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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树绿花红绕楼立，人兴攒动车奔忙；
如画景象饱眼福，更有香溢菜市场。
紫燕衔来报春喜，夏荷舞出稻麦香；
鸿雁声声夸果实，冬雪飘来兆兴旺。

（二）
四通八达公路网，直抵楼前好便当。
三边公园风景美，百米赏景观湖光。
湖畔亭中读书点，吸引老少求知狂；
宁静觅知心欢愉，休闲增智益绵长。

赏小区新景
□ 徐业山

《天龙八部》里，阿朱对乔峰说：
“你一日不来，我等一日；你三日不
来，我等三日，你五日不来，我等五
日；你三年不来，我等三年；你五年不
来，我等五年……”

自入冬以来，我也在等。我等的
是雪。像等我的恋人一样。萧条枯木，
望断天涯路。

到底是屋里憋不住，去市郊转了
一圈。看冬。灰暗里穿行，气短路旷，聊
无生趣。枯枝败草，仰着一张焦渴的
脸。像沙漠里行走了几天的人，苍白着
脸，干裂着嘴唇，拖着铅似的腿。路边
树下的残叶是受伤的蝴蝶，三五一群
抱在一起诉说着忧伤。钻天的白杨像
剑一样直楞楞地突兀地刺向苍灰色的

天穹。有鸟窝卧于其枝杈间，却四野并不
见鸟雀。那么它们去哪了呢？不在自己的
地盘，是不喜欢这灰茫茫的世界而躲起
来了吗？

我想起了小时候雪天捕鸟的事。雪
霁放晴，模仿着语文书的一篇文章里写
的，在院子里先扫出一块空地。然后，搬
出妈妈洗衣服用的大盆，找一根一尺来
长的结实棍子，用棍子支起大盆的一
边，在棍子上系一根结实的长绳，再抓
一把麦子洒在大盆的下面。一切收拾停
当，我握着绳子的另一头悄悄退到门
后，探出头，静候鸟雀上勾。一般准会成
功。它们和人一样，大概也喜欢雪后清
亮的世界。除了出来觅食，还想欣赏一
下雪景吧！白茫茫天地间，一两只间或

四五只灰色的鸟雀蹦跳着在农人的院
落低头啄食。多么清绝的一幅写意画
呀！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可是这个冬天呢，放眼望过去，像
个被后母虐待的灰姑娘，衣衫褴褛，捉襟
见肘，每天都在厨房里干活，睡在炉灶旁
的灰烬中。弄得她灰头土脸，掩盖了她的
端庄，遮住了她的灵秀。其实，就是缺一
场雪啊！雪是冬的华衣霓裳。没有这华
衣，让冬如何是好！让她如何抛头露面
呀！让她如何去赴王子的舞会！

晚上小妹打电话来说，妈妈发烧，
输了几天液了。问原因知是屋里暖气烧
的热，常不出去，上火所致。想起刚开暖
气那会儿，儿子也是因为空气干燥，上
火而烧了几天。记得儿时上学常常冰天

雪地里行走，却很少生病。四季的更迭
有它的规律，是要遵守的，冷时要冷。所
以，冬需雪的装扮，人的身体宜需要雪
的滋润。

瑞雪兆丰年。一场大雪下来，麦盖
三层被，来年的丰收在望。农人的腰杆挺
直了，嘴角嵌着笑意，字字句句间透着底
气。而我呢，冬之寒年，前路未知，一堆琐
事里摸打滚爬，失了从容，失了自信，失
了农人的那种底气，不敢抬头，慌乱着，
焦躁着……在生活里左冲右突。

阿朱等了五日，等来了她的乔大
哥。我还在等，等一场命里的瑞雪，来清
润我的内心，引我突围出生活的沼泽。
我要有阿朱的心，哪怕成为化石，她等
她的恋人，我要等我的雪。

等一场雪
□ 耿艳菊

这个冬天
我要与雪花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为了奔赴这次美丽的约定
我已经苦苦等待三个季节
当北风，一次又一次
吹响约会的暗语
我就知道，她的脚步正在悄悄地
向我靠近

