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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是报春的，迎春花呢，当然
是迎春的。桃花始开，则是对春的渲
染。但真正给我春意的，是我见到住
处的前面，海棠花一簇簇开了，那是
春意正好的时候。

我居住的小区，植被是很高的，
占 40%或过之，当初购此宅，也缘
于此因素。环屋左右有柏树、桂树、
香樟、桃树，紫薇。海棠花呢，初竟然
不识。我于花木素无研究，不识的
多。只觉得四、五月间，一树的粉红，
热烈而娇娜，始觉春真的驻下了，天
气不会冷了。晴日，就喜欢围着她，
手机拍拍照照，觉得很是好看。后来

方才知道，她的芳名叫海棠。
这就想起苏轼的诗来。诗题就

叫 《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
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
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是爱此花的，
譬之以为“红妆”，视之以为娇色，
是怜爱不已的。故燃烛彻夜以观之，
有眷恋不舍之情。苏轼写此诗的时
候，正是被贬于黄州时，诗人一向性

情旷达，然有夜不能寐时，也或借此
以遣愁怀。

海棠之艳，确类美人。一片红
花，好似佳人腮红；一树红艳，即是
美人裙裾了。一遇轻风摇晃，恰如
少女动莲步。

海棠花落，也是美的，纷如红
雨。绿草之上，遍地嫣红，此番景
致，让人不忍下足，怕污了它。几番

风雨之后，落花就黯然了。此时，就
有黛玉惜花的情怀，想觅来一柄花
锄，为之筑花冢了。当然，一个大男
人，真要为此事，不免为人笑，也就
想想罢了。每逢此际，我总是有些
感慨，春天有梅花迎春花，有桃李
杏，定然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海棠
的花开，春天就不够妖娆，春色便
未达到极致。

现时至元月，尚在三九时，眼
下，天色昏昧，正似欲雪。但我望着
门前的海棠树，看她光秃秃黑黝黝
的枝干，眼前现出她春天的艳色。在
想：你什么时候开花呢？

海棠花开
□吕达余

在乡村最美的风景莫过于雪后的炊
烟，你看，一场飘飘洒洒的落雪过后，整个
村庄都变成了一张硕大的宣纸，那炊烟就
像疏淡有序的笔墨，在农家屋顶描绘出动
静皆宜的风景。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对于一
个青瓦红墙，篱笆小院的村庄来说，没有炊
烟就是不完整的。就像春天里没有鲜花，鸟
儿没有翅膀，是残缺的，是了无生机的。一
缕缕炊烟就是整个村庄的灵魂，有了炊烟，
整个村庄都鲜活起来。日出日落，月圆月
缺，炊烟就像一场经典的老电影，在农家的
屋顶一遍一遍放映着，将农耕生活演绎的
恬淡而安适。

冬日的村庄寂静而萧条，走动的人越
来越少，猫儿狗儿似乎也禁了声，一场大雪
过后，远山近川都隐去了身姿，树木都穿上
了洁白的外衣，连那错落有致的民居也在
一场落雪里变的神圣而又寂静。白茫茫的
世界里，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各家各户房
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早中晚三个时间段，
那炊烟就像商量好了一样，也像是遵从了
时间的召唤，一缕一缕的飘荡在农家的屋
顶上，不停变化着形状，成为农家屋顶最美
丽的风景。

炊烟是禾草野柴的精魂，是农家最温

暖的标志，它们有着熟悉的味道和温度，不
会因为四季的变换而消失。只会在一场大
雪过后变的更加的明朗和清晰，不管是李
家的小米清粥，还是张家的肉馅包子，亦或
者赵家的葱花烙饼，一把柴火填进灶膛，那
味道就会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相互纠缠
着，慢慢融合着升腾着，直到蜿蜒到我们的
目光再也无法触及的天际。

