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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副 刊

冰雪消融后，早春的小草探头探
脑钻出了地面，随着温度的上升，特有
的新绿，便潮水一样涌来时，真能让人
心醉；继而，春风拂面，春暖花开，当春
天的天使给一片新绿绣上五颜六色的
锦缎时，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就在眼
前；而那些舞动的春景更为春天的画
卷增添了生命的灵动，一幅浸染着生
命之色的画卷就此展开……

绿色如茵。树醒了，那沉睡着的枯
枝败叶又蒙上了一层毛茸茸的绿，那
种绿，不是盛夏清凉而沉重的深绿，不
是芳草淡雅的草绿。那种绿带着淡淡
的鹅黄色，像稚嫩的孩子，还懵懵懂
懂、飘忽不定，好像一层薄雾。田野中，
一簇簇灰白的地梅挤在数不尽的枯草
嫩苗中，绽放点点黄色的春花，在细细
春雨中，摇头晃脑；泥路上，一片片饱
经风霜的马兰青，伏在春泥上我行我
素拼命地增殖同类，晶莹春露沾在浅

红叶柄撑着深绿卵状的小叶上，惹人喜
爱。河边的草地上的鹅黄一不留神就被
染成了墨绿，小草以它瘦弱的身躯宣告
春的到来。新绿、嫩绿、鲜绿、翠绿，满眼
的绿色呀，温柔着我们的视线，把大地打
扮得簇新，焕发新姿。

鲜花似锦。三月的春雨，的确没有辜
负“春雨贵如油”的诗句。经过两三场春
雨的滋润，乡村里甚至每一个不起眼的
角落里，知名的不知名的小草都开出了
小小的花，粉的、黄的、紫的、红的……晃
的眼都乱了。最抢眼的就要数菜花了，放
眼望去，一大片一大片铺天盖地的黄，仿
佛是从天空倾泻而下来似的，轰轰烈烈

地灿烂着，热情而又奔放。树上桃花李花
杏花开得正欢，白的，粉红的把村庄打扮
得分外妖娆，多姿多彩了。树下落红一
片，花谢花飞花满天，一派春味儿盎然，
空气里夹带着淡淡甜丝丝的芳香。我不
禁驻足，贪婪地呼吸着春风里的阵阵花
香。

春景萌动。披着柔媚的春光，让略
带甜意的风，从身边掠过。冰雪消融，春
水汩汩流动，流向山涧、幽谷，仿佛是春
天的畅想曲。河岸边的的柳树上，鸟儿
啾啾，跳上跃下。《诗经》上说，“春日
载阳，有鸣仓庚”，古人总结说“春听鸟
声”。这是很有道理的。春天的鸟，似乎

比其他时节啼得特别的勤，特别的脆，
特别的悦耳……有时听到的是鸟的独
唱，有时听到的是两只鸟对唱，如果鸟
鸣唧唧喳喳，此起彼伏，时断时续，吟唱
一首春天的颂歌。春风吹皱了一池春
水，小溪泛起了粼粼的波光，一群鸭子
在溪水中戏水打闹，飞溅的水花一片欢
腾，可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田野
里，金黄色的油菜花花丛中，蜜蜂“嗡
嗡嘤嘤” 来回采蜜，彩蝶上下翩然起
舞，一派动态的春景呈现在我们的面
前。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
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
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桃红柳
绿，姹紫嫣红。拿起笔，追着春的脚步，
想要画下春的多彩、清新。于是信手研
墨，丹青记春。画的是烟雨江南，粉墙黛
瓦，苔痕阶绿，桃花含羞，杨柳堆烟，春
水漾漾，远山含翠，紫燕归来……