近了，近了，近了。越来越近了
当我刚刚步入村口
就嗅到了她洁白而纯净的呼吸
这呼吸，很轻，很轻
让一缕缕炊烟，有了朦胧的意境
仿佛绵延的相思
在天宇之下伸展，飘飞，弥漫

多好！此时的大地
一片宁静。我的目光开始晶莹
当她跳着缤纷的舞步

向我扑来
我的思想，竟然变得如此通透
就连脚步
也变得飘逸，空灵

奔跑。欢呼。相拥
我用宽厚的掌心捧住久违的恋人
让她体味
人间的体温和热情
而她，也忘情地亲吻我的肌肤
让我的心
一次，一次，又一次
急促地律动

就这样，我在雪花的怀里微笑
雪花在我的怀里消融
当春天再一次莅临，我们的爱情
定会孕育一抹新绿
在天与地之间，郁郁葱葱

与雪花谈一场恋爱
□ 白俊华

文 学 副 刊

都说：霜前冷，雪后寒。但路灯下看
飞雪漫天肆意狂舞，不冷也觉有几分寒
了。

这样的雪夜，我喜欢一个人坐在温
暖的室内，泡上一壶温润醇香的铁观音，
放一曲优雅古典的音乐，让时光的脚步
在掌心放慢，停留，捡拾那些让我无法忘
怀的过往……

也曾是这样的雪夜里，一家人围坐
火盆边，母亲纳着鞋底，一针一线间，一
朵朵洁白细腻的花朵就绽放在了鞋底
上。我静静地坐在一旁看书，时不时抬起
头来，看着母亲轻巧地穿钱引线，不觉手
痒，央求母亲，我也要学纳鞋底，给父母
和弟弟做漂亮的新鞋。一旁陪着弟弟翻
绳花的父亲和母亲会心一笑，做鞋是大
人的事，小孩儿们就得多读书，以后考上
大学，挣钱买皮鞋穿。那时候，穿皮鞋的
人少，对于我更是望尘莫及，心想皮鞋肯
定比母亲做的布鞋穿着暖和舒服。

也曾是这样的雪夜里，那时的我在
城郊上班，夜班回家的途中，自行车链条
断了，空旷寂静的马路边连住户都难得
见到，哪里有修车的地方。我自己摆弄了
好一会儿，不得其理，无奈之下，只得丧
气地推着车走。忽然，身后过来一个骑自
行车的中年男人，他好心地问长问短，热
心地想帮我修车，我却心存防备地不理
他。在他不断解释下，也想到有长长的路
要走，同意让他修车，可因链条磨损太
多，无法修理，最后，他只得也推着车，将
我送到家门口。那一路暖心的话语，如最
美的花，开在最洁白的雪地里。

也曾是这样的雪夜里，我被关节疼
痛困扰，喜欢夜读的朋友，网络里和我探
讨诗文时，感觉到了我的不适，关切地询
问。当我说出病情时，他给了我一个土方
子，方子里有一味草剂———朝阳的花椒
根。这个看似酷苛却又简单的方子，在这
寒冷荒凉的冬天，几近于酷苛。我山坡、
田埂，找寻、打听，都说到来年春天再找。
当我决定了听从建议之时，却在一个阳
光洒进室里的午后，收到他从远方寄来
的花椒根。才想起，之前的一段时间，他
经常在网上给我发一些山啊、水啊的照
片，还侃笑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后来，
他说，为了找那个根，几乎找遍了他周围
的山。

