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长长的大桥，桥下是流淌
的河水，河的两岸是与田野相连的
平缓的开阔坡地，坡地上长满了红
花草，一朵朵的红花印染出一片红
色的美丽———这就是我下车后看到
的美景。

桥是我熟悉的桥，河是我熟悉
的河，河两边的坡地我也很熟悉，数
年前，我同一班钓友经常来此野钓。
而红花草却有些似曾相识。那时候，
这里生长着的全是茂盛的杂草。

这一次，我同几位朋友就是冲
着红花草特地驱车而来的，曾几何
时，每到春天的这个时节，田野里到
处都可看到红花草的绽放，记得孩
提时，我们一班小屁孩就喜欢在这
个时节冲出小镇，跑到附件的田野
里撒欢，我们躺在浓密的红花草丛
中，打滚、翻筋斗、摔跤，有时候，还
会将自己“埋”藏在绿色的红花草
藤蔓中，让小伙伴来寻找。嗬———，
那时候的红花草在我们这些小屁孩
的眼里就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红花草的生命力极强，不管我
们怎么践踏，一夜过来，它们又恢复
了葱茏生机，也因此村民们并不来
制止我们这些在红花草地里寻找通
话世界的孩子们。

上中学时，曾在一本书中读到
一对情侣走在红花草地里的描写，
觉得挺有情趣，便记在了脑子里。后
来，恋爱时，忽然间想起了这个情
节，便向往着自己的爱情也应该有
美丽的红花草来装扮和浪漫，于是，
终于等到了那个春天，牵着心爱的
人的手，走在春天长满红花草的田
埂上，让满目的红花草点缀我们的

爱情，又坐在红花草丛中，倾听耳畔蜜
蜂的歌唱，和四周油菜花飘来的阵阵
芳香。我学着书中的描述，用盛开的红
花草编织了一个花环，还别出心裁地
在花环又上插上几朵油菜花，戴在心
爱的人头上，此时此刻，我为我的爱情
深深陶醉……

恍然间，二十多个春天已过，红花
草在不觉中越来越少见了，偶尔见到
也甚为稀罕，却只有很小的一块田地，
看上去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纪念，让
人反而有一种伤感。眼前漫坡的红花
草已经不多见了，它不仅美，还有一种
震撼。它一下子便吸引了我们，尽管这
里的红花草没有了浓厚的藤蔓，倒也
花红叶绿耀人眼目。我们几个朋友年
纪相仿，都有一份红花草的清结，走在
花丛中，感觉又像是回到了童年。

我们一个个掏出手机，尽情尽兴
地拍着红花草的艳美，并与红花草合
影。就在此刻，从大桥桥首处走来一位
中年妇女，她告诉我们也是来欣赏红
花草的，从她口中我们得知：她的娘家
就在附近，据说这里将成为一处旅游
景点，红花草是地方政府有意种植的，
为的就是唤起人们对红花草的记忆并
欣赏它的美丽。

我听后有些欣慰，又有些莫名的
悲哀，红花草的美丽固然应该需要
人们欣赏，可是它的美丽和价值更
应该在田地里，人们不应该忘记肥
沃田地才是它的根本，而我们为何
要有意的忽略了呢？难道这就是经济
发展转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么？这样
的代价又岂止是红花草呀———既然
我们明知，许多类似的情况或许是可
以避免的。

盛开在迷茫中的红花草
□杨勤华

穿黄马甲的小蜜蜂

原来是天使
花儿害羞地说破了这一秘密
暖暖的阳光下

舞蹈着一粒粒金色音符
谁拉响了最小的手风琴

让音乐的耳朵
把草木纷纷摇醒

据说天使只有成群的出现
人间才被唤着春天
所谓送人花香

自个儿流蜜

天规还是自律？

予人一蜇就是予自己致命的一击
惟有至高的善良
惟有纯洁无瑕的品质

这就是为什么我唤

那个翅膀闪闪整日吟唱劳作
可怜的小虫子
———为美丽的天使！

只要还有春天

这些年 清明时节
我总要上山 看父亲
我不相信那满眼的春光
那些草木 去年冬天
不都凋谢 枯死了吗
而今都已复活
都重新变绿 生长 开花
而父亲呢
他是一颗多么健壮的种子啊
我们当时是多么庄重的将他种下
那一片厚土
他怎么还不复活？ 怎么
还不草木一样 重生
笑呵呵的站到我们儿女的面前？
春天 十多个春天了
我草木不如的父亲啊
你让我怎不望穿双眼
泪水一行又一行
我想 只要还有春天
我就要上山
我就不会绝望