画 春
□江初昕

一剪梅·晚晴

春暮流光催鬓皤，
花已阑珊，树已婆娑。
日长无计可消磨。
闲数流云，静览风波。

耳畔虫声渐渐多。
也似吟哦，也似轻歌。
长风问我意如何？
斜枕松根，独梦南柯。

临江仙·老顽

年少不畏命运舛，
会当击水拍崖。
捉虫斗草亦攀花。
尽欢须到晚，
鸟倦自归家。

竹马青梅今俱老，
徜徉人生韶华。
过眼烟云总无瑕。
思来犹喟叹，
岂甘龙钟吓。

词二首
□孙长若

每一个芽胞
都是一个词
每一条柳丝
都是一行诗
她们和春风细细交谈
愉快的笑声
绽露出鹅黄淡绿的美
发表在春阳下

春柳站在水边
用细长的手指
划过宁静的水面
仿佛告诉鱼虾
一只水鸟蹲在柳树下

我喜欢沐浴着春光
沿河看柳
看柳树发芽
美好的心境
像枝头上跳跃的春鸟
悠扬甜美的歌声
迎着春风吐纳

春 柳
□邵光智

一株草在春天苏醒
暖阳照过稚嫩的脸蛋
探出地面的半个脑袋
被春天吹开了眉眼

怀抱整个春天
草尖上沾满露珠
季节的画卷打开
草的忧伤在春天图腾

漫步在春天的青草
和着时光的舞步
扬起高傲的头颅
穿梭于田间地头

春之恋

季节的浓墨重彩
写下的一阙春天的词赋
铺在绿色的田野里
醉了梦里的桃花

三两只蜜蜂的情爱
诉说着关于春天的秘密
口角的甜蜜
和春天的恋情一起张扬

草尖上的春天（外一首）

□何军雄

如同翻开一页书，在微风吹拂细雨
漾漾里，春天不声不响悄然来到。

春寒料峭。大山雾雨濛濛。春节的烟
花刚刚落尽，笛鸣还在两山之间回荡，
柳枝上那一抹抹米色，芝麻点儿似的，
最先被瑟缩着身子、长着灰褐色羽毛的
雀儿发现。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田野枯黄的稻茬脚下，有嫩芽在
泥里蠢蠢欲动。村边的池塘里，水清清
的，静静的，凉凉的，几只不怕冷的鸭子
嘎嘎，水便混浊了。院子里，木瓜和山茶
花打着苞儿，正期待一场暖阳的出现。
屋子里的人们，还躺在正月暖和的被窝
里。

初春，一切都还早。
没等你缓过神儿，在春风抚摸里，

一缕阳光冲破云霭普照大地，粉红的
桃花、雪白的梨花、金灿灿的油菜花、
红艳艳的紫云英……一夜之间竞相绽
放。花儿在阳光里招摇，蜂儿蝶儿也赶
来凑热闹，它们在花蕊间翻滚、跳跃，
一身花粉，一路花香。村里来了养蜂
人，二三十个木箱子在空坪上一溜儿
摆开，蜜蜂嗡嗡穿梭于田野和蜂箱之
间，就像一个诺大的工厂，每一只蜜蜂
都在各自的流水线忙碌。布谷鸟儿叫

了，人们乘着好天气，在禾田里播下了
一年的希望。

“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
安花。”季节是最强的染手。许多叫
不出名字的花儿，一股脑儿在阳光
下盛放，天地间仿佛有一支无形的
画笔在描绘，红的、粉的、黄的、紫
的、白的……各种明丽的色彩，生动
着山乡大地。

几声春雷在黎明炸响。雨打梧桐，
白里透红的梧桐花儿落了一地。一连
几天的雨，干涸了一冬的小河，水开始
涨起来了；母亲的菜园里，黑土被浸
透，用稻草覆盖着的辣椒、黄瓜、西红
柿等各种秧苗在咯咯咯往上窜；雨水
顺着枝条，把门前的那棵老樟树淋得
透湿，树皮上的青苔摸上去滑粘粘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再大的雨，也阻隔不了人们对先
人的哀思。山上的野草在清明过后便
疯长起来。屋后的竹笋破土而出，每分
每秒都能听到它们拔节生长的声音。
柳叶儿由初生的嫩黄变成嫩绿，再变
成墨绿，细风一吹，哗哗作响，柳絮翻
飞的时节就要来到。

