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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荷花，是一位十八岁的
乡下妹子，出水芙蓉一般的美丽与
干净，她们就像是一群从天而降的
仙子，在人间亭亭玉立地迎风起舞，
散发着芬芳的花香，令人心旷神怡。

五月的夏天，还有些羞涩，不像
这六月的情怀那样豪放热情，一朵
朵出水的荷花，就在这水面上静静
绽放，一双双寻美的目光，在这里和
它们集体邂逅，一场温馨的故事，也
许比这六月的风更加火热更加激
情。

为荷花，六月里我的心，只属于
乡下的荷塘。

它的静与净，让一种美变得超
凡脱俗，让人情不自禁地爱与敬。在
这个原本让人烦躁不安的季节，当
你面对一朵荷花，你的心似乎就会

瞬间禅悟，慢下来的光影里，淡泊，在
随风弥漫，驱散欲望的炎热，带来微凉
的风。

在我中华大地上，世人对莲的喜
爱，自古就有之。数不清的古诗词曲
里，都有着对莲的描写和赞扬，古人对
莲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宋朝的咏莲
鼻祖周敦颐在其著名的《爱莲说》中
写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的佳句，成为赞美荷花最好的例证，被
一代代人传唱和吟诵。

这美丽的不俗的荷花，入诗，平平
仄仄着诗风词韵；入画，就是传世的不

朽丹青。尤其是那些文人墨客，爱莲读
莲，将自己对莲的喜爱，融入到了自己
的骨头里。更有为官者，总要把一幅莲
花图，挂在自己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或是一种提示或
警醒的话语。

每次外出旅游，我都会选择那些
有荷花的地方，对于我来说，旅行不必
在乎目的地，只是能彻底放松自己的
心情就好，如果在旅行的过程中，还能
让自己的心灵有所悟有所收获，那就
是额外的惊喜了，不是吗？就像面对这
一朵朵荷花，任目光的小舟，游荡在莲

叶田田间，心儿此时就像是一尾水塘
里的游鱼，多么轻松多么自由，而自己
的思绪，就会像是一只飞舞的蜻蜓，在
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我自己的，可以
抛开世俗的烦恼，远离物欲的玷污，让
一颗心彻底静下来，让自己的一颗心
能这里安逸的安放，尽情地享受。

一阵香风吹过，搅动我心湖的一
圈圈涟漪，不由得想起王昌龄的《采
莲曲》，顿觉连风都有了诗风词韵的
味道。

夏日炎炎，夏花烂漫，唯有这荷
花，在水池的中央，用自己高贵的美
丽，为一颗颗世俗的心，制造着生活中
难得的荫凉，给人的心灵找到一片栖
息地。

六月闻荷香，我的心被这荷花的
芬芳，灌醉！

六月闻荷香
□路志宽

“是谁，在这午夜歌唱，为我送
来一缕温暖阳光；是谁，在这冷冷
天空里，洒下一把温暖稻草，轻
轻，落在我冷却的心上，为我挡去
忧伤……”

多年前读过的一首诗，谁写的，
我已不记得了。这些文字，让我读出
的，是一颗孤独寂寞的心，漂泊在苍
凉无涯的清寒里，漂泊在感伤忧郁
的诗行间。身在红尘，当心灵无法逃
避的冷寂出现时，谁都希望，在冷寂
黑暗的生命寒冬里，出现一把可以
带来温暖、安慰心灵的稻草？

一直记得，年少时的一件事。那
天，为积攒学费，我将扎好的芒花扫

把挑到镇上去卖。卖完扫把走在回家
的路上，天已经黑了下来。虽然路还算
宽敞，但中间有一段路荒无人烟。大人
们曾说，这个路段发生过一起吓人的
车祸，死者是两名年轻的下放知青，死
状惨不忍睹。当时，正值过春节，乡亲
们无法同他们的亲人联系上，就只好
将他们安葬在公路边的山坡上了。

