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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冬与春的交接口岸，和
朋友惜别，踯步于梅与柳的风影
里，顿觉有种浓重的文化心思袭上
心头———梅儿还没敛芳，可冬要去
了，柳枝已泛鹅黄，且春要迎了。离
人之惜也就相衬旁移出一份青青
的春心，依依的不舍。

和朋友深深地吻过香梅，就轻
步移影于杨柳岸边，执手道别，泪欲
出睑，空手难舍之下，不由心就忽生
折柳赠别之念，然，急步轻折之下，一
枝蹲满鹅黄的柳枝便捧至朋友手上
……四目相对中，心魂突然就飘过
千年柳岸……

无论是隋唐杨柳折枝情，还是
元明柳岸别愁泪，都在中华诗词与
中华诗人的品行中有了关联的倩
影。做人我们有数千年 “文人品
高”的内秀，行事，我们有千年不改
的正直与钟情。诗性，也常常会托
物抒怀。杨柳就是古诗人最具欣赏
度的一种诗意物象。诗人在春风得
意之时，会首先借助杨柳知春的生
物特性，讴歌春回大地，万物生机
的美好自然，更会托物抒发扬眉吐
气的精神风貌。“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

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首诗就是
借柳咏春的最佳写照。初春二月正是
春回与凌寒并存的时节。而这时一岸
杨柳却先人一步翠出了春的一袭消
息，这是何等高尚的品格啊！作者运
用拟人和反衬的手法，讴歌杨柳品格
的同时也极大地抒发了二月春风般
的惬意情怀。究竟是二月春风 “剪
成”了杨柳，还是杨柳舞动了春风？
诗人点到为止，为读者留下了满是春
风荡漾的颂歌世界。

折枝相望灞桥头，双泪悲送千古
心。说的是古人在京都官道的灞桥柳
岸上折柳送别亲友的情景，古人所说
的杨柳实指为柳。柳树是种知春而易
栽的树种。古人在送别亲友时，难舍
难分之下，就清高地折一段柳枝送于
亲友。一是有意送一路春风般的祝
愿，二是把自己的一片切腹之情托付
给柳枝，希望彼此的情谊像柳枝一样
能在异地生根发芽。

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其
中折柳送别就是一个铁的见证。古人
讲就高雅清正，简约而厚重的礼尚往
来。唾弃那些腐朽的物质欲望，与现
今的一些腐败物欲文化是截然不同。

宋代辛弃疾的一首《菩萨蛮·送

祐之弟归浮梁》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证。

“无情最是江头柳。长条折尽还
依旧。木叶下平湖。雁来书有无。

雁无书尚可。妙语凭谁和。风雨
断肠时。小山生桂枝。”

辛弃疾是宋朝主张抗金，与朝政
不和的词人。一腔报国忧民之心，在
那暗淡无光的当朝只能以诗词来抒
发心中忧愤。该词借折柳送别抒发了
自己对亲人和朋友的不舍与缅怀。并
且也强烈地抒发了对朝政的不满情
绪。诗人开句说“无情”，其实是借
杨柳反说亲朋之间深厚的情谊。也
许岸边的柳枝都被离人折尽，而柳
树仍然在风雨中站定，生出新枝，等
待新的离人折别……别离是无期的，
而情谊是无损的。因为离人会拿此岸
的柳枝，栽活彼岸的柳树。情谊赋予杨
柳枝，他乡异地弄春风。离人在彼此之
间，也会睹柳思念往日的深情厚谊。虽
然离人天涯会杳无音信，然而春风夏
雨中的杨柳会传递他们彼此的念想和
依恋。人为情所系，柳为情生枝。有情
扶杨柳，无情柳自伤。从古到今，人们
都崇尚杨柳这个情种信物。特别是在
古人那里，若没有“为伊赋春秋”的杨

柳岸，不敢想象，那种撕心裂肺的离别
之情该借什么释怀……

《诗经·小雅·采薇》中有句：“昔
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
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
莫知我哀！”也传递是睹柳思亲的情
景。

《采薇》一诗是写西周时期一位
饱尝服役思家之苦的戍边战士，在归
途中看到春风荡漾的翠柳，而忽而所
思所想。然而在九死一生归来之际，
看到了曾经杨柳依依的美好景象，难
免痛定思痛。加之归途艰难，又饥又
渴，怎不悲从中来!该诗叙述了他转
战边陲的艰苦生活，表达了他爱国恋
家、忧时伤事的感情……