初春若含，仲春似锦，暮春如油。
春天永远是年轻的模样。

春天的模样
□毛君秋

春天的旋律 汤 青 摄

一年十二个月，只有三月配得上
“风情” 二字。风情是一种动人的神
韵，就像美丽多情的女子回眸一笑，让
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三月好时节，春色惹人醉。没有任
何时节能和三月媲美，她的风情万种，
她的一颦一笑，都带着特有的光彩。

二月春来早，那时的春还是涩涩
的，探头探脑，不谙世事，像个忐忑的
孩子。二月里，风儿送来暖意，把天吹
蓝，把山吹绿，把水吹动，春天变成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少女，她低
眉敛目，不敢大大方方张扬自己的美
丽。而到了四月，春就深了，大红大绿，
像浓妆的女子，带着几分俗艳，没了韵
味。夏季，秋季，冬季，虽各有特色，但
都缺乏风情。

惟有三月，春天突然间掀开了
面纱，立即光彩焕然。她眉清目秀，

眼波流转，昂首是诗，俯身是画，实
在是美得恰到好处。有一种美，增一
分浓，减一分淡，三月就是这样的。
有一种美，张扬一点则妖媚，内敛一
点则隐晦，而三月的美，暗香浮动恰
恰好。

风情三月，款款而来。你看，蓝天
是她的披风，绿地是她的罗衣，青山是
她的裙裾，流水是她的飘带，萌发的小
草是她衣上的流苏，柳梢上的嫩绿是
她颈上的丝巾，她把珍藏了一冬的华
服全拿出来，把自己装扮一新。空中的
朵朵白云是她脸上的薄粉，春日艳阳
是她眉心的红点，绽开的花朵是她脸
上的腮红……她精心描画，只为给我
们一个最美的春天。

风情三月，举手投足间尽显美丽
优雅，她的眼神顾盼生辉，她的笑靥温
情秀美。很快，她就要举办一场大型的

舞会。那场一年一度的舞会，华丽盛大，
热闹浪漫。你看，莺儿燕子们都赶来了，
蝴蝶蜜蜂们也都赶来了，它们一路载歌
载舞。小兽们接到邀请函，也都跃跃欲
试，它们要在舞会上一决高下。万紫千红
的花儿们，睡在冬天里做了个长长的梦，
听到三月的呼唤，纷纷睁开了睡眼，它们
要把舞会装扮得五彩缤纷。

当牧童的笛声遥遥响起，当春雨飘
飘洒洒落下，当春风吹开了舞台的帷幕
……好戏就会上演，所有的生灵会给我
们呈现出最美的舞会。直到我们眼花缭
乱，喝彩声不断响起。

有谁能不爱这风情美丽的三月？风
情三月，美丽如画，我们在春倾国倾城的
笑靥中，一醉方休，尽享美好。

大自然如此慷慨，把最美的姿容展
露出了，怎能不让人喜爱沉醉？因为喜
爱，所以珍惜，所以不会辜负。

风情三月
□马亚伟

杨树花，白杨树开的花。
白杨树能开花吗？答案是肯定的，

只是，人们见得少，甚至于，许多人根
本就没有见过；或者，就是因了熟视而
无睹。

初春时节，春风一阵阵地吹着，白
杨树的树皮，便在灰白色中，透出渐次
明朗的嫩青色，愈来愈青，青色泛泛，
泛泛，像泛滥开来的一片片的春光。就
在这样的青色浮泛中，白杨树的花穗，
破皮而出；一天天地伸长，伸长；最后，
拉得长长的，拉成一穗一穗，像一条条
挂在树枝上的“毛毛虫”。

不过，这 “毛毛虫” 上，没有
“毛”，只是形似“毛毛虫”；有的，是
每一穗上，布满的一粒粒的小花苞。

“春天来的时候，常见人们在树
下捡杨树花，褐色的，一穗一穗的，捡
来做什么？用开水焯焯凉拌了吃，那好
吃吗？相信不会好吃，但有人就想吃那
一口。”

此段文字，是作家王祥夫在《六
道木》一文中所写的。文字是写实，但
对于杨树花的一些描写，其实是不确
的。说杨树花是“褐色”的，只对了一
半，此种色彩，只是杨树花败落时的色
彩，是“人老珠黄”的呈现。

