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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贵如油，不假。
上年的干，头年的旱，再加上冬季的

冷，把天地间染得灰蒙蒙的。天空是雾的，
火灰色，空气是浓浓的土腥味，叫人作呕。

山上乌黑乌黑的，落叶林里，光秃秃
的树杈树丫上，片叶不留，树皮上还粘贴
着一层厚厚的灰，人走进林子，盘动树枝，
灰尘就飞飞扬扬，往你身上满处钻，痒得
钻心。四季常绿的松树，半截身子变黄了，
变红了。

田畈地里，更是毫无生机。小麦叶片，
黄焦焦的，打卷，厌妥妥的。油菜苗长不起
身，张张脸乌紫乌紫的。干裂的塘，依旧还
是满脸皱纹，见不到一丝润色。老农仰天
长啸：“再不下雨，没法种，更谈不上收
啊！”……

万物急等着雨，苦盼着水！
春雨来了，悄无声息。就在万物昏沉

沉之时，春雨在甜丝丝春风送拂中，飘飘
逸逸下来了，先是把天空抹亮了，抹蓝了，
空气甜津津的。再把山上的树啊，田畈中
的苗啊等等的植物上的灰啊尘的，清洗掉
了。树杈间，就冒了嫩绿。麦苗儿就舒展了
身子，脸蛋儿滋润靓起来。油菜见水一抖，
苔儿就往上冲。然后把大地润湿了，闷得
慌的草芽儿从土里，纷纷往外挤，挤绿了
田埂，挤青了河滩……

春雨来了，轰轰烈烈。热烈的南国风
郎，与北国冷艳女郎，一见钟情的爱恋，电
闪雷鸣，真真切切，霎时间，催生出春雨这
一爱情结晶。劈哩啪啦，呼呼啦啦，春雨呼
啸而下。填平了塘堰的沟沟坎坎，抹平了
道道皱纹；干渴的小溪流淌着欢快的笑
声；鸭啊鹅的，奔出围栏，扑进池塘，与春
水亲吻，和水嬉戏……

雨住了，土壤长胖了。老农驮着犁耙，
牵上憋闷了一个冬季的耕牛，呼吸着甜丝
丝的空气，打着响亮的哈哈，冲着油亮的
田畈吼叫：“春雨啊，油一样的金贵，今年
又是一个好年成！”

春雨贵如油
□熊立功

冬日无雪，就像青春没有爱情，不完
美。节气的最后几个音符，琵琶声起，渐渐
高潮，朔风刮了，铅云垂了，甚至深夜未眠
的人告诉我，雪子落过，但终究没有一场
雪，来白了眼，白了屋，洁净了天宇，让绚
烂七彩归于黑白宁静。那些咏雪诗，小寒就
开始聚集思绪的峰顶，蓄势待发，却终于让
三月阳春般的暖冬捂热了，几乎化成雨。

气温很舒服，指尖暖气氤氲，常青树
木绿得油亮，女孩一身春装，无雪之冬其
实美好，可心里总是忽忽的，如同远行人，
总恍惚有未尽之事。再抬头看天：雪在哪
里？今年还来吗？竟有老友般的悬望。棋
盘空寂，红泥绿酒，无雪不成冬，似乎都成
空置。

春桃李，夏清荷，秋菊冬梅雪，每个季
节都有各自风韵，就像人生五味，未尝苦
不知甜；而大雪封门，蛰伏窗下，雪光凛凛
中，热情暂消，恰可反刍一年过往。太过热
闹绚烂，五色五味五音，令人神醉目迷，难
以深入，终成镀金的生命，是雪让季节慢
下来、人静下来，离开季节的叙事和抒情，
走进理性，接受日子的渗透和浸染。雪，是
一年终结，是年的成人礼，一个郑重的仪
式。

我想高鹗是理解雪芹的，红楼终于一
场大雪，最美的理性就成诗了：白茫茫一
片真干净。雪芹没等到，高鹗替他站立雪
中，满目苍凉。踏雪寻梅，寻章摘句，裹风
过灞桥，蹄儿得得，宜于一口小毛驴，但终
于不能寻得“千山鸟飞绝”的孤傲凛冽，
“风雪夜归人”的温暖清寒。雪，终于是寒
的，却要用热的心去承接，还要恬淡无波。
孟浩然的季节是深秋，还来就菊花，把酒
话桑麻，他也没等到那场雪。