重情重义的民族必然也是个容易
感怀的民族。在我们数千年的诗意密
码中，不难找到维系情感的杨柳。人类
的心田有时候可以被荒漠，而情感世
界的那岸杨柳却永远会站在春风里守
候。既是被柳永的《雨霖铃》伤成一抹
秋黄的“晓风残月”“念去去，千里烟
波，暮霭沉沉楚天阔”。那也要逾越残
冬成春歌……

但愿人长久，彼岸有柳青。
执手扶梅去，满目中华情。

梅柳依依情
□宋殿儒

再过不上一个月，就过年了。
按耐不住莫名的躁动，我再一次回
到了我的故乡黄雒！春天，我回来
过，田野里的油菜花可以作证；夏
天，我也回来过，黄雒河水会告诉
你；秋天，我还回来过，不信？问一
问老街的石板路！哦！冬天了 ———
就要过年了，我哪能不回来呢。我
要看一看我的老街，我早就想感受
一下，那已有许多年不曾感受过的
家乡渐渐浓烈的年味……

不巧，老天下起了雨，冬天的
雨和春天的雨是不一样的，没有那
种把什么都淋湿透了但依然不失
温情的愉悦，而是那种将阴冷悄悄
地弥散开来，再渗入到人的身子
里，并将人的情绪也裹挟得和雨一
般潮湿的滋肆。

就是在这样的情绪渲染下，我
走在老街上。那些记忆中的年味
呢？我努力去搜寻和发现———没

有，怎就没有了呢？街道还是原来的
街道，老屋依旧是原来的老屋，可是
……可是……哦，是否被雨水打湿
了？亦或是在雨中融化了？不能呀！你
的近千年的积淀，曾经历过自南宋以
来数个朝代的风雨侵袭，怎就经不起
一场阴冷的寒雨呢？

妻撑着雨伞陪着我，我们夫妇俩
踩着滴滴答答的雨声，慢行在寒冷的
街道上。虽说是上午的天气却像黄昏
一般的暗淡，雨水将石板浸湿得有些
滑腻，被近八百多年岁月打磨的青石
板，也已经显出了老态，它们相互挤
挤挨挨着，每一颗雨滴的敲打都会让
它们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在一些石
板的凹陷处，还积着浅浅的雨水，那
雨水很清澈，清澈得让我有些心酸。
街道两旁被雨水打湿的老屋们似一
张张枯瘦干瘪的脸，没有一丝光泽，
却倒有一些愁苦，和一些哀怨，且还
有几分莫名的冷漠。我仰起脸，左边

街道那栋熟悉的两层木板楼房的屋
檐上，有一排细细的雨滴在此起彼伏
地往下跌落，就像在弹奏一支杂乱的
曲子，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让雨滴
落到我的手心里，雨，真的好凉，一直
凉到我的心里，我不由得打了个冷
颤，哦，陡然间我与老街有了一种奇
妙的感应———我终于晓得了，老街，
你有许多的委屈和不甘；我更晓得，
你有许多的期待和期盼。多少年了，
你就这么地委屈着；多少年了，你就
这么地期盼着，你的繁华已经变成远
去的云烟；你的八百多年荣耀的历
史，已经封存在那些过往的记忆里。
而你，又怎甘心就这样默默地将自己
遗弃在历史的长河里？

是的，你本不该就这么变成一波
冲上沙滩的浪花，你的来自南宋年间
的气息，本足以让你拥有昂首阔步的
勇气和淡看云卷云舒的自信，然而
……然而呀……你又怎能不知，有多

少繁华能够经得住岁月的敲打？又有
多少的历史能够经得起雨水的冲刷？
我闭上眼，任雨水敲击着我失落的思
绪…… 都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
年年人不同，曾几何时，老街总是一
副不变的温情，就连寒冬的雨天也透
着浓浓的欢快，那个两脚溅着雨水将
书包顶在头顶上，一路淋着寒雨，一
路唱着：“在雨中，我见过你，在夜里，
我吻过你……”的少年，如今也已人
过中年，走在老街再也找不到当年的
浪漫了，眼里触摸到的是已与过往脱
节的一阵阵的心酸……

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没有
丝毫停下的迹象。街道上只有我和妻
在踯躅而行，老街是如此的清冷和孤
寂。妻叹了一口气，幽幽地问：“怎这
么安静呢？”

我低下头，旋又仰起脸，有些茫
然地道：“或许……过年时，老街就会
热闹了。”

被雨淋湿的老街
□杨勤华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随着腊八节的到来，年的脚步，真
的近了。

腊八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年的开
始。腊八节那天，随着暖融融、热呼呼，
浓香的八宝粥入胃，也就拉开了年的序
幕。