那一天，我在走近这个地段时，想
起大人说过的话，头发“噌”地一下就

竖了起来。那一刻，我感到了突如其来
的阴森、窒息和恐怖。我拼命地想跑，
双脚却是那么沉重。恰在这时，一束手
电光照了过来，一位大爷出现在我的
视野里。他见了我，说：“孩子，黑灯瞎火
的，你一个人走不怕呀？”我颤着声音
想说什么，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爷
见我如此胆怯，说：“孩子，别怕，大胆地
往前走吧，我在这儿用手电给你照
着。”听他这么一说，我狂跳的心平静

了许多，踏实了许多。
就这样，老人远远地为我打着手电

的画面，烙在了我一生的记忆之中。我
想，那个晚上的那束手电光，不正是那
时那刻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心灵稻草么！
心灵稻草，似黑暗中出现的光亮，安抚
着心灵，给生命注入胆量和勇气；更似
孕育芬芳的花蕾，以不绝如缕的幽香，
在心灵的山谷，执拗飘拂，久久回荡。

现实生活中，有心给予别人稻草，
又不希求得到回报的人，总会适时地
出现。那些微不足道的心灵稻草，足以
让处于人生冬季的人，在长长短短的
一生中铭记，并彻悟尘世之间所有美
好而温馨事物真切的存在。

心灵稻草
□程应峰

5 月，我要去一个诗歌之乡去
听一场有着足够的温度的雨。诗乡，
也便是我们安徽的宿松县，宿松要
为诗歌举办节日，并且这已是第二
届诗歌节了。这样的节日里，诗歌不
正像天上的雨一样飘飘洒洒吗？这
将是一场十分别致的雨。

作为诗歌之乡，其内涵应该为
古今两个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第一
帝秦始皇到过宿松，安徽籍皇帝朱
元璋也到访过古松兹，还有中国诗
坛重量级的大佬陶渊明、李白、苏
轼也在此驻足游览，并留下大量的
诗文遗迹。而实现意义的诗歌之
乡，表现为爱诗和写诗的一直就不
是一个小数目，上至七八十岁的老
者，下至在校就读的学生，有父子
诗人，有夫妻诗人，有些人活到风
烛残年了，突然拿起了笔写诗，还
有些青年学生，在高等学府里选择
了诗歌研究。一个县有着两百多位
诗人，这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还
会有人对“诗歌之乡”的称谓表示
怀疑吗？

活动期间，我与宿松本土的一
位诗人闲聊，那位诗人在感叹他们
的文化底蕴还不够厚实的时候，
我当即开了一句玩笑，我说再过
一百年，你们这儿的文化底蕴会
异常的丰厚的。那诗人显然没明白
我的意思，我笑着说，再过一百年，
你们这儿的吴忌、司舜、吴垠康、祝
凤鸣，不都是你们这儿的文化遗产
了吗？说着这话儿的时候，没想到
身为宿松作协主席的吴垠康就在
我旁边，我当时有点尴尬，但我说
的是心里话。就我说到的这几位，
在国内文坛上都有一定的影响了，
吴忌先生的 《鸟是春天的花朵》，
吴垠康先生的《美术课》，祝凤鸣
的《流星纪事》和司舜的不少的多
感多思的散文诗，总会给读过的人
一些回味。

5 月底的气温已经相当的闷热
了，也许只有一拨又一拨的来自于
诗歌的雨，才会给我带来一些清凉。
我很喜欢祝凤鸣的《枫香驿》，品着
这诗歌，我的思绪也有些飘忽。

刘升华和刘修远，他们是一对
父子，也就是我前面说到的父子诗
人，当然，父子诗人绝不仅仅只有他
们这一对。我跟这对父子可谓缘分
不浅，二十多年前，我就与他们相识
了，那时的刘修远还是一个牙牙学
语的孩子，自己还不能单独行走，靠
着一个学步车，在水泥地上有些神
武地滑行着，而刘升华，和我一样年
轻。当年的我们，是为了一个心中的
梦想走到了一起，那时的刘升华，就
已经在写诗，并小有名气。人生总有
种种不可预料的变故，我们很快带
着各自的梦分开了，对于那段经历，
我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和抱
怨，它验证的是我的青春的激情和
敢于冒险。白驹过隙，岁月匆匆，再
次相见，几乎不能认出。尽管这么多
年我们一直都没有联系，但我知道，
刘升华的诗歌的梦始终都没有停
歇。