于是需要酒，化那郁结、块垒，化那苍
茫入诗，那是智者、大家之境。寻常人，等
一场雪，等一种全新的场景，是对一成不
变生活的暂离，那种急切，胜过寻诗入囊。
北风还在呼啸，一场雪窥视凋零的大地，
孩子们仰着脸，迎接第一粒雪。他们欢呼
雀跃，等着堆雪人、打雪仗，验证鲁迅先生
的雪地捉鸟的乐趣：“扫出一块空地来，用
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
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
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
鸡，角鸡，鹁鸪，蓝背……”先生说“我于
是又很盼望下雪”。

盼雪还有老农，如果拟人，还有地里
的麦子，远山戴雪也很美，雪松也好看。屋
檐悬挂的锥形冰凌，很适合握在手里，模
拟一场冷兵器时代的短兵相接。某处雪地
梅香了，两行脚印如同笛箫相随，那是相
爱的人去了，请勿跟随。似乎每个人的生
命里，都会遇着一个叫雪的女子，干净俏
皮，不是吗？喜欢雪地脚印，像一首含蓄隽
永的温暖小诗。可是，阳光如此，这些场景
十分遥远。雪，还未启程吗？

白乐天问刘十九时，窗外天欲雪，不
知后来下了没有。今冬刚尽，仍可期待一
场雪。只望深睡醒来，满室雪光，窗外有孩
子欢呼：下雪了！下雪了！

等一场雪
□董改正

春暖花开，鸟语花香，这正是人们外
出旅游的最好时节。这也让我常常想起
那年因为参加一个讲习班，而登上黄山
的回忆。

那是上世纪的 1992 年 11 月 23
日，省政研会举办了一个以“关贸总协
定和对外开放” 为主题的高级讲习班，
我有幸和有色、发电厂、小钢联的三位同
仁来到了黄山市电力宾馆，这也是我第
一次来黄山，印象尤为深刻。在四天讲习
班时间里，让自己较为兴奋的事情有好
几件，当时的副省长吴昌期、中国政研会
副秘书长，也曾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顾
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韩岫岚等领导和
专家相续授课，并还组织了大家游览闻
名遐迩的游览圣地黄山。

记得我们是随同导游小姐一道乘坐
缆车上山的，一路上奇松怪石，风光旖旎
的美景让我们心花怒放，激动不已。导游
也热情向我们做起介绍，黄山享有“五
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和“天
下第一奇山” 之美誉；这里的奇松、怪
石、云海、温泉堪称四绝；还有二湖，三

瀑，十六泉，二十四溪；春夏秋冬景色各
异。当我们来到向往已久的迎客松景点
时，这里八方宾客，人满为患，导游趁机
开始了讲解。她说，驰名中外的迎客松位
于玉屏楼左侧，右侧有送客松，楼前有陪
客松、文殊台，楼后是玉屏峰。峰石上刻
有毛泽东草书“江山如此多娇”。楼东石
壁上，刻有朱德元帅“风景如画”的手
迹，和刘伯承元帅所做《与皖南抗日诸
老同志游黄山》 的诗：“抗日之军昔北
去，大旱云霓望如何。黄山自古云成海，
从此云天雨也多”。我们匆匆拍照完毕
继续赶路。当我们来到“飞来石”景点
时，真的让我们惊叹不已，只见在这平天
矼西端的群峰中，有一巨石耸立，巨石高
有 12米、长 7.5 米，重约 360 吨，且形态
奇特；尤为神奇的是如此巨石却被竖立
在一块不大面积的岩石上，让人不能不
叹为观止！听说黄山有名可数的石头的
就达 1200 多块，大都是三分形象、七分
想象，比如梦笔生花，喜鹊登梅，仙人指
路，老僧采药，苏武牧羊等等。

我们一面走路，一面看景。导游赶紧

纠正我们，黄山素有“走路不看景，看景不
走路”一说，否则是不安全的。我们来到温
泉区的观瀑楼时，大家眼睛一亮。只见眼前的
九龙瀑，飞流直下，水声轰鸣，一地琼花。它源
于天都、玉屏、炼丹、和仙掌诸峰，自罗汉峰与
香炉峰之间分九叠倾泻而下，每叠有一潭，称
九龙潭。古人赞曰：“飞泉不让匡庐瀑，峭壁撑
天挂九龙”，这也是最为壮丽的瀑布。