这样的雪夜里，岁月长河，点点滴
滴，过滤沉淀。一一在心底氤氲、婉约，在
心头馨香而温暖着。

雪夜拾暖
□ 杨丽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早晨起来锻炼去爬螺丝山，因为昨
晚才下过雨，刚到山脚下，一阵阵微
风吹过，全身一阵阵清凉，不由地感
慨：天凉好个秋！爬到山顶，放眼望
去，天空湛蓝，没有一丝杂质，犹如
一块透明剔透的水晶，偶尔飘过几
朵白云却脚步匆匆。这是我近年来
在铜陵看到的最好天气。徜徉在山
间的小路上，两旁的小草渐渐地枯
黄，几棵银杏树下叶落一地，犹如黄
金铺地，阳光照射闪闪发光。一片片
红艳艳的不知名字的树果子在枝头
尽显妩媚，随风摇曳，萧瑟待谢。一
片片红彤彤的枫叶在半空中欲飘欲
落，如梦如幻。剪一缕秋香，凝一回
雁影，只有在芳菲四溢的秋季才能
感觉到时有时无虚无缥缈的清韵。
印证了李白的：“岁落众芳歇，时当
大火流，霜威出寒早，云色渡河秋”

秋天诗境。
秋天的阳光是温和宜人的。尤

其是与今天夏天酷热的天气相比，
更感到今秋的明澈、淳朴、凉爽。虽
然春天山花烂漫，踏寻春景，却早
已人间四月芳菲尽，连雨不知春
去，一晴方知夏深，夏阳无情，炙热
漫长，令人难耐。只有秋阳性情随
和、醇厚，犹如儒雅的长者，不疾不
徐，使我们倍感亲切，深切体会到：
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
凉，炎炎暑退芳斋静，阶下丝莎有
露光。

古人恋秋情结较浓，早秋、中
秋、深秋的名句比比皆是，我的感觉
是与官与情与生与死息息相关。“明
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长安一
片月，万户捣一声，秋风吹不尽，总
是玉关情”，“风急天高猿啸哀，渚
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

尽长江滚滚来”。论功劳秋阳至上，
没有旖旎的秋景，便没有浓厚诗情
画意，也不会有思秋、赏秋、恋秋绵
延不断的思絮和赞秋的名句。一年
四季最有收获的是秋季，秋阳浩荡，
花有花姿，果有果香，生命得以生生
不息，春夏的过程在秋天尽显完美，
虽然万物无奈频临生命的凋谢，但
希望的种子却一埋下，春风吹又生，
周而复始绵延不息。

秋色可观，秋阳可感，秋果可
及。我走在秋阳下，深感秋的收获：
阳光、雨露，百草、树木，秋风、秋
色，秋景、秋情。虽然不像春天般的
惊艳、热烈、斑斓，却也亲切感受到
特有的温暖和满足，无一不是幸福
的喜悦。正如苏轼老先生所言：荷
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
时。

感悟秋阳
□ 巩培汉

从我认识电脑至今已有 20 多个
年头了，但真正上网的时间还是 12
年前的事。要想上网，几个人围着一
台电脑转。也正是那个时候，才真正
接触网络。从在论坛里看人家发帖
子，自己写帖子，再到自己购买了笔
记本电脑，拥有了博客、微博。未曾想
有了微信，这网络越来越离不开了。

有一次同学聚会，其中我们的
班长建议我建个微信群，方便与同
学们联系。在没有完全掌握微信的
功能的情况下，我竟然答应了。结
果，不知怎么建立微信群，我只好请
老同学帮助，把我们班的微信群建
立起来，同时她告诉我怎么操作，之
后，我又卖弄文字，自以为文字功底
好，勉强地命名为“七中情”。可能
因为我们是第七中学首届初、高中
毕业生，就自以为是的这么定了。好
在微信群建立起来，同学们纷纷被
请了进来。对于微信命名，同学们也
没有持反对意见，也没有说什么不
好。确切地说，起个名字，也就是一

个符号，只要同学们记住上这个群
就足也。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不但成
为微信的“群主”，还在我曾经一同
参加体操训练的队员当中也建立了
微信群。起初命名，被队友数落了一
番，什么帅男靓女，太俗了。不得已，
我重新命名为“体操心语”，结果没
有提反对意见。远在异国他乡的队
友知道有个微信群，也加盟进来，经
常在群里互相问候，感到很亲切。在
家人当中，我也建一个微信群，命名
为“亲情果”，可能受电视剧“亲情
树”的影响，把家人又聚合到一起。
原来的老单位，有一个微信群我又
加入进去，再加上与一些从事经营
人员相识，我被请进了微信群和建
一个微信群，可以说，我几乎在 6 个
微信群里都有我的“名号”。