初生的杨树花穗，却是紫红色的。
紫红，紫红，滑溜溜的紫红，光亮

亮、灼灼耀目的紫红。看一眼，你就会
觉得：时光是那样的温润，日子是那样
的丰腴，岁月真真是静好，静好极了。

杨树花出现的时候，杨树叶，却还
没有萌发出来，只是叶芽，宝嘟嘟地鼓
在那儿；因此，对于一棵白杨树来说，
是毫无遮蔽的，是裸露的。这时候，光
溜溜，泛着青色的杨树枝上，有的，就
只是挂满了树枝的滴流索罗的杨树
花。

那情景，真是美艳极了。
想一想，一棵巨大的白杨树，枝

杈横斜，婆娑披散开来，覆盖方圆几
十米；头上，是蓝碧碧的天空；树上，
是满树紫红紫红的，一穗穗的杨树
花，似挂满了一串串的紫红色的玛
瑙；此时，紫红色的光忙，弥漫一树，
浮泛、闪烁，流光溢彩，真真是，大美
难言，大美难言啊。如果你，站立远
处，遥望那一棵巨大的白杨树，晴空
之下，就是一团紫，就是一团红，或
者，就像一团紫红色的云，悬浮半空
中。此情此景，一棵白杨树，简直就美
出一份震撼。

若然，春风吹拂，每一穗杨树花，

就都摇摇曳曳，袅娜生姿，宛若一个个蹁
跹起舞的紫衣美少女，则，又会让人情不
自禁地想到了《诗经》上的那句话：“有
美一人，清扬婉兮。”“清扬婉兮”，伟丈
夫般的白杨树，此时，便被赋予了一种女
性之美，一种阴柔之美。

都说 “春光洋溢”，一穗穗的杨树
花，于晴天丽日下，似乎，最是能让人感
受到那份“洋溢”的情味的。

杨树花，能吃吗？
从前听母亲说，饥荒年代，人们就吃

杨树花。趁嫩，大多是，洗净，掺入适量的
面粉（红薯粉、玉米粉、豆粉等）蒸而食
之；亦可用之熬粥，熬制成一种菜粥。滋
味如何？想来也不过是滑溜溜，甜滋滋而
已———杨树花穗，是有些甜味的。

似王祥夫先生所写的，将杨树花
“凉拌”吃，却是从未见过的。有，肯定是
有的，只能说“一方水土，一方吃”了。

杨树花穗上的一粒粒花苞，炸裂
的时候，才是杨树花真正开放的时候。
此时，花穗已“老”，呈红褐色；炸裂的
花苞，则吐出如棉般的洁白的丝絮。蓦
然间，经风一吹，丝絮漫天飘舞，漫天
飘舞……

此时，“乱花渐入迷人眼”———也是
一番美境。

杨树花
□路来森

南宋有一位官员叫何坦，在他写
的《西畴常言》中说过这样的话：“人
心如盘水也，措之正则表里莹然；微风
过之则湛浊动乎下，而清明乱乎上矣。
夫水方未动时，非有以去其滓污也，澄
之而已。风之过，非有物入之也，挠动
则浊起而清自乱也。君子其谨无挠之
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心如静止
的水，其不动时是清澈的，一有微风吹
过，水底污泥漾动，水就不再清澈了。
在水面还没有风时，水并非没有污泥，
而是沉淀在下面。有风吹过了，水并无
污物加入，由于风的搅动，污物起而致
清水浊。所以，君子谨防让风吹乱自
己。

关于人心的善恶，历来有几种说
法：法家讲性本恶，儒家讲性本善，唯
物者讲性本无善恶，乃后天习染所致。
若按何坦的说法，则人性有善有恶，如
水有清有浊，一汪静水，清在上而浊在
下，如邪风来搅动它，一刹浊起而清
乱。这个说法好像比较靠谱，近于西人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之说。
如其不然，人世间好些个事情，就不那
么好解释，比如好人变坏人，坏人变好
人，变好又变坏了，等等。那么，这个问
题怎么解决？何坦说：君子不要让风吹
乱自己的心性。比喻总是跛足的，自然
的风乱你头发，你奈何得了它？但这里
讲的是人间风，面对不良的风气，君子
要修养品德。