当晚，我们住在光明顶的旅馆，目的是
为了第二天一早看云海。记得当时这里条件
不是很好，伙食也贵，一碗面条是 10 元，每
人还要租一件军大衣，以便翌日一早看云海，
不过大家也顾不了许多。记得最浪漫的应该
是次日清晨，大约5点多钟，大家都精神抖擞
地爬起了床，纷纷跑到外面的观景台，当东方
晨曦之时，只见流云散落在诸峰之间，云来雾
去，变幻莫测，一铺万顷，波平如镜，映出山影
如画；远处天高海阔，峰头似扁舟轻摇，近处
仿佛触手可及，不禁想掬起一捧云来感受它
的温柔质感。待到微风轻拂，四方云慢，涓涓
细流，从群峰之间穿隙而过；云海渐散，清淡
处，一线阳光洒金绘彩；浓重处，升腾跌宕稍
纵即逝；云海日出，万道霞光，绚丽缤纷。

黄山行
□杨信友

老李决定玩一回浪漫，给老伴艾叶过
“三八”。他问艾叶，你说这“三八”怎么过？

艾叶说，过“三八”跟过“五四”一
样，都不属于我这个年龄。老李想想也
是，就是“春节”那样全民享受的节日，
老伴也没有享受到实惠，反而是更加忙。
但是现在他不是退休了吗，怎么得也要
给老伴过个她自己的节日。老李说，给你
买一件衣服？艾叶说，衣服多得穿不了，
浪费。带你出去旅游一趟？艾叶说，那比
干活还累人，遭罪。那就给你
买一束花吧？艾叶说，那玩意
又不能当饭吃。

老李知道，艾叶是舍不
得花钱。俩人最后一合计，来
了个折中的办法，老李带艾
叶去本市农村一个有名的景点梅园看梅
花，中午带她去吃老干妈鸡汤面。既旅游
了，又欣赏了花，还下了馆子，花钱不多，
但一点也不缺少浪漫。反正这个“三八”
节，要过得像那么回事。

艾叶从衣橱里拎出一件玫瑰花的羊
绒大衣。老李问，换上？

嗯，艾叶点点头。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呢？给你买回三

年了，你总共还没有穿上三回。

总不能把它当工作服穿啊。成天不
是带孩子就是烧饭擦地，哪有机会穿？

艾叶换上玫瑰红的大衣，立马年轻
了好几岁。她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瞧瞧，
腮边浮起两朵红云，抿嘴低头，笑了。

俩人换了衣服和鞋子，正待出门，儿
子突然打来电话：

老妈，宝妈今天过“三八”，中午单
位聚餐，下午她们同事一起去 K 歌。幼
儿园老师下午放半天假，你中午去幼儿

园接一下宝，下午他就交给你了。
老两口无奈地对视了一眼，老李很

生气，却又发作不出来。艾叶说，罢了罢
了，你去市场买菜吧。一边说着，一边就
脱了大衣，换上一件烟灰色的旧薄袄。

老李接了艾叶递过来的菜篮，拿了
钱，刚跨出门，腰间的手机凑热闹似的叫
了起来。电话是女儿打来的。

老爸，叫我妈中午多烧点，星星中午
去你那吃饭啊。我们今天过“三八”，单

位带我们去梅园看花……
你妈也要过“三八”！老李突然对着电

话吼起来。艾叶对他摇头，摆手，生气得直瞪
眼。

你这是干什么？老人没个老人样。孩子
们有事，还能想到我们就是我们的福气。赶
紧买菜去，宝喜欢吃鱼虾，要买新鲜的。星星
正发育呢，买点骨头回来给她煲汤。

老李去了菜市场，艾叶又分别给儿媳和
女儿打电话，叫她们好好玩，家里有我呢，晚上

都回来吃饭，省得回去再烧了。
傍晚，儿媳匆匆忙忙地赶过

来，捧了一束花，粉红的康乃馨，
洁白的百合，还有几只嫣红的玫
瑰。这花其实是她丈夫买给她
的，她带过来送给婆婆。艾叶接

了花，乐得直呵呵。
一会儿，女儿拎了一代菜匆匆忙忙地赶

过来，一进门就赶紧系上围裙。老妈，你辛苦
了，我们一直就把你当妈，就没有把你当女
人。今晚你歇着，我烧饭。老妈一张老脸笑成
一朵花，都烧好了，老妈还能烧得动。等到那
天烧不动了，就真的要退休喽。