蜜蜂的天使（外一首）

□吴 笛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于极左文
化的束缚，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十
分匮乏，我所在狮矿每月能看一场
电影就算最幸运的。矿上看电影起
初都是在露天的灯光球场看。太阳
还未落山，就有孩子、老人在灯光球
场放上凳子占有利的位子。随着矿
山建设的发展，露天广场电影改为
室内放映。记得 1974 年 4 月在矿
工代会礼堂放影片《青松岭》，当时
只能容纳两三百人的礼堂，为了看
这场电影挤破了礼堂的门，打破了
脑壳的都有，整个礼堂人挨人，人挤
人，黑压压一片。1975 年狮矿工代
会礼堂拆除改建为矿俱乐部，还建
有一个能容纳一千多人大礼堂。记
得大礼堂座位的椅子还未安装时就
在地面放下一排排的木板当凳子，
职工群众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看
电影。

粉碎“四人帮”后，被极左和文
化专制主义而封杀的所谓“封资修
电影”开禁了。那时矿山上职工最
大兴趣便是看电影，老片子当新片
子看，管它放什么片子都有人看。每
放一部电影，矿俱乐部工作人员按
各单位人数将电影票分配到各工
区、车间。我当时在基层单位搞工会
工作，每逢发电影票时都由我去矿
俱乐部领票，领回来的电影票按人
数分到各班组。每放一部影片先满
足矿上职工后才在窗口卖给矿里的
职工家属和附近农村的农民。为了
买票人托人，人挤人，人压人的现象
屡见不鲜，屡禁不止。那时一部片子
要放好几场，都不能满足观众的要
求。每放一部新影片在全市各放映点
跑片，甚至放了上一盘下一盘片子未
来，放映员就上幻灯字幕，告诉观众
是常有的事。越剧《红楼梦》上下集
要放三个小时，因为我们孩子小，我
和妻子只有分两个晚上看，但都争着
要先看为快。那时的电影票价已由一
角到一角五分，再到两角，大家并不
觉得贵。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看电影
热潮渐渐退去了，每部新片放映时，
影院的入场口不是人挤人，而是敞
门入场。随着电视机开始普及，外国
电影在电视里已开始放了，对外国
片的禁忌也越来越少了，坐在家里
看方便多了，也舒服多了。渐渐地，
人们懒得去电影院看电影，有时看
一场电影还是单位发的票必须要看
的电影。

三十多年来，中国电影艺术和
技术大大进步了。拍出不少经典的
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并影响了几
代人。但今日的电影院已不是往日
的电影院，尤其是大城市的电影院
想看什么片子就进哪个厅，银幕大
大的，厅却小小的，皮沙发座位，一
问票价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总体
讲，今日电视发展太快，抢走了电影
的观众。而今狮矿俱乐部一年也放
几场电影，放的电影也都是逢重大
节日或年终总结表彰会时放映。

话又说回来，好的电影它的独
有视觉效果电视里无法取代的。回
想起来，小小一张电影票，从计划分
配，职工福利，再到市场，不能不说
是社会的进步。虽说票价越来越贵
了，可电影院的档次越来越高了。近
几年来，我国的电影产业发展很快，
一部国产大片票房收入就超亿元，
甚至十几亿元。这正证明中国电影
市场发展前景独好。

难 忘 的
露天电影

□徐成果

不期然地，眼前梦一般影像不露
一丝痕迹地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
鸣禽” 过渡到 “杂花生树，群莺乱
飞。”内心的萌发还在潜滋暗长，春便
深了。

