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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是残雪的消
融，绽放了春天的容颜。

山坡上，沟坎沿，那片片积雪日
渐消瘦，背阴处，往日沉积下的清莹
的雪，变成了苍白色，残雪不再是粉
尘状，而是浸满了润润的水渍。同时
消融的，还有那小河里的坚冰，冰封
的河面裂开一道道缝，破裂着，融化
着，终于使小河流淌成一首潺潺的
歌。

整个大地，都变得松软起来。
春日融融的日子里，你能看到湿

润的地面，蒸腾着如烟如雾的水汽，迷
蒙，似姑娘家娇柔的梦幻；再走向那条
小河，你会看到河流里的鱼儿逆水而
行，摆动出一朵朵如花的漩涡；河床的
水草在绿莹莹地向上生长，河岸边，许
多知名不知名的小草，正悄然地钻出
地面，探头探脑的，像一些顽皮的孩
童；村姑们开始到河边浣衣了，话语伴
着河水一起欢唱，她们要洗去一冬的
垢渍，要洗出春天里那一份美好的心
情。

然而最美的还是春天的阳光。
冬天的阳光瘦悄而冷峻，如一个

吝啬鬼，舍不得送出自己的温暖。春天

的阳光则不同了，起初，它还显得懒懒
洋洋的，因为它刚刚睡醒，才翻过一个
身，从冬天的寒冷里。渐渐地，它恢复
了生机，似乎每一块皮肤都发着亮光，
每一根毛孔都散发着热量。

它的温暖，唤醒了树木，催亮了山
峦。

河岸的柳树，开始变软、变柔，泛
亮、泛绿，很快，鹅黄的“媚眼”就缀满
了枝头，悠悠地飘着，逸着自己轻盈的
梦。高大的白杨树，则泛出一种白绒绒
的绿，枝头吐出包鼓鼓的叶蕾。当柳枝
上生发出嫩绿的柳叶的时候，满河岸
都滚动着一种水浪一般的绿，这时，黄
鹂就叫了，它是柳的精灵，它那轻快而
又锐利的鸣声，把春天划出一道道亮
丽的色彩。当白杨树的枝头，吐出了那
一条条的“毛毛虫”的时候，喜鹊开始
筑巢了，春晨，你行走在小路上，就会

看到路边的高树上，一对对的喜鹊，一边
叽叽喳喳地叫着，一边飞动着衔枝筑巢，
它们在为自己的“生育”做准备，生命的
希望在春天里飞翔。

在起伏的山野，最先回报阳光的，是
向阳的山坡。当一切都还清冷着的时候，
那儿的嫩草就已钻出了地面，仰着脸，向
人们报道春天的消息。继之，山上的角角
落落，各种各样的草木都破土而出，春山
灼灼，山变得亮丽起来了，满山上都布满
了春天的喜悦。很快，杏花开了，桃花开
了，各种各样的草花也次第开放，春山泛
起了多彩的笑颜，捧出了自己最美丽的
名片。这春意的喧闹，让人想到古人淳淳
的风情：“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
家少年足风流？”

要是来一场春雨，那就更好了。湿淋
淋的乡野，空气里流满了草香、花香。一
觉醒来，那春晨的氛围，直把你逼近诗意

的境界里：“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
卖杏花。”

转眼间就到了清明。山上多了牧牛
的农夫，放风筝的孩童。农夫们牵着牛，
悠哉悠哉地走在山坡上，有时，就会信手
把牛撒在山上，装上一袋烟丝，大口大口
地吸着，看上去倒不像是吸烟，而像是在
吸纳春天里那清新的气息，好为即将的
春耕，蓄满一身的力气。孩童们牵动着
风筝，时放时收，任风筝在空中扶摇翻
飞；有时，风大线紧，风筝忽然断了，于
是，一群孩子便满山上追逐着奔跑，把天
地欢腾成一片明丽。

村庄的上空，好像也变得温暖了，村
子里洋溢着一派轻松和愉悦。烟囱里的
炊烟，袅袅地飘着，在晴空里散逸开，像
是洒下一片祥和的瑞气。

已是到了换衣的季节，农人们大多
换下了冬日的棉衣，也换下了一冬的慵

懒。
田野上，有农家在耕地了。两头黄牛

拉着一张木犁，缓缓地在田地里走着。扶
犁的壮汉摇晃着左臂，随时掌握着耕犁
的平衡，右肩上拖着一根长长的打牛鞭，
嘴里不停地“咿里阿拉”地喊着，有时就
挥动一下鞭子，但并不真正地打在牛身
上。帮头的一定是他的婆娘，她不时地回
回头，极力想和丈夫保持着平衡的步伐，
一条红红的头巾随风飘着，像是飘着一
种红色的信念。