雨点在不断地飘落，我的心，也
在逐渐地潮湿，在慢慢变得润泽起
来……

诗乡听雨
□范方启

骗子是在火烧云吞没了夕阳
后出场的。婷婷正在帮母亲摘豆芽
根，母亲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姐夫
打过来的，问婷婷在不在家。姐夫
说，刚才有个男人用婷婷的手机打
他电话，声称要婷婷跟他联系。

准是遇到了骗子！婷婷说，别
理他。这年头，有人想钱想疯了，什
么花样都敢耍。婷婷觉得自己这天
够倒霉的，早上打哈欠扭了腰，汇
款后等在电脑前收培训机构的考
试样卷，等到心焦口燥，对方邮件
发来了，一点击电脑黑屏了，仿佛
一脚踩到了地雷上。上班时因为惦
记着周末的自考，偷偷看书复习又
被主管逮到，受了一顿冷嘲热讽。

也许主管的冷嘲热讽威力太
强大，也许是空调的温度打得过
低，婷婷下午就接二连三地打喷
嚏。下班路上等红灯时，鼻涕又下
来了，擦了鼻涕的纸巾，随手一丢，
纸巾就和风纠缠上了，在马路上一
路撒欢地滚远。

喂！你站住！
绿灯刚跳出来，身后突然有个

沙哑的声音在嚷。婷婷扭了脖子去
看，一个穿黄马甲的环卫工人指着
她，舞着一只细细的胳膊示意她下
来。那是个矮小的老男人，一张脸
仿佛在酱油缸里浸泡过，婷婷知道
不该乱扔纸巾，赶紧把电瓶车加了
挡，嗞地钻进车流中。

回到家了，倒霉劲还没玩，又
有骗子赶上来。

晚饭后，婷婷准备复习，去院
子里电瓶车后座取包，赫然发现包
不见了，捆包的绳子散了。婷婷带
着哭腔叫了一声“妈”，一下子就
蹲到了地上。

钱包丢了就丢了，也就三千来
块钱。几张银行卡是可以挂失的，
手机丢了有点心疼，也还可以再

买。但是复习资料丢了，身份证丢了，
最要命的是，准考证也在包里。这已
是她本科学业的最后两场考试了，拿
到本科文凭她才能在现有的岗位上
转正。周末就要考试了，一年的辛劳
等来的却是隔岸观火，自己喜欢的工
作恐怕也要丢掉了，婷婷欲哭无泪，
心底的那份焦虑似一盆炭火，简直快
要把她烤焦了。

母亲丢了锅铲慌慌张张地跑过
来，问明了情况，立即尖声叫道：快打
你姐夫电话啊，是不是包被人偷去
了，要你拿赎金啊？

姐夫的电话很快就打通了，姐夫
说不知道怎么跟骗子联系，骗子用的
是婷婷的手机号码。婷婷只好打自己
丢掉的那个手机。

喂，你谁呀？为什么要我跟你联
系？电话一打就通了，仿佛电话那头
的人一直等着。

电话里传来沙哑的男声，啰哩啰
嗦地说了半天，婷婷才明白，他捡到
一个包，等了半天没有看见有人来
找，只好在包里翻出电话打了。

婷婷问，我怎么相信你捡的包就
是我的？包里有些什么东西？

对方没有声音了，似乎在翻捡包
里的东西，好半天对方才说，有一只
口红，粉饼，还有一只避孕套……婷
婷立即打断他，说你开个价吧，要多
少钱？

对方沉默了，好像在掂量婷婷的
话，也好像在思考开什么价位才合
适。

喂！婷婷有点恼火。
不要你钱。包，我放在半山苑小

区的门口了，你自己过来取吧，别人
来可不行。

等到婷婷再“喂”时，电话已经
挂了。如果不是包里有准考证，电话
挂了，事情也就结束了。现在婷婷只
有和家人商量怎么对付这件事了。

很快，男朋友开了车过来，姐姐
姐夫也开了车过来，老姨和姨夫也救
火似的跑了来。紧急磋商后，大家得
出共识：这是一个骗局。并且拿出了
五套解决的方案，有人主张放弃，有
人主张报警……反复讨论后，大家决
定还是由婷婷出面，大家暗中保护。
后来半山美苑小区门口就出现了这
样的场景，婷婷骑了一辆黑色电瓶车
摇摇晃晃地过来了，后面隔了一段距
离，姐夫的蓝色奥迪和女朋友的灰色
雪弗兰不紧不慢地跟着。车里，姐姐
紧抓着手机，随时准备报警。老妈和
老姨、姨夫握着菜刀、擀面杖和棒槌，
随时准备出手援助。