俩人一番话，说得老李动了容，他扭头
对儿子说，去，开车去接你奶奶，今晚我们给
她们过“三八”。

妈妈过“三八”（小小说）

□何荣芳

微信朋友圈里，好友分享了一个测
试。说实话，我对这些网络上的所谓测试
一向不感兴趣。什么测性格啊，测运气
啊，测心理啊，在我看来，只不过是获取
点击量的噱头而已。这次不同，标题一下
子就吸引了我———听声音，猜城市。

饶有兴致地点开，几秒钟后，在舒缓
的轻音乐中出现了几行小字：看电影、看
直播、看热闹的世间百态，你的眼力越来
越好，但你的耳朵呢？

带着好奇与疑问点击图标，测试就
算开始了。首先，传来一阵阵吹哨子的声
音，同时出现了三个选项：北京、深圳、贵
阳。思索再三，心中实在没有确切答案，
反正别人看不到结果，索性凭借感觉选
择一个，结果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
“×”号，并且在一旁附有正确答案：您
刚才听到的是鸽哨，是一种系在鸽子身
上的发声器，鸽子飞动带动的气流穿过
鸽哨发出声响，本是清朝八旗子弟闲时
娱乐的东西，不想却玩出了一门学问。
哦，答案原来是北京。

恍然大悟。下一题。一阵门铃声响了
起来，之后紧跟着一句“您好，欢迎光
临”。选项依旧是三个：太原，南昌，上

海。这种声音我不止一次地听过，每当进
入便利店，经常会有这种声音响起，我知
道他更大的作用是提醒店主，有人进来
了。不过，到底该选哪一个呢？门铃声一
直在响，似乎在催促我赶紧做出选择。应
该是上海，在这三个城市中，上海的便利
店是最密集的。果不其然，答对了！答案
显示，上海是全国便利店密度最高的城
市，如果在街道上画一个直径 100 米的
圆，能圈进 5家便利店。

再来。听到有人在唱戏，那声音高昂
激越、强烈急促，似乎在扯着嗓子大声吼
叫。用排除法，最终选择了西安。没错！这
是起源于西周，号称关中八大怪的秦腔；
继续。呼呼啦啦搓麻将的声音，不用说，
一定是成都。麻将对于成都人的生活，似
菜肴中的辣椒，缺之无味，成都人的大事
小情里，从来少不了麻将。

……
测试结束了。最终得到了 86分，勉

强优秀。忽然，我心底里产生了些许感
触。正如测试前提示的那样，我们看电
影、看直播、看这个纷繁的世界，但是我
们用心听过周围的声音吗？我走过内地
的不少城市，看到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

流，吃到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美食，却从没想
起过用耳朵去倾听一座城市。我又想，如果
用一种声音形容我所居住的城市，那该是怎
样的一种声响呢？那该是从两千多年以前传
来的经久不息的回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那该是一句句响亮且富有韵律的快书：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该
是客居在此二十三年之久的李白，站在酒楼
上一次次地深情吟诵：我家寄东鲁，谁种龟
阴田……

然而，之前，就在这座城市中，我耳朵里
装着的全是小贩的叫喊，汽车的笛鸣，洒水
车的鸣叫。我从来没有静下心来，听一听这
座城市独有的声响。哪怕是迈出门去，听一
位老者骑着一辆老式的自行车，“吱呀吱
呀”地压过一片片落叶；哪怕是独自踱步在
落满积雪的小道上，听一阵风把枝头的积雪
吹落；哪怕是听一只小小的鸟儿，在草地上
随心所欲地啁啾……

每座城市都有属于它的独特的印记，有
的需要你用眼睛去发现，有的需要你用味蕾
去感知，有的需要你用双手去触摸，有的，则
需要你用耳朵去倾听。其实，无论身在哪座
城市，只要拥有一颗对美充满向往的心，必
能听见它的浅吟低唱。