耕犁下的泥土翻卷着，波浪一般推
进，新鲜的泥土的气息，在空气里洋溢
着，融入农人的汗水里，沉淀进未来的希
望里。

当一串串的青碧的榆钱，摇曳在榆
树的枝头的时候，时令就进入暮春了。这
个时节里，在古人那儿，总会怀抱了一腔
惜春的愁绪，似乎那绵绵的青草，也贮满
了渐行渐远的离愁。在今人的心中，也多
了一份眷恋，多了一份依依。好像春的明
媚还没有赏足，春的味道还没有品够，春
之美还没有好好地把玩。

唉，惋惜就惋惜吧，留恋着，留下一
种美好的希望，好在还有明年的春天
呢！

春日物语
□路来森

央视春节期间连续两晚在“新闻
联播”中播放各地欢乐春节喜庆场面
中，有本地的一处灯光树影画面。那
两天朋友圈内尽是快讯加喜讯地宣
传。虽然我是逢着便点赞，但没觉得
特别地兴奋。相比较播放的其他几个
城市，感觉我们这处除了是 “功夫
活”之外，并没体现出本地人文和地
域特色,比如我们这里的大型铜雕艺
术，更能反映出城市的产业特点；比
如湿地广场等，更能反映出区域特
点。而这处灯光树影，除了亮堂就是
亮堂。

镜头中的景致，是本市中心两处
约有七八公里，将沿街两侧的梧桐树
全部缠绕了灯珠。

确实是件功夫活，别说有几百近
千棵的数量，就那几十年的老梧桐纵
横交错的枝干，一圈圈地缠绕下来，也
是件磨性子的活儿。

其中的一处就在我所居住的小
区，是回家必须要经过的单行车道。节
前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回家打那道上
经过，看到有人站在作业车辆抻长的
吊臂上忙碌，有时是三四辆车同时两
边作业，当时并不知道是做什么，只觉
得此处每天堵车太让人焦急与烦躁。
再加上那几日大雪和雪后道路积雪，
更是免不了有 “尽干些劳民伤财事
儿”的牢骚！

由于节前忙节日里住爸妈那儿，
基本上忽略了这处风光。即便在好友
处和朋友圈得知“新闻联播”的报道
也没激发多少热情。近几日，晚间时分
走过这条道，置身“流光溢彩”之中，

让人有了在电视画面与图片中不同
的感受。昨天气候宜人，晚上与儿子
看电影散场时将近十点，一路走一边
聊天，晚上车少不碍事儿，加之儿子
挺耐心没催促，边走边拍，留下几张
图片。

夜幕笼罩下，两边的商铺都关
闭了白日里的喧闹和杂乱，只剩
下这灯光铺就的道路，才惊觉日
日 经 过 的 这 里 “ 今 天 这 么 好
看！”，才感触有时我们所缺乏的
就是给心情刷新的创意。一座城
市一个家庭一个人，都需要有一
点点装饰来装点自己，给平常平
淡的生活增添一点亮色，让人内
心激发一些热情，有热情才有激
情，也才会带来好心情。而这装
饰，有时就是一束鲜花一盆小小
绿植一个物品的移动，甚至小到
一条丝巾一个胸针的装点，都是
自己赋予生活的创意。

连续几年的文明城市、卫生城
市、旅游城市创建与评选，给城市增
色不少，老百姓体会到安居乐业这
些基础条件与环境实实在在的变
化。但凡被主流媒体关注，而且还是
央级“强烈”的，总会让人有着不同
的解读，从政治、经济与城市发展上
生出些许联想。虽然图的都是一个
热闹，我们市民更在乎的是城市经
济建设与发展，更愿意看到的是把
这种关注当作律己的动力与监督，
让城市越来越美，生活环境越来越
优化，到那时不想上人气、热搜都不
行。

故地流光处 溢彩照人还
□陈玲琍

“好久没有联系了，挺想你的。
这是我新换的号码。”

晚饭后平子突然收到了一条短
信。

“你是谁？”平子在树底下站住，
月光透过斑驳的树枝窥视她。四十岁
的平子依然少妇般皎洁丰盈。

“我是清乐呀。你怎么连我也猜
不出？是不是又有新欢了？生气！”