记忆里，母亲总会在青瓦结霜之前去
寻找合适的野柴，为冬天的柴禾做储备。落
叶、枯枝、野草都是冬天里最好的柴火。用
耙子搂，用镰刀砍，母亲用尽所有的方式收
集起来的野柴填满了院子里的小库房，一
开门那些落叶枯草的气息就扑面而来。熬
玉米粥，蒸包子时就收一簸箕落叶，扯几根
枯枝扔进灶膛里，那连绵不断的火苗舔舐
着漆黑的锅底，一缕一缕的炊烟配合着风
箱“啪嗒啪嗒”的节奏绵延几百米，温暖着
整个寒冷的冬天。

能看到炊烟的时光都是美好的，在离
开家乡的时日里，每每看到那一缕缕飘荡
的炊烟，整个心都会激动起来，那是记忆里
最温暖的回忆，是平淡日子里一种向上的
希望。回味那些过去的日子，锅碗瓢盆，炊
烟缭绕才是生活的常态, 才是真正的人间
烟火。

雪落炊烟暖
□杨丽丽

真的，我想写一首诗
来表达我的内心
用一片树叶的绿色单纯
用一只花瓣的红色安详
抑或蓝天与白云长期形成的默契

真的，我想写一首诗
用尽所有的理智
拚命地在记忆里寻找所有人的故事
拚命地在网络里搜索一切与我们的相似
最终却发现都与我们的经历相差甚远

真的，我想写一首诗
献出所有的耐心
从未有过的这样表情 不哭不笑
从未有过的这样安静 不欢不痛
用一千种解开绳缆的姿态呼唤你

真的，我想写一首诗
倾诉我的心绪
用化妆师的手笔修饰你的容颜
用圣教主的思想美化你的心灵
抑或与神的交往 心的会晤

真的，我想写一首诗
忍住所有的疼痛
用冷漠的剃刀剃尽所有嚣声的毛躁
借助神的力量抑制风吹草动的打扰
以换取你的希冀 你的梦想

真的，我想写一首诗
用真心的热爱
把最远的距离以光的速度变得最短
把最冷的南极冰山迅速融化
把生来最大的痛苦熬成最大的幸福

真的，我想写一首诗
□刘 斌

我记忆中的河流
穿行于田畴村庄
如母亲的背带
将心底的慈爱
伸展到异地他乡

那是生命的牵挂
那是梦里的宝藏
那是最柔软的琴弦
连系在心空
最柔软的地方

我是怎样地捻着
这银色的飘带
和童年的伙伴
心无瑕疵地
放风筝一样放飞梦想

伏在童年的桥栏
流过瞳孔的
分明是熟稔的故乡
一朵一朵的白云
以美丽的飘逸
伴纸叠的小船
游弋在心的方向
坐在童年的沙滩
耳畔流水淙淙
那绝妙的音律
久远悠扬

我生命中的河流
你的清澈
照彻一溪流云
你的慷慨
抚平生活沧桑
你让人生

拥有满月的爱恋
你教思维
活跃而富于想象

你以蜿蜒的姿态
片刻不停地流淌
流经麦田
举起稻浪
铺展着紫云英的篇章
那灵性的沙石
激起心底波澜
那鲜活的草木
滋养出不老的故乡
一生一世
我以鹅卵石般的赤诚
一次次
走进你的心房