小时候最喜欢过年。那时的乡下虽
然没有现在富足，但也充满着无比喜悦
和快乐。过了腊八没几天，学校就开始
放寒假了，扔了书包，儿时的我们整天不
是打雪仗，就是东奔西跑，犹如撒缰的野
马，把整个村子都搅得沸腾起来。

不同于父母的训斥，爷爷奶奶抑制
不住的笑意里，却满是宽容和溺爱：“由
他们乐吧，这不要过年了嘛！”

过年图得就是喜庆，图得就是快乐，过
年，也充斥着儿时满满的期待。期待父亲带
回响亮的鞭炮，期待爷爷的红包、母亲的新
衣；更期待奶奶歌谣中那些年味美食。

如果说腊八是年的开始，而真正的年
味，是从二十三开始的。每每听到奶奶歌
谣里唱着：“二十三糖瓜粘，二十五做豆
腐，二十六煮猪肉，二十七杀年鸡，”就忍
不住馋涎欲滴了。再想想三十晚上那一
大桌子的年夜饭，做梦都盼着年三十快点
到来。

而三十过后，就是拜年串亲戚，跟着父
母提着礼物，一直要串到正月十五，年的热
度才能稍减。在儿时的记忆里，那时的年，
从腊八可以绵长到二月二，真可谓年味十
足。

那时的生活并不富足，却依然挡不住
人们盼年的热情。而如今，我对年的期待
反而淡了许多。母亲笑着解释道：“以前盼
过年，是因为只有过年，才能穿新衣，才能
吃到那些平时吃不到的东西。如今日子好
啦，什么时候都跟过年没有两样了，当然
也就淡了。不过，过年盼团圆，永远都是一
样的。”

是啊，年不仅代表喜庆欢乐，更代表
的是团圆。一年到头，无论我们身在何方，
身处何地，过年时最期盼的，就是回家过
年。

随着一场场冬雪飘落，年的气息已经开
始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而红色的福字、对
联也已经摆上了街头，预示着年的临近。儿
子稚声问母亲：“是不是过年了，我就长大
了？”母亲笑意盈盈地回道：“是啊，过年了，
你又长大了一岁。好日子，又要开始啦！”

我喜欢白雪皑皑的冬季，我更喜欢年
味里，那每一次的团圆相聚。生命里每个
团圆时的笑脸，在记忆里都是那么满足而
深刻。因为有年，我记得起每个冬天的美
丽，有着无尽美好的回忆，内心充满感激。

年，不仅是一年的结束，更是新一年
的开始。浓淡相宜的年味里，也寄托着人
们无限期许。年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又是
一个播种的季节会随着而来，充满着希冀
和希望。

年，要来了。有年的渲染，冬才洋溢着
生动；有年的冬季，才充满了温情与喜悦。
如今，盼望着，盼望着，年的脚步已经在心头
踏响，我们要做的，只剩下期待。

盼 年
□沈长洪

以前，我只在报纸或电视屏幕上看到
过“天下奇观”壶口大瀑布，领略过它的雄
奇和壮丽。这一次，我随团出游，真的近在
咫尺观赏到它的飞花灵动以及惊天动地般
的轰鸣声，不由得联想起大诗人李白的诗句：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来。

我们这次所看的，是陕西宜川县内的
黄河壶口瀑布。其河水对面是大禹治水
庙，在此把陕晋分在河两边，中间以一座
桥梁相连接。它的上游约 300 至 500 米
宽。下游逐渐变窄，不少地方只有三四十
米宽。因此，便出现上游流水缓慢，下游因
水位落差大、水流冲击力也大，故产生激
流奔腾、瀑布叠出的壮观奇景，令人惊叹
不已。

这天中午，我们沿“黄河壶口瀑布国
家地质公园（陕西）导游图”到达观瀑区。
只见宽阔河床的细土路上 ，一抹约一公
里长的游人队伍像赶大集似的涌向瀑布
一侧，大家纷纷拿着手机相机争拍奇观。
我们一行人也在离大瀑布约 200 米处下

车，然后向北踏上石阶、登上蓝色石板小桥，
一点一点靠近瀑布。还在远处时，就听到一
阵阵响雷般轰鸣声以及游人们的惊叫声。

离景点还有十多米，我赶紧下到陡峭的石
阶下。放眼正前方细看一会，就觉得这出瀑布
让人迷恋流连的三个特点：一是一阵接一阵的
浪打浪如雷贯耳响彻大地，近距离大声说话都
听不清，足见其撞击力特大。二是 20 多米宽
的飞浪腾空从未见过。最高的浪尖与浪尖相
互击打，溅起的水花直冲云霄，足有二三十米
高，又像仙女散花般落下砸在水面上，形成千
朵万朵怒放的花朵。恰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
《琵琶行》里描述的那样：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
落玉盘。三是飞花与狂瀑相映相拥互推赶，构
成浑然一体、相得益彰的壮美景象和诗意美
感，让人流连忘返！