一直认为用“春深似海”来形容
江南最美四月天再合适不过。春是柔
媚的，甚至是柔软的，若水一般，脉脉
的、盈盈的，都说春姑娘有着一双水
汪汪的大眼睛，“春来江水绿如蓝”
算是为春点了睛。更何况弱柳临风闲
花照水的点缀，春之万种风情，百般
娇媚，就呼之欲出了。

但是，深春之景也不只是如“千
树压西湖寒碧”的清冷、凝翠，还是有
着别样的韵致。山中同样春姑娘垂青
的所在，陶弘景就说过：“山中何所

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愉悦，不堪持
赠君。”就连几片白云也珍贵得不舍
得施舍给别人，亏得这位 “山中宰
相”只有这点家当，如果山中有着丰
富的宝藏，指不定他怎么得瑟呢？然
而，对于富含宝藏的矿山，古人的笔
墨显得十分吝啬，除了人们习惯的
“炉火照片天地，红星乱紫烟”的缤
纷、“青山凿不休，坐令鬼神愁”的豪
情，其他的篇什恐怕是寥若晨星。这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来说，不免有
几分失落。

山中看春是要有一双看春的眼
睛，矿山自然也不例外。如果只是看
到挺立的井塔、高大的厂房、穿梭的
人流，还有那美化了的绿化了的亮化
了的环境，你仅看到是矿山的表象，

尽管这饱满的景致同样让人感动，但更
深的春景在千米之下，那里有春的悸动、
春的喧闹、春的呐喊！每一次悸动，都将
蕴藏在大山肌体上的资源爆破、剥离；每
一阵喧闹，都发自破碎机轰天的歌唱、提
升漏斗沉甸甸的抒情；每一声呐喊，都
在为又一个安全高产日庆生。矿山春
深，不是一片片描绘出来的，也不是一
点点晕染出来的，而是大块砌筑、大笔
的挥洒，用汗水哗啦啦泼洒出来的。与
水的柔媚相比，矿山的春天更加硬朗，
也更有气势。这种硬，是比岩石还要硬
的追求，比钢铁还要硬的意志！她们从
井口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一遍又一遍
地加深着矿山的春意，涂抹出矿工汉子
满眼的春色。这才是真正的 “山中宰
相”，不但富有，而且慷慨付出。矿山的
大度不但成就了企业的辉煌，也使得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每一个日子更加有
声有色。

矿山春深深几许？四围青山，岭上白
云；地层深处，景状无重数……

春之深
□沈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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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洋界

在英雄长眠的地方
高矗的纪念碑和我一样无言
而脚下 春天站的更高了
遍洒英雄血汗的土地
五月 红花灼灼

在曾经的战壕前
聆听松涛的絮语
描摹当年的壮烈与悲怆
两行浊泪
写不尽江山的冷酷与妩媚

斑驳的林地旁
是谁在倾诉今日的怀想
理想的高地
是炸不塌攻不陷的巍峨
耸立在每一个瞻仰者的心头

八角楼

沿着逼仄的楼梯
我登上了八角楼
小小的木质阁楼
在如磐的岁月里
忠诚地为襁褓中的革命
遮风避雨
而红米饭南瓜汤
则为羸弱的中国
强肌健体

夜晚 灯光如豆
划破沉沉暗夜
厮杀之声
在纸上疾走
雄韬伟略
在油灯下孕育

一簇火星 终成燎原之势
点亮 黎明的中国

在黄洋界遇雨

刚才还是朗朗乾坤
转瞬便暴雨倾盆
黄洋界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
使我们猝不及防