红石河
□程应峰

街道彩旗飘，春意妖娆。欢歌笑语乐陶
陶。又是一年辞旧去，十里笙箫。

锣鼓震天敲，把酒逍遥。中华盛世
领风骚。童叟脸颊融笑意，无限傲娇。

浪淘沙·贺新年
□王文咏

冬至雪

雪花飘落
仿佛逝去亲人的信笺
字迹若有若无

伸出双手捧起落下的雪花
贴在脸颊上
温润思念

有人在烧纸
火苗融化了落雪

雪地上

一枚鸟的羽毛飘落在
雪地上
以血红之色
映入我的眼帘

它在讲述
寒冷与飞翔

雪野

茫茫雪野铺向远方
河道和人声都冻僵了

一位女诗人手捧一朵红玫瑰
站立在雪地中

天空省略了飞鸟的身影
玫瑰红着诗的信仰

山野雪晨

昨夜雪
覆盖了道路和山野

世界空阔了
有一种声音从远方飘来

雪停留在
寺庙的瓦楞上

冰之舞

无疑是冰上芭蕾
我祝福冰雪

看有形的风听洁白的旋律
眩晕绽放

热恋冰雪的人
心中必有火焰

冰雪之诗（五首）

□丛奉璋

入了冬，并没有寒冷的感觉，一
件羊毛衫套在身子上就很暖和，便又
有许多人在说 “今年又是个暖冬”。
现在的天气呀，就像人一般，六十多
岁了也看不出实际年龄。

直到几天前，忽然气温降了下
来，才猛然间醒了过来———哦，冬天
真的来了！

这几天的天气总是阴沉沉的，气
温明显降了许多，电视上说全国有
23 个省市大范围降雪，不久前回乡
的妻也打来电话督促我添衣保暖，还
说老家正在飘雪。可我生活的这座沿
江古城居然有些“不识时务”地没有
下一丁点的雪，反倒下了几场不干不
透的冷雨。

大凡人们对于下雪并不拒绝，下
雪的情形和雪后的景象总会让看惯
了乏味市像和过惯了乏味生活的人
们眼睛一亮。自古至今，文人墨客们
对雪总是情有独钟，作了无数的诗词
歌赋，愈发将雪烘托得妙不可言。不
过，话又说回来，雪确实是讨人喜欢
的，无非文人墨客们更善于表达和渲
染罢了。

曾看到一个女孩，打着一把蓝色
的雨伞，穿着红色的羽绒服立在雪地

里拍照，在她的身后是一座翘檐上积
满着白雪的仿古六角亭，亭子旁边还
绽放着几朵枝杈上也覆着白雪的腊
梅，清淡的梅香犹如从哪女孩子身上
绽放出来一般，在空气中漫漫地弥
散，愈发显得女孩清纯美丽和脱俗出
尘。过了几天后，当我再经过那里时，
雪早融化了，亭子破败不堪，四周都
是泥泞和塑料袋、泡沫等垃圾，那株
腊梅虽然还在绽放，却少了傲然绽放
的情姿。这时，我的脑子里古怪地冒
出宋朝卢梅坡的“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的诗句，眼前的梅
少了雪的映衬，便似将香亦输掉了。
我在头脑里反复吟咏着这两句诗，终
于体会出雪和梅原来是一对钟爱的
情侣，当它们在一起时才会更美、更
动人。

每到下雪的天气，我总喜欢抓着
相机去拍一拍雪景，那些熟悉的不能
再熟悉的物件，此时此刻都呈现出了
一幅新的姿态或面孔，甚至散发出了
一种新的气息，它们激动着我，又似
在鼓励着我，使我变得有些贪婪———
我不忍心疏忽它们每一张新的面孔，
我的镜头变得温情脉脉，快门发出甜
甜的声音。难怪，一位散文诗写得非

常棒的文友，居然不想再当作家了，
学起了冰雪画，几年下来成果卓然，
令人刮目相看。有一次朋友聚会时，
我问伊：“怎么想起来改作画了？”伊
优雅地端起杯子啜了一口红酒，道：
“你不觉得雪太美了么？散文诗没法
真实表达，但我可以用画来表达
呀！”伊还告诉我，这几年作冰雪画
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常常画到深
夜，曾经一个星期关掉手机躲在家里
画雪。我的另一位朋友，是一位很有
生活情趣的人，也是一位艺术天分颇
高的画家，我俩聊天时，他告诉我，为
了画好雪中的残荷，只要下起大雪，
他就会冒雪跑到菱湖公园的荷塘
边，一站就是大半天。他说这个时候
的雪是升华残荷的一缕艺术阳光，
只有静心站在雪中的人才能体会得
出。