这个事情理论上好说。纵观历史
与现实，古有君子贤人，今有榜样典
范。但人数还是比较少的，且大多是盖

棺定论，某些君子与好人，你要让他活得
久些，后来事就不好说。一个人立场再坚
定，怕也架不住狂风，只有故去的人不会
变。此说自然不能绝对，不然就没有君子
了。当然，还是那句话，少。那么修养品
德，靠个体意志对抗，对于端正世风，作
用也就有限。这样说，不是说人可以放弃
修养，人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就要管好
自己。独木虽难支，众木可成林，我们不
能放弃个体对于社会的责任。

但人的心底总是有“滓污”的，也就
是有恶的成份，你不搅动它时，它是潜伏
深埋的，如同人体内的病菌，在不发作的
时候，身体就是健康的，就是一个好人。
一旦邪风吹体，就可能发作致病。人体内
没有病毒，这个不可能，强身健体抑止
它，是一法。但长期让邪风吹着，再强的
身体也会致病。所以，何坦的办法是个办
法，但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什
么？像防西北风沙一般，建立强大的防风
林带，减弱乃至消除邪风的风力，不让水
底沉渣泛起。这要靠良好的制度与规则，
靠社会机制来弘扬正气，形成整体的正
压邪的局面。

何坦说人心善恶并存，要抑恶扬善，
这当然是对的。但靠君子自身修养的方
法，却未能从根本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只
是君子独善其身，是自古以来较传统的
方法，虽然也是向来比较推崇的方法，但
其弊有二：一、独善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有
限的，榜样的力量也不是无穷的；二、恐
怕未必都能够善始善终坚持到底，这有
诸多的历史人物及现实人物为证。起何
坦先生于地下，不知以我说为然否？

人心似一汪水
□吕达余

每个人的童年记忆中，都曾有过
和放飞风筝有关的往事，那些风筝放
飞了孩童时代的琐细梦想，承载着许
多的快乐和对未知世界的仰望与憧
憬。

我有一只不曾放飞过的很丑的
风筝，风筝是母亲做的。母亲用芦苇
绑成一个“干”字形支架，然后糊上
纸，那是我见过的最简易的风筝，那
只风筝丑丑的样子，我至今仍然能清
晰地记得。绑在风筝上的线太短了，
即使跑得再块，风再大，那只风筝也
只能在头顶之上的那片天空上跟着
我跑，样子古怪。母亲为我做的风筝
最终没有飞上高高的天空，就被风吹
得破败不堪。但我仍喜欢那只丑得古
怪的风筝，也像我彼时空无凭依、羞
于向人启齿的梦想般不切实际，但我
还是要感谢母亲，是她给了我一只让
梦飞翔的风筝。

女儿小的时候，我陪她去市区空
旷的体育馆里放过风筝。我们一起疯
跑，一起看许多风筝飞上天空，在天上
摇摇摆摆，然后满足地大笑。女儿是迷
恋风筝的，她的房间里常年放着一只
很大的漂亮风筝，是一只燕子风筝、或
是一只蝴蝶形状的风筝，那些风筝像
是一个个多彩的梦，都绚丽可爱极了。
女儿的梦里大概也时常有一只不曾消
停的风筝在飞吧，不然她也不会常常
在梦里偷偷地傻笑。

去山东，特意为女儿买过两串长

长的福娃风筝，牵起来，一长串，像长长
的祝福，等待着我们去放飞。那两串风筝
被女儿小心地收藏了好几年，最终还是
遗失了。就像我们的年龄无法逆向生长
一样。那些曾经陪伴我们，给予我们许多
快乐的小物件，会在某个时刻被淡忘被
遗失。有些是我们无意间淡忘的，也有些
是被岁月慢慢冲淡的。

初春，大地回春，暖气慢慢上升，风
渐渐地暖了柔了，又到了放风筝的时候
了。此时大地初醒，春花不紧不慢地孕
蕾，新芽渐渐悄悄地萌绿，等不及春天慢
慢到来的人们就心急地将一只只风筝放
上了青蓝的长空，天就渐渐地朗润起来