半山苑门口没有包，只有一个勾
着花白头颅干活的鞋匠和她乱糟糟
的鞋摊。婷婷下了电瓶车，战战兢兢
地左顾右看，没有看见可疑的人。骗
子就是骗子，精明着呢。就这样打道
回府婷婷不甘心，只好拿出母亲的手
机打自己的电话。

喂，你哪个？电话里传来一个老
女人的声音。婷婷一磨脸，便看见和
自己对话的是鞋匠。婷婷走到鞋摊
钱，挂了电话，她看见了她的包———
红色的手提包扔在一堆臭鞋子上。老
妇人抬头对婷婷看了看，又弯腰从红
色手提包里掏出婷婷的身份证，对照
着身份证上的照片又把婷婷看了几
眼。拿去吧，手机也放里面了。老妇人
对包努努嘴。

婷婷打开自己的包翻了翻，准考
证在，复习资料在，银行卡在，钱包里
的钱一分钱不少。就这样拿走？婷婷
不敢相信。

你还想怎么样？老妇人警觉地抬
起头。

我是说，你不要酬劳吗？婷婷红
了脸。

要什么酬劳？又不是我捡的。老
刘在前面路口捡到的，他说叫了你，
你不应。

环卫工人？
是喽。他等了你很久，家里有瘫

痪的老伴要照应，就把包放我这了。
婷婷的脸更红了。

骗 子（小小说）
□何荣芳

群心名村，沧桑历练，荣膺中国美丽乡
村之佳誉；群心名村，岁月磨洗，终获中国
宜居乡村之美名。

美哉群心！群心之美，美在自然。碧水
环绕，阳光充盈；桃夭李艳，灼灼其华；道路
宽敞，林茂草馥；大江逶迤，直通沧海；霞乱
波影，翠染青天；鹤雁献瑞，大地吐金。

美哉群心！群心之美，美在民风。厚德
载物，乡风淳朴；采菊东篱，心境安然；文脉
恒昌，代有传人；邻里和睦，夫唱妇随；惠风
和畅，谐韵清扬；天人同乐，鱼水共欢。

美哉群心！群心之美，美在人心。群心
儿女，穷则思变；革故鼎新，励志图强；祖德
宗功，载誉史册；先贤往矣，新杰辈出；爱老
敬老，“孝星”璀璨; “好人”善人，层出不
穷。

遥想当年，战乱四起；烽火连天，生灵
涂炭；渡江第一船，载来一片新天地；试看
今朝，梦里水乡；百折不挠，战天斗地；江洲
聚宝盆，众人擎帜舞长空。

春风再度，催人奋进。人间圣土，福佑
黎庶。承前启后，同谋发展大业；继往开来，
众绘世纪蓝图。

群心儿女，志存高远。农耕为首，百业
兴盛。商业街客来客往，牌坊楼气宇轩昂；
万象更新开富路，千家安乐享小康。

若夫假日有兴，携妻抚子，饱览群心，
心必醉矣。农民公园，玲珑剔透；荷塘蛙鸣，
林中鸟语；亭台楼阁，曲径通幽；小桥流水，
鱼跃深潭；飞鹅戏浪，鹤舞苍云。

抑或纵目远眺，吟诗作画，意象纷呈，
灵感勃发。大江东去，烟波浩渺；沙滩如雪，
锦鲤跃腾；沃野铺绿，芦苇匝地；蝉噪林静，
柳浪闻莺；气象丰赡，无限风光！

倘若夜幕降临，仰观天宇，星河灿烂，
如帛如锦；俯瞰大江，桅樯穿梭，如诗如
画。上下天光，交相辉映；江州明珠，休闲
天堂；风泽雨润，其乐融融，几疑天上人
间！

美丽群心，和谐群心，感乎膏腴之地，
蒸岚映日；富裕群心，幸福群心，叹哉胜景
如画，舒卷溢香。登高阁以抒怀，临福地而
举杯；幸哉！老夫醉写群心赋；喜焉，群心之
美天下闻！