其实，何必惊慌
雨大雨小无所谓
淋湿的归途 可以晾干
淋湿了的黄昏 可以收藏

我喜欢这雨点敲窗
像先贤的夜半之语
像嘈嘈切切的山溪
再一次把我的内心照亮

井冈山杜鹃

一坨一坨的红
堆积在山塬上
把五月的井冈山
打扮得楚楚动人

一脚踏进你的土地
心儿便加速了跳动
哦 这里是幸福的源头
中国之厦的根基

从此 杜鹃的红艳与山溪的潺湲
日夜在我体内奔走
我日复一日的修炼 没有止境
不允许污浊秽言
偷换世界的炫色
当信仰上升到旗帜的高度
迎风招展是我们唯一的理由

井冈山抒情（组诗）

□周宗雄

文 学 副 刊

槐花里藏有童年的记忆？槐花开
出了山野的静谧？槐花收藏着最后的
春色？反正，想去看槐花了。

山下的槐花落尽了，我们相约，
到响水河。

平原地带的槐花总零星在沟沿
村头，只有响水河的槐花漫山遍野连
片成海花开如云。

响水河蜿蜒在洛阳万安山的褶
皱中，万安山和嵩山峰峦相连，但它
却是秦岭的余脉。

一道山谷曲径通幽不知深浅，一
条小溪淙淙而鸣不知其源，不由浮
想，逆流而上，是否能寻出一个桃花
源？响水河流水叮咚，这大约就是它
名字的由来吧，但我感觉叫响水溪更
贴切些，因为那河实在太小了。但小
有小的曼妙，一路伴你而行，没有滔
滔的喧嚣，没有如雷的轰鸣，汩汩的
水声若断若续，和着细碎的鸟鸣，似
一曲舒缓的背景音乐。

两岸满目苍翠，以槐树居多。四

月底，平原地带的槐花已纷披凋零，
洛阳城的锦绣牡丹也大都绿肥红瘦
风韵不再，而这里，无边的槐花却繁
盛如云，洁白似雪。成群的蜜蜂，来赴
这场槐花的约会。一树树的槐花，欣
然开出飞翔的姿态，把一年的思念酿
成槐蜜，回馈蜂蝶优雅的亲吻和缠绵
的耳语。

帝都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开在
游人如织的红尘中，洛阳的牡丹太过
喧闹富贵，而响水河的槐花，恬淡、娴
静、慵懒、悠闲，不为炫耀，不为逢迎，
无欲无求，野舟自横，自家女儿般让
你惬意怜爱，陶然而醉，心静如水。

河谷很静。溪水在乱石间不停地
变幻着流动的身姿，水草无声的摇
曳，螃蟹静静地游移；林间小径，偶有
松鼠一闪而过，追着你温软细语的是
那几只多情的蜜蜂；草木森森的崖
壁，不时有山鸡嘹亮的鸣叫在烟云间
回荡，恍然一种“人家在何处？云外一
声鸡”的诗情禅意；喧闹的只有我们

开心的说笑，恣意的只是阵阵袭来的槐
花香。

一路流水淙淙，一路槐花似雪，一
路香气扑鼻，响水河就这么小桥流水小
鸟依人地婉约着，偶尔也乱石穿空地豪
放一次。距山顶不远处一块巨石，刀砍
剑劈般豁然开裂，仅容一人的一线天里
寒气逼人。石上“山崩石裂”四个字让
我们遐思，响水河谷是怎么形成的？地
壳变动石破天惊的杰作？浅吟低唱精雕
细刻的流水冲刷？

再往上走，居然是一道绝壁飞瀑，
水量不大，但飘逸、秀美，是响水河这首
小诗中最出彩的佳句吧。

迂回攀到上面，却发现山顶不是水
穷处，响水河的源头不知隐在哪片乱石
杂树中。山顶也不是我想像的孤峰插
云，而是一片天苍野茫的开阔山野，但
我仍然有一种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豪迈，
真想伸开双臂，仰天长啸。

还真的听到一声长啸，浑厚悠长，
呵呵，那是牛的鸣叫。我大为惊奇，这么

高的山，牛是怎么上来的？循声而望，漫
山遍坡的槐树林中，几只牛在悠闲的吃
草，却不见牧人何处。平日腻烦了刺耳
的车笛声，此时，在山野，在林间，牛的
鸣声和先前山鸡的啼叫嘹亮成一首归
去来兮，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田
园牧歌。

就这样，你的心事被槐香融化了，
你的烦恼被流水冲走了，往日浮躁的
心，被满眼的野趣抚慰得响水河般澄澈
明净，你真想在此结庐而居，一醉经年。
遗憾的是，我们只是匆匆过客———你可
以让响水河流在你心上，你可以让槐花
香飘在你梦中，但你却无法朝朝暮暮，
我们终将带着依依眷恋，重回凡尘。