雪，真的是上天赐予世间的奇妙
东西，有时候，它扮着独立独特的主
角；有时候，又做着和光同尘的配角。
无论主角或是配角，它都是一个出色
的“演员”，很少有人说不喜欢雪的。
它让冷寂的冬天多了一份诗情画意，
也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独特的清新气
息。倘若冬天里没有洋洋洒洒的飘雪，
大地万物没有被雪覆盖，那么，这个冬
天便失去了许多的色彩和情趣———没
有雪的冬天还能叫冬天么？

我殷殷期待着———一场雪的到
来！

望 雪
□杨勤华

一场雪下来后，踩在雪地上的脚
印是如此的清晰，似乎要把行路人的
行走定格下来。雪化之后，脚印还会
留下吗？这自然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提
问，假如脚印能够像雪一样叠加，这
个地球早就被脚印给压垮了。

脚印，昨天的被今天覆盖了，过
去的被现在踏碎了，单凭脚印去研究
一个人的一生，那种人生肯定是模糊
的，是支离破碎的。脚尖的前面就是
方向，单单就是这个方向，对与错，是

与非，也只有走过了才能见分晓。明
明是一条平直的大路，谁也预料不到
就是这样的一条路上会有种种的危
险在等待着某个人，而同样在那路上
行走的，却毫发无损，甚至有可能就
是一条幸运的康庄大道。

这世上可能找不到一个对于自
己的每一步都加以思考并做周密安
排的人，假如有，这人会早早被自己
累死的。

可怕的是，明知前面是一条不该

走的路，依然心存侥幸，依然认为自
己能成为一个被命运垂青的幸运者，
这样做，说白了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
任，也会遗患于他人。

方向也就是大致的人生，无目的
地行走，本来有限的一生会更短会更
加的生无可恋。一般说来，用大脑指
挥双脚的人，走错路的几率不会太
大，而用双脚指挥大脑的人，不走错
路的可能会很小。

方向就在脚尖的前面，脚尖就
在双眼的下面，紧要处盯紧脚尖，肯
定会减少错误的出现，心不在焉或
者压根就不当回事，必然会付出惨
痛的代价的，不要指望后悔能挽回
什么。

脚尖的前面是方向
□范方启

鹤舞朝阳 苗青 摄

在演员当中，初心未改的最喜
欢资深老演员秦怡。这其中不仅是
她曾经扮演过许多至今仍属经典
的角色，更是这么多年，她的美丽
能够一直永恒。这对于我们正在哀
叹“岁月是把杀猪刀”的年纪，她
的优雅与体面，成为我们与衰老抗
击、与岁月和解的榜样。

无论政坛还是影坛，能恒久地
驻足在我们这些平常平淡平庸芸
芸众生视线中的女人并不多。至少
对于我来讲，说起影视圈那些星，
多数是象直窜天际的烟火，瞬间的
绚烂，之后便了无痕迹。唯独秦怡，
不论何时出现，都象是散发淡淡幽
香的楠木，呈现出低调的高贵。就
象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曾为其题诗
中赞美的，“云散风流火化尘，翩
翩影落杳难寻，无端说道秦娘美，
惆怅中宵忆海伦。”很少有人能象
她那般，岁月只是敷衍着一掠而
过，不敢冒犯地落下痕迹，让人不
仅感叹：岁月虽然经年，美人未必
迟暮。这般光景，怎不让现如今那
些靠着整形靠花巨资美化容颜的
影星们自叹弗如。

在岁月流年中，每个人都会经
历人生的风霜，由此，老去是常态。
但怎样老去却能呈现出不同形态，
因此是背负着沧桑苦难地老去，还
是乐观从容地老去，在于个人境
况，更在于个人心态。

说起秦怡，令人敬仰的不仅在
于她演艺事业的辉煌，而更是在于
她面对家庭遭遇的不幸，却能够
隐去那些夺目的璀璨，以一个女
人一个母亲的坚强独自承受着这
些生活的摧残，依然能以平静平
和的面目展示在众人面前，这不
仅在于她的天生丽质，更是在于
她强大的内心和良好的修为，以
自身的写实给观众演绎出生活中
的精彩，这种形象，比起银幕上的
芳林嫂、鲁妈等形象，更让人深刻
和赋予赞美。因此，她的美是内外
兼修，不同于日常人们所说的漂
亮，而是一种美丽。这种美丽，是
人经历过岁月赋予的智慧与从容
而散发出的。