诗曰：嫣红姹紫好风光，绿水扬波奏乐
章；韶乐悠悠千叶颂，丹心一片献炎黄。

群心村赋
□周宗雄

2017 年 4 月 2 日，清明节小长假的第
一天，我回到离别半个世纪的故乡———淮
北大平原上的涡阳县。当天下午，我和老伴
去探望已 98 岁高龄的婶娘时，她当着我和
老伴的面风趣地说“苦命的孩子有后福，看
你们两口子都七十多岁了，过得像五六十
岁的那样精神，汉卿（我乳名）你生在兵荒
马乱之年，你娘生你的时候没奶水，全靠喂
山羊奶和红芋活下来的！”回到铜陵已有一
个多月了，婶娘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想写一篇关于“红芋”的话题。

1957 年 9 月，我读初中一年级时，音
乐课本里有一首山东民歌《拉地瓜》。歌中
唱道：“家有几亩地呀，种上那大地瓜呀，单
等着秋风一吹地瓜大呀嘛，大地瓜……”自
那时起，我才知道红芋又叫地瓜、甘薯、山
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淮北老家流传
着一串关于山芋的顺口溜：“山芋秧米把长，
栽到地里就是粮；山芋干、山芋馍，离了山芋
无法活；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离不开山芋
干；赵钱孙李，家家全靠山芋充饥……”

在那个生活艰苦的年代，全靠 “山
芋”打天下度饥荒，求生存。大多数农民想
要改善一下生活，把山芋切碎磨成粉水，再
做成山芋粉丝，家中来了客人，烧一盆粉丝
汤，打上一两个鸡蛋，可谓是很好的招待
了，在我的记忆力，山芋就是“粮神”。

1976 年初，我从事记者工作后，先后
阅读了著名农学家徐光启的 《甘薯疏》和
陈世元著的《金薯传习录》两本书，并且在
福建省福州市参加《工人日报》社特约通
讯员表彰大会上，参观过“先薯祠”。从这
两本书中得知，“红芋”原称“甘薯”，产于
美洲中部的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哥伦布
发现新大陆后才陆续传播到其他各国。甘
薯最初传入我国时被称为“番薯”。甘薯生
长适应性强，耐旱耐瘠耐风雨，病虫害很
少，不与稻麦等其他作物争地，其单位面积
产量又特别高，因此，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
不少地方老百姓的主粮之一。

鲜为人知的是，红芋的传入和推广的
功劳应归于福建省长乐县人陈振龙。据史
书记载，明朝中叶，我国升平日久，人口众
多，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成为解决人多
地少矛盾的最佳途径。万历年间，陈振龙到

菲律宾吕宋岛经商。他看到甘薯的独特价
值，产生了将薯种传入中国以取代粮食的
念头。但当时菲律宾不准将薯种带出国境。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五月，陈振龙以
高价购得丈把长薯秧，冒着很大风险带回
福建。其子陈经纶便把薯秧栽在自家房前
屋后的空地上，并获得成功。于是，他便向
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推荐和宣传种栽甘
薯的种种优点。金学曾命令下属各县栽种
推广。第二年福建等地遭遇荒灾，栽培甘薯
的地区因此而大大减轻了灾情。之后的许
多年里，陈氏一门六代，代代致力于甘薯的
栽培技术推广和研究。陈经纶的孙子陈以
桂又将薯种传入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
区），陈以桂的儿子陈世元又将薯种传入山
东胶州，陈世云的儿子陈云、陈燮、陈树则
又分别把薯种传入河南朱仙镇、河北定州、
北京齐化门一带。为把甘薯普及到全国，陈
世元花了半年的功夫，编著了 《金薯传习
录》一书，书中对甘薯的种植和推广进行了
科学的总结、理论的指导。到明朝末期，福
建、广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山东、北
京等地基本普及了甘薯的栽种，为此，著名
农学家徐光启曾作《甘薯疏》一书大力宣
扬。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甘薯的推广，不到
五六十年，全国不少地区发展成为甘薯作
物的主产地。因此，当时就有 “甘薯半年
粮”的谚语流传全国。