“哦，是你呀。你好。”平子礼貌
地回道。

“你又一个人在河堤上散步？”
信息又来了。她刚刚和在外地工作的
老公通过电话，告诉他自己在河堤
上。晚饭后到贯城而过的河堤上散
步，是她多年的习惯。身边不时有牵
着手、挎着胳膊的情侣擦过，她很羡
慕他们。

“是的。你有什么事吗？”
“就是想你了。”平子突然觉

得手机有点发烫。这个叫清乐的
男人，十年前是她的同事，那时他
待她挺好的。平子的老公一直怀
疑他俩暧昧过，常常拿他说事，就
连在床上办事的时候也说。平子
觉得是个折磨，对这个人唯恐避
之不及。

“没什么事就不要聊了吧。”
“你不想我吗？我们在一起时那

样好。”
“哪样好？”平子有些气恼，开始

往回走。
“和我……你不快乐吗？我记得

你说很快乐的？”
平子气血上涌，哆嗦着手把电话

打过去。电话那头却立即切断了。
“不方便接。她在。”信息随即便

来了。
平子揣起手机拉着脸快步向家

走，没有心思散步了。月光被丢在水面
上。昏黄的路灯下，她拖着沉沉的身
影。

手机信息的 “叮当” 声不时地响
起，她回家关上门丧气地瘫进沙发里。
等到她再次打开手机的时候，信息已经
存了十多条。有赞美，有思念，有含糊其
辞的回味。

平子上床后给对方回了一个信息：
“太晚了，睡吧。”

可是对方的信息还是不断地来，像
驱不走的苍蝇。平子乏了，只得关了手
机。

此后的两三天，“清乐” 的信息
还是时不时地来。内容已不满足于
思念，已经在用商量的口吻和热切
的期望向“开房”迈进了。平子隐忍
着。

周末老公回家了，矮墩墩的他，一
副身心疲惫的样子。平子给他炒了一桌
子他爱吃的菜，拿出了他们家珍藏的最
好的酒。等到老公吃得差不多了，坐在
老公对面的平子拿出了手机，认认真真
地拨了清乐的电话。

老公的包里突然响起了她喜欢的
彩铃声。老公吓了一跳，一粒花生米没
能送进嘴里，滚落在桌面上。老公歪着
头扒拉着碗碟寻找着。

平子按掉了电话，转身回房。她站
在昏暗的窗前，闭着眼，胸口剧烈地起
伏着———我早就知道是你，因为我和清
乐从来就没有暧昧过。

平子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笔和
纸，她把它们郑重地送到老公面前。矮
墩墩的男人目光聚到纸上，赫然看到
“离婚协议书”几个大字，他吃惊地抬
起了头。

平子的眼中含着泪，脸上的表情却
很果决。

惹祸的“信息”（小小说）
□何荣芳

“秀”从词性上可做形容词和名
词，用做动词是近些年的事，比如秀一
下，这里的“秀”就有展示之意。

公司“春晚”，其中一个节目就是
“秀”：手擎油纸伞的七位女子，流连
于满池荷花的盛放，踩着“梦里水乡”
的节奏，步态款款，笑意盈盈，演绎着
旗袍的美。由于人众，旗袍花色旖旎，
原本旗袍伴古筝的节目，有喧宾夺主
之势。

秀旗袍，其实也是秀身段、秀气质
韵味和东方女性的美。说到身段，就有
些羞愧，身高不足 160 的我，体重是
110 多斤，舞台走步，过意不去，和工
会副主席说：如果人实在凑不齐，我就
充个数吧。

副主席是个执著而认真的人，她
建议我每天跳绳 2000 下，说身边就
有例子，谁谁坚持跳绳瘦了足足二十
斤。我在初始还信心满满，大约跳到
200 下时，便打消跳绳减肥的念头，因
为脂肪动荡不安时，心脏扑通扑通的，
像奔突着寻找出口，并且肺也和我抗
议着。

于是，我打算节食。可节食更难，

美味面前我几乎没有抑制力。
这时，网购的旗袍到了，参加旗袍

表演的人逐一试穿，都说好，剪裁得
当，面料柔软，完全是贴着身体的曲线
前凸后翘着，却又巧妙地回避了隆起
的肚腩，至少是视觉上的弱化吧。旗袍
的包容性很强，只要不过于肥胖，穿上
旗袍，千姿百态的女人就有千姿百态
的美，可含蓄，可妩媚，可性感，可知
性，可小家碧玉，可大家闺秀，难怪被
众人所青睐。