与人交往，我们会择善而交，
从不会拒绝善良和善意。相处中，
由于交往目的不同，设定有不同的
交往距离。但能够走的长远的，大
多数还会因为性情的相投，以及善
良和他人身上具有的美德。因为善
良的人，随着年岁增长，长相会越
来越平和，与这样的人相处，你在
不自觉中，也会变的平静和柔和下
来。而那些心怀愤怒的人，总是放
不下，因此会变得愈加的凌厉与狰
狞，让你在不自觉间也会变的浮躁
与怀疑一切。

现如今，真真伪伪的事物太
多，犹如你手中拿着的美颜相机，
能瞬间掩饰脸上的斑点和污渍，
但经过一定时日，藏着藏着就露
出真相来，心胸最终会敞露在众
人面前。没有谁能敌得住时间的
打磨，因此如何看待一个人，交给
时间好了。对于那些真性情真美
丽，虽然岁月经年，未必就会迟
暮，这些从内心雕琢成的美丽，始
终都会发出超然简约的光彩，不
会凋零。

岁月虽然经年
美人未必迟暮

□伶 俐

打开安徽省地图亳州市分图，就
能看到我的家乡有一条河。那是一条
绵长、弯曲，宽不到 30 米、深不到 3
米的小河从遥远的源头流来，终日在
家乡的土地上静静地流着。它就是我
故乡的殷家河！

殷姓在我的家乡一带并不是大
户，据统计，殷姓人数在全国排第
104 位，为何把这条小河叫殷家河？
据家乡民间传说，大禹治水路过我的
家乡，碰见在汤国做官殷契（殷氏始
祖）。殷契向大禹请求在这里修一条
河，以改变家乡旱涝不均的状况。于
是，大禹就和殷契共同率领百姓开挖
了这条河，并以殷契的姓氏取名为殷
家河。

我离开家乡，离开那条弯曲的殷
家河，一晃竟 55年了。记得那年我高
中毕业应征入伍，临行之前，乡亲们
就像过节似的，一直把我送到殷家河
上辉山桥头。村里的曹队长拉着我的
手，不无感慨地说：“你是咱们村里第
一个高中生，真不知道你能不能再回
来，咱们这里有殷家河，却总唤不归
自己的儿女啊！”刹那间，一种难分难
舍的乡情，猛地袭上我的心头，眼泪
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五年之后，我从部队转业了。我
没有回家乡，没有回殷家河岸边的小
殷庄。我像许多从农村入伍的转业军
人一样，一走出这小小偏僻的村庄，
那城市里的文明、繁华便吸引了我，
原先那依依不舍的乡情也日趋淡漠。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
毛衰。”2017 年清明节，已逾古稀之
年的我回乡探亲，家乡的亲人和朋友
们热情地欢迎我和老伴的回归。家乡
的高炉酒，丰盛的菜肴，一串串亲切

的问候，伴随着一份份温暖的乡情在
我心头流淌……

当年曹队长如今已是 80 多岁的
老人。他兴奋地告诉我，家乡要发展，
要建设美好乡村，要走向现代化，需要
有一批人才回乡搞建设。几年前村里
考上的2名大学生这下就要分配回殷
家河了，他们要用学得的知识，在村里
兴办企业，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殷家
河终于唤回了远离家乡的亲人……

曹队长的一翻话语，让我感慨万
千。我生在殷家河，长在殷家河，我怎
忍心丢下这块曾生养过我的土地，怎
能不报答故乡亲人的养育之恩？我仿
佛忽然听到那殷家河水一声又一声
深情的呼唤……

殷家河
□殷修武

文 学 副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