听声音，猜城市
□翟 杰

湖畔闻鸟鸣

三二鸟声传来了
好好听
举目望去，不知鸟栖何处
只见柳梢头堆起了轻烟
嫩绿嫩绿的
向四方逸开

天蓝了
水绿了
好听的声音
送得愈来愈远了

碧波间的水鸭子

划出一道道
荡漾的涟漪
是在谱写着

春的乐曲吗？

哦哦，多写几章吧！
用不了多久了
天地间会响起
春天的大合唱

广场辛夷花

不是才开放的吗？
一朵朵的辛夷
还没有完全展开
花瓣儿竟黄蔫了

好几天满湖的雨寒
枯萎了王维的诗意
可是新的花蕾，在阳光下
从枝条间纷纷跳出

翠湖春意（组诗）
□吕达余

雪……雪……
真的能一改江山的颜色？

双眼可以迷茫
哆嗦的嘴就请不要吟唱
谁喜欢冷酷的日子

雪的柔软总包藏
一种可怕的坚硬
一副假象
硬把世界描绘出如此臃

肿 贫乏
让人举步维艰
我们天性渴望温暖
即便北风呼来一万匹狼
梅花早已看破
一年这最后的疯狂

埋不住的小草———
眼下还是冻僵的草根
会悄悄告诉 托举的土地
大白天下的真相

大白天下的真象
□吴 笛

大手牵小手，
心里乐悠悠，
老树贴嫩叶，
全身淌暖流。
血缘浓于水，
隔代亲不夠。
宝宝长一岁，
爷爷老一圈。
老树发新芽，
小树绿油油。
老幼情浓浓，
隔代亲悠悠，
和风拂细雨，
清泉缓缓流。

又见石桥

江南雨水多，
水乡多石桥，
桥身斑驳黝黑，
石刻雨雪风霜。

清清江水，
巍巍石桥，
水过石桥匆匆去，
学子别桥走四方。

茫茫天地，
幽幽石桥，
游子思乡情苦，
梦回江南又见石桥。

悠悠岁月，
颤颤石桥，

桥边都市疯长，
石桥叹息石桥老了。

石桥老了，
石桥老了，
凝固的乡情物化的乡愁，
我梦中的石桥百年不老。

都市小巷

都市里有大街也有小巷，
大街似江河奔腾喧哗，
小街是清泉深藏崇山峻岭，
缓缓流淌温谧安详。

小巷简陋狭窄，
沒有大街热闹繁华，
淡淡的清静淡淡的闲适，
巷头巷尾飘飞缕缕幽香。

小巷幽深幽长，
联结小区百姓人家，
柴米油盐小小店面，
日出日落天天开张。

穿过都市走进小巷，
小巷默默从不声张，
来来去去平头老百姓，
说说笑笑热情随意又融洽。

走过大街走进小巷，
走进安宁走出喧哗，
远离浮躁多了人情味，
小巷俗世纯情源远流长。

隔代亲（外二首）
□卢达甫

数十年前
一个飘雪的情人节
我载着浪漫的舞步
坠落于人间
当所有的前倾往事
化为雪
化为泥
归于尘埃
你才知道我的好
那也是一个飘雪的美丽

夜晚

我却无心看风景
虽然知道我们的爱情
已走到尽头
你却没作任何的挽留
路灯伴我孤独的脚印
走向茫茫无际的雪夜……
每当一年又一年的雪
翩然而至时
我不知是喜或悲
为那爱雪的女孩
还是未那迟来的雪……

致自己
□周 凤

仿佛是从天上倾泻下来
的金黄

一夜之间，大地就被淹
没了

茫茫一片，一望无边
桑田沧海，原来并不遥远
三月，我在高耸的油菜
花间徜徉
天高云淡，空气里弥漫

着唯一的花香
蝴蝶和蜜蜂变得异常忙碌
那么活跃，像钻入了一

只沉甸甸的蜜罐

还有低空飞过的燕子，有
那么一瞬

我害怕，它们会被醉人的
芬芳误了方向

没有风，没有波涛，整片海
都是暖的

那一刻，我多想，化作一尾
悠闲的石斑

山坡青青，此时，它们成了
牢固的堤岸

放下手臂，闭上双眼，我仿
佛能够听到

有风的夜晚，那轻拍的海浪

油菜花海
□周 萌

铜
官
山

红
梅
傲
雪

张
雨
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