我决定不再刻意减肥，生活上仍
然随性，不过为了弥补个子不足，订了
一双跟高 9 厘米的黑皮鞋，又不放心
自己的腰腹，特意用收腹裤裹紧，颤巍
巍地上了台。

没想到，我们的节目超出预期的
效果，后来又换了场子，再次出演。我
想之所以得到认可，不是我们这些上
了年龄、高低不等、胖瘦不匀的“模
特”，表现有多么出色，是近年的中国
风盛行，是旗袍再次深入人心，更是在
与西方国家相互凝视中，找到了文化
上的自信。

当然，七人组也是十分认真对待

走秀，与两人的古筝表演其实是相得
益彰的。冬，雪未融尽时，风乍起，吹皱
一池春水，只见三三两两的旗袍女子
闪耀而过。

喜欢叶倾城的一段关于旗袍的
文字：灯火初上，着一袭旗袍香风细
细在城市的陌陌红尘，毫不夸张的面
料，却有蝴蝶的色彩和构图；婉约到
极点的式样，却分明说着无比大胆的
春光。沉静而又魅惑，古典隐含性感，
穿旗袍的女子永远清艳如一阙花间
词。

正当芳华时，做过一段时间的礼
仪，穿统一定购的紫罗兰丝绒旗袍，因
我个子矮小，身材苗条，印象中旗袍还
大了一个型号，现在想想，不过是依仗
年轻，依仗甜美的笑容，得以混迹于礼
仪队伍中，那时的我是不属于旗袍的，
没有丁香姑娘的愁怨和多情，清澈的
眼眸显得直白空洞，少了“烟雨人生”
的朦胧。
丰腴有丰腴的好，提臀摆胯时，自有一
番景致。这是我平时习步时，在他人处
捕捉到的一点感触。

有一位相熟的画家向我索要旗袍
照片，他尤为擅长画插页里的漫画，简
笔勾勒，写实手法，夸张表现。我答应
了，不过是春天的事，我打算穿着旗袍
拍几张小照，纪念中年时这一场走秀，
舞台很小，毕竟也风光了。

旗袍秀
□臧玉华

政府息鞭炮，
新年净亦悄；
红梅争燕色，
童叟乐陶陶。

雪
漫雪飞扬四五天，
江津雾锁也无船；
琼楼玉树冰千里，
梅傲枝头数点颜。

新时代贺新年（外一首）
□陆震日

行香子·咏春

几度东风，芳卉人间。

雨扣弦，雷唤尘娟。

桃红妖艳，翠柳悠悬。

赏梅花雪，春花艳，百花鲜。

晴光四月，油黄夺目。

肺鼻开，戏蝶翩翩。

东西蜂拥，游语妍欢。

看一尘景，满尘色，秀尘仙。

行香子·咏夏

几缕清风，绿柳悠肩。

茂林荫，蝉扣音弦。

鼓蛙鸣乐，荷美蜻迁。

看蝶儿舞，鸟儿闹，水儿潺。

曙光六月，风姿艳展。

胜春还，柔貌容仙。

玉波妖娆，丽影翩翩。

愿景长留，美长久，凤长娟。

行香子·咏秋

银桂香浓，霜叶斑红。

斜阳下，人字飞鸿。

菊篱花梦，兴赏秋宫。

醉七分姿，三分色，九分容。

茫茫田野，金黄谷壮。

熟果尝，玉米橙璁。

棉桃雪旺，登实年丰。

满怀心畅，乐心上，喜心中。

行香子·咏冬

瑞雪飞扬，目览清操。

严寒霜，冰蕊藏娇。

骨姿玉貌，独领风骚。

共赏冬景，梅冬傲，盛冬涛。

琼花银树，光环星耀。

一马川，彻白云霄。

凡尘洁雅，奇观妖娆。

看北风老，东风到，惠风描。

行香子·春夏秋冬
□刘球生

已走过流年
不再害怕青春易逝
不再畏惧容颜易老
只要在最好的季节
绽放自己 已是最美
在天寒地冻的雪夜
静下心来 倾听一朵雪花
盛开的声音……

无题
□周 凤

迎春花

众多的号手

集结于山坳

踏碎料峭寒意

昂首挺立战壕

嘀嘀嗒嗒吹响

曲曲清亮音调

欢呼严冬的溃败

庆贺新春的驾到

春雨

丝丝缕缕

滴滴串串

织成轻曼的细纱

披在小河胸间

织成晶莹的珠帘

挂在农家窗前

淋淋沥沥

柔柔软软

洒在广袤的田野

润绿麦苗容颜

洒在复苏的果园

灿烂桃花笑脸

春 韵
□蔡同伟

铜
官
山

雪未央 周文静 摄

春花 狗年大吉 苗青 摄

腊梅迎春 汤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