是微信把我们又组合到一块。
但微信又让人有了 “处处闻啼鸟”
的喜悦与烦恼。喜悦的是，每天早
晨，打开手机，就能听到鸟一样的鸣

叫声，嘀嘀不休。群友在问候早上
好！晚上，更多群友在相互交流，转
发图片和信息，忙的不亦乐乎。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这些已过
花甲之年的人，还学会了上网，尤其
是用微信交流。更多的同学知道有
个“七中情”微信群，相互转告，纷
纷加盟。队伍壮大了，多年未见面的
老同学，或者说不在一个城市里生
活的同学，通过微信交流了。“帅外
公” 是谁，“绵阳” 是谁，“黑山老
妖”是谁，云儿、云飞儿，淡淡莲是
谁。对于新进群的同学，老同学迫不
及待问之。当我和同学们把入群的
同学一一介绍后，他们感到格外亲
切。绵阳建议，我们可以组建一个夕
阳红活动，让老同学聚一聚。对此，
多数同学在群里表示赞同。绵阳同
学在广州带孙子，回应说，只要同学
聚会就赶回来。

烦恼的是，还没有从梦中醒来，
就被嘀嘀不休鸟叫声吵醒了。但这
并不影响同学和群友们上网的热情。

我的群名片
□ 沈宏胜

你的星光
美丽中冰凉
棉絮般的过往
给冻土下的根拴上梦想

冬很漫长
你坚守在田野
画出白色练兵场
化了冻，冻了化
酿成冰霜也不悲伤

寒冷处，梦夕阳
风，清凉凉

泪，潸潸中有柔香
黄牛读懂你的心窗
你的一生都在酿

春风是你的新娘
她拥抱着你
已看不出你的模样
把你吻成情思，几欲断肠

雪花残，心彷徨
变成春水静静淌
暖生灵，耐思量
酿作春光丁当当

雪花酿
□ 付秀宏

一场冷雨 被打入秋的深处
突然开始怜香惜玉
那些盛开的花儿啊
注定又到了跌落的季节

一片 两片 三片
飘至 悲戚
却又像一场
蓄谋已久的花瓣雨盛会

是天女撒下的花雨
还是黛玉葬花流下的眼泪
那么壮观
还是 那么凄美

你是一朵圣洁的莲花
你是一支娇艳的玫瑰
你是一株迷人的玉兰
你是一簇赏心的花蕊

你是百花中的仙子

你是百花中的最美
纵然花如雨 雨如泪
你依然在每一场轰轰烈烈的花雨里
沉醉

向日葵
穿越时光的隧道
我窥见一抹金色的霞光
那是你深邃的笑颜

金黄的果实
总是让人想起梵高 因为
你是他画笔下不灭的灵魂

转动自己的身躯
追随挂满天空的阳光
心灵瞬间就会被照亮

就算弯曲着脊梁又怎样
不过是 你为我们托起的
希望和光明

花瓣雨（外一首）

□ 蓝小柯

芙蓉镇原名王村，座落在湘西永顺县，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镇。 1986 年大导演谢晋将
古华小说《芙蓉镇》改编成同名电影而扬名全国。古镇四周青山绿水环抱，一条溪水穿镇而过，注入猛
洞河时形成两级瀑布。瀑布高 60 米，宽 40 米，水流从悬崖上跌落而下，行人可从瀑布中穿过，奇景实
为罕见。镇区内是曲折幽深的大街小巷，临水依依的土家吊脚木楼以及青石板铺就的五里长街，处处
透析着淳厚古朴的土家族民风民俗。酉水鱼、米豆腐、土匪烟、竹筒酒、土家锦……让游人至此赞不绝
口，留连忘返。

芙蓉镇———迷人的旅游胜地
□ 黄长春

当年拍“芙蓉镇”电影的豆腐店芙蓉镇大瀑布 芙蓉镇老村

依山傍水的王村芙蓉镇矶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