因宜川境内黄河壶口瀑布声名远扬，又系
国家五 A 级风景名胜地，吸引了大批中外游
客前来欣赏它的美景，充分彰显其中华文明
不朽江山之瑰丽一隅。

观黄河壶口瀑布
□徐业山

我想，能有一个安静的午后，一杯花
茶，一缕阳光，一段音乐，然后捧一本心爱
的小说,慵懒地依于窗下。

品书、品茶、品音乐、品着温暖阳光的
午后时光,品一个人时的幸福。

我想, 可以在一个带着露珠的清
晨,约上三、五个知己好友，踩着单车，
飞奔于城外广阔的乡间小路上，看那红
红的朝阳徐徐升起，温柔地触摸着脚下
的尘土和小草，看田野间大片垂着露珠
的油菜花，披着朝阳舞动着醉人的芳
香。

我想,我的心是否已经盛得太满。
茶已冷却,书的封面已是尘烟累累,无

数个带着露珠的清晨, 我想象着温柔的朝
阳照耀着的金黄油菜地, 然后飞奔于每个
喧闹的城市街口, 踩着准点的钟声踏上生

活的征程。
我想，能有点时间于某个宁静的夜晚,抱

着电视遥控器反复转换，安安静静地看上一
段自己钟爱的节目, 我可以对着那不停闪烁
的画面自由地哭,放肆地笑。

我想我做到了。
窗外已是灯火通明，客厅里电视画面清

清楚楚地显示着那部早已过气的电影，我捧
着一杯早已冷却的咖啡，蜷在客厅的一角，只
持续了数秒, 却突然因一个熟悉的画面有些
想念,某段时光,某个段落,某个人。

窗外，弦月如弓般弯起一方澄净的天空，
似有微风轻拂。

夜,凉如水。
拥被, 入眠, 月儿清冷的气息已悄然隐

去。
我知道,我又一次错过了朗朗圆月。

安静的午后
□徐长顺

在我上一年级时，我就有太多太多的
心里话想说，简直像“恰似一江春水向东
流”，又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永远流
不尽，我真想把这些心里话尽情的说出来，
但没有那个胆量，我也不敢跟别人私底下
小声的说，今天，我要把我的心里话说个痛
痛快快，解开我那愁闷的大门。

先说学校的事吧。一天早上，不知道怎
么的（其实我也忘了），焦芸畅就说我烦，
我当时很伤心，又听焦芸畅说汪同学认为
我学习在退步。我问汪同学，你上次语文考
86 分，我比你多 8 分，你凭什么说我学习
在退步，你考试也没我分数多，我还认为你
学习在退步呢。然后气呼呼的走了，其中还
有些伤心。

讲到考试，我又要说了，英语第五
单元测试才考 99 分，15 个 100 分，我
的名次是第 16 名。当时发到试卷，都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情绪非常低落。一开
始还自信满满的认为是 100 分。紧接着，
刘季凯又说我，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
在班上都倒数了，我考的比你高哟”。接着
还唱起了歌，我真想给他一拳，但是又不
敢。真想说他考 100 分又怎么，但是没有那
个勇气。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考试那么
差，还被同学欺负，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
想流，但流不出来。看着刘季凯得瑟的样
子，我的心里像打破了五味瓶，生气、愤怒
中带着一种伤心。

上课时，我也被老师批评，一是上课
“演”出窃窃私语的动作，被老师以为真在讲
话。二是上数学课一不小心插了嘴，后来整整
一天都很伤心，这可是我第一次被老师批评
啊！

我的心里话还远远不止这些，但今天，我
很痛快了，我把心里话讲了个够。

说句心里话
□钱致远

走过屯溪老街

这里曾经留下郁达夫的足迹，或许旅行家徐霞客也从这里路过，二里半的石板街上处处浸润着
徽商的前世今生，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历史人文……“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
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郁达夫先生 80 多年前留下的诗句，表达了对新安江畔屯溪山城
秀美景色的由衷赞许;也或许在这里吃过什么买过什么……

2017 年 11 月 20 日，那是一个初冬，我来到这里，缓步踏走在宽 5－8 米的石板路上，观赏着由
一条直街、三条横街、18 条巷子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心灵穿越了时空，思游到遥远的过去……

□黄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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