归途中蓦然发现，花开正盛，满树
蜂飞，却偶有白色的花瓣恋恋飘落，我
知道，那是响水河和我们惜别的眼泪。

挥挥手，我们和槐花、和仅存的春
色作别。

山下，夏日的潮水已悄然淹没了平
原的村庄。

槐香十里响水河
□逯玉克

就在人们纷纷感叹时光都去哪儿
时，我也悄悄跨入知天命之年。在如今
生活条件大大改善的时代，刚过半百
的年龄是不应该与老挂上钩的，我因
此暗暗鼓励自己：趁自己还没老，要好
好享受生活。

但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接下来的几起偶遇让我有了年老的感
受。一日，我来到一超市，准备买点生
活所需品，草购结束后，便准备买单回
家。排队时，眼见出口处约 10米开外
有一临时搭建的服务台，台边静静地
坐着二人，台上放一摞报纸及眼镜盒、
血压计等物品。台前不断有人经过，却
未见二人推销或宣传个啥，我看着有
点纳闷。待我买单结束，经过台边时，
二人却发话了：“免费赠阅老年报、电
视报及老花眼镜呐”。说话时，我分明
瞧见二人眼神直冲于我。但我没理睬
他们：什么眼神！为什么只对我喊，还
什么老年报、老花镜呢，难道我老了
吗？要知道，我才半百啊。

又一日，我回家路过市区一天桥。
那天是周末，几天连阴雨后天刚放晴，
所以外出人很多，天桥上的人群也是

熙熙攘攘。如此好的天气，当然也缺不
了哪些散发小广告的，这其中以房产
和老年保健品广告信息居多。我对这
些基本没有兴趣，只顾走路中，隐约感
觉身边有香气袭来，待我抬头一看，见
几个手拿保健品宣传单的小女子正快
步向我走来，满脸热情的说道：“大
爷，有保健品免费拿，益寿延年呢！您
有兴趣看看吗？”。再瞧瞧身边，哪些
散发健身、房产广告的，对我几乎无动
于衷，其眼神也基本没光顾于我。

还一日，家边一商场开业，优惠活
动多多，人山人海，我也去凑凑热闹。
来到润肤品柜台，我忽然想起我日常
使用的大宝 SOD 蜜快没了，赶紧买
瓶吧，于是我顺手拿起一瓶便问导购
员：“请问，这瓶 SOD 蜜多少钱？”，
导购员一瞧，笑着对我说：“老师傅，
您看错啦，这是沐浴液。”听此言，我
再定神聚光，果然是沐浴液！难道我是
真的老眼昏花了，还是一时确实没看
清？就在我模糊之际，我的一位朋友带
着他的外孙女也来逛商场时恰巧看见
了我，小朋友好乖巧嘴甜，见我与她外
公搭讪，便赶忙向我问好：“爷爷

好！”。朋友一旁立马纠正：“是叔叔
好”，见爷爷教诲，懂事的小朋友随即改
口，但我却隐约看出她有一副不大情愿
的样子。都说童言无欺，看来还是我的
面貌唬住了她啊。

接连的“打击”，让我不得不再次
正视起自己来。回家后快速奔向镜子
前，眼见猴急的皱纹及匆匆的白发啥时
早已抢占到我头脑显眼位置，不得不让
我加入到即使不是老年但至少是老汉
的行列了，而这一切在此前竟然没有
引起我的重视。看来，岁月确实是把无
情剑，对每个人都是那样毫不客气的
在他的外表逐渐刻录下一道道的年轮
来。我忽然感叹道：不服老不行啊！见
此情由，一旁的妻子安慰道：一点皱纹
和白发算什么？人活着，好的心态才是
最重要的。妻子的话让本来心态还可
以的我一下宽慰了很多，并顿生一点
感触来：是啊，芸芸众生，每个人迟早
都会老的，但不管容颜如何的老去，我
们的心态不能随便的老去，积极为家
庭、为社会做点有益事的思想不能堕
化，否则，那就是真的老了，甚至是一
个没用的人了！

不服老不行
□盛叶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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