俗话说：“没经过严冬的人，不知道太
阳的温暖”。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如果没有
山芋，说不定就没有了我今天的幸福晚年。
记得 1954 年的春天，我读小学三年级时，
饿得半夜睡不着觉，便哭了起来，分家多年
的二爷听到我的哭声后，起身拿来一个用
干山芋叶做成的“菜团子”给我吃，那个黑
色的菜团子，至今让我不能忘怀，二爷的恩
情也让我永久难忘！

时代不同了。今天我们的祖国富裕了，
人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了，山芋作为“主粮”
的地位改变了，成了大众的副食品。我们淮
北地区也很少有人再种山芋了，取而代之
是小麦、大豆和玉米。今年清明节期间回家
时想再尝尝山芋的味道，弟弟说：“山芋还
没吃够啊！那时吃山芋吐酸水、放虚屁的情
景忘了吧！”顿时大家笑声一片！

漫话山芋
□殷修武

“艳阳辣辣卸衣装，梅雨潇潇涨柳塘。
南岭四邻禾壮日，大江两岸麦收忙。”

左河水诗曰《芒种》，挥洒间或骄阳似
火，或雨满池塘；但无论是朗朗的艳阳天，
抑或柳塘之梅雨，也都禁不住十里八村，庄
稼茁壮生长，江岸一片丰收的繁忙的景象。
今人之于古体，诗意平添了些许的亲近，音
节也很上口。大抵离土地越近，就更能体现
生活的原生态吧。

司马相如也写过一首《芒种》：“河阴
荠麦芒愈长，梅子黄时水涨江。王孙但知闲
煮酒，村夫不忘禾豆忙。”这就很明显了，诗
韵律动之处，是有浓烈情绪的。此一番浓情
通过情景铺设，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足见
诗者为歌，心怀大地。君不见麦子花开，锋芒
渐长，恰是梅子黄熟，江水涨潮的时候；王孙
贵族们取梅煮酒赋闲，哪晓得辛苦劳作于田
间地头的农人，种瓜点豆，忙于夏收……

昨夜蛙声如沸，田野恍若在月光下奔
走。这是仲夏夜里的静谧，天光已将热浪收
拢，然风行阡陌，草木低语，水流之声舒缓而
清澈，促使谷物生长，颗粒饱满。我一直觉着
夜是另一种喧哗，属自然界的神秘的交谈。

夏夜毕竟短促，白昼日渐长了。诗的神
性在黑夜里发酵，在晨光中羽化，在耕耘间
化成大地上的诗行。路遥说，他写作的本
质，就跟父亲在田间劳作是一样的。我则以

为，农民实在是诗人，田地里绿色的秧苗，
金黄的谷物，乃至果园飘香，苹果花开，这
些统统都是诗意的作品。

就农事而言，芒种为第九节气，亦为仲
夏之始。所谓“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
种矣。”此“节”便指节气，谓五月芒种之
意。是时，带芒庄稼均可收割了，麦子自然
首当其冲。而“芒种”谐音“忙种”确非偶
然，一方面要收割夏熟作物，一方面夏播秋
收作物要下地，还有春种的庄稼得管理，属
于一年里最忙的季节。况且，此时已进入多
雨黄梅时节。

“梅霖倾泻九河翻，百渎交流海面宽。
良苦吴农田下湿，年年披絮播秧寒。”范大
成的《芒种后积雨骤冷宋人》，就描绘了雨
中劳作的场面。然而，有辛劳也有欢乐，年
轻人会在地头打泥巴仗，那是劳动者的喜
悦，一副生动的民俗画卷。

芒种习俗送花神，《红楼梦》二十七回
中可见一斑：“女孩们用花瓣柳枝编成轿
马，绫锦纱罗叠成千旄旌幢，每一棵树，每
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绣带飘飘，
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燕
妒莺惭，一时也道不尽……”

忙碌的生活是充实的，风风火火的日
子才愈显其真味。夜来，眺望田野，守一片
宁静安享诗意……

诗意芒种
□许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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