有的跟在“放青”的牛羊后面，
柳哨声还是一个劲地响着，仿佛在呼唤
漫山遍野的绿色。

调皮的孩子就硬生生地骑在了蹒
跚的牛背上，虽未成“横吹”的姿态，
却有了“牧童吹笛”的神韵，那哨音就
成了笛音，活生生地演绎着“牧童骑
黄牛，歌声振林樾”的诗意。黄牛驮着
牧童，仿佛远古里划出的一条生命之
船，在朝阳之下，在慈祥的春风里，正
扬帆驶向未来。这让人禁不住产生一
种思想，在生命的季节里，人生就是如
此简单：从深远处走来，再走向更遥远
处。

有人在田野处放起了纸鸢，柳哨便
鸣响在了半空中，哨音在蓝天里呼唤着
苏醒的大地。

我知道，过了这一天，“开青”的耕
牛，就会拖着犁耙遍地跑了。耕犁翻卷
着泥土，泥土呼唤着子民。

清明前后，栽瓜种豆。种植的季节
到来了。

沿河看柳
□钟读花

文 学 副 刊

当冰雪渐渐消融，小草在风中吟
唱。暖风阵阵，季节带我们走进春天。

一年之计在于春。新的一年，充满
生机。我们满满的 365 天时间，去做
我们愿意做的事。和朋友一起踏青，追
寻春的脚步。和春天一起上路，把我们
未曾实现的梦想一一去实现。

季节的春天，复苏我们心灵的春
天。问一声自己，你的内心是否充满了
希望？你的人生是否有了新的计划？

在满树繁花，春光正好的萌发希
望的时节，沐浴阳光，如原野的碧草，
欣欣向荣。我们的梦想之花，趁着美好
春光，一点点绽放。

享受生活，自然是一种好心态。而
我要说，充实自己，努力上进，更是一
种值得推崇的人生态度。生命不息，奋
斗不止，更是一种令人敬佩的榜样行
为。曾经的失败，不过是成功的前奏。
只要努力，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

季节的春天，那是外在的美景。而
人生的春天，却是我们迈步前行的动
力。

站在季节的春天，笑迎人生的春
天。因为心怀梦想，希望在前。我们的
人生，便如春天一般绚丽多彩。

走进希望的春天，不惧怕曾经的
失败，你的人生将无比灿烂。走进希望
的春天，抓紧时间去实现心中的梦想，
你就拥有一个充实的人生。

走进希望的春天
□李素珍

春天来了！又一个希望的春天，让
过往成为烟云，让成败成为历史，桃
红李白，伴春的气息绽放；嫩叶新枝，
洋溢阳光的情怀。春天，展示给我们
的，是目标，是起点，是生机。

走过冬天，我们从春天出发，披
着阳光，揣着梦想，一路采摘幸福，
收获快乐。我们寄希望于这个万物
复苏的季节，这个季节，是我们靠近
人生目标的又一个里程碑。我们活
在四季的轮回里，属于我们的每一
个脚印，无论是清晰还是模糊，无论
是深刻还是浮浅，都有它存在价值
和意义。从春天出发让我们相信，流
动的溪水才能奏响欢快的旋律；波
澜不惊的一潭，注定缺少浪花，没有
激情，没有感动。

春天，是一个归零的季节，它让所
有可以教自己安于现状的理由不再成
为理由，让我们滋生出从零开始的心
境。 曾结识过这么一个人，自一家企
业下岗后，他几经努力拥有了一家水
果铺面，本来，这宗小本生意足以维持
他一家的生活，但在知天命之年，他将
生意留给了家人，自己则带着一颗不
安分的心，去了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几
番风雨后，他又开办了一家装饰公司。
用他的话说，是命运给了他机遇，让他
具备了不断挑战命运、不断寻找新的
起点的勇气。 这样的人生方式，也许
要面对诸多无法预知的艰难困苦，而
且结果不一定会是成功，但展示给世
界的，是从春天出发的生机、活力和意
义。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它以神奇
的力量，驱使每颗心如花蕾绽放，去更
新生活态势，去展现心灵奇迹。从春天
出发，播下梦想和希望，让金灿灿的收
获在秋天定格。

从春天出发，轻吟一首与离别无
关的歌吧，别惊动任何无关的人，黎明
前动身，让心空飘满祥和与宁静，忘记
争吵、功利、伤害。从春天出发，让相爱
的心心心相印，让胭脂的三月菊香的
九月，成为生命中诠释爱情的插页。从
春天出发，在繁星的明灭里，在月海的
波光中，在细雨敲打屋檐的晚上，以自
己的方式诠释生命。从春天出发，可以
走得很远，很远……

从春天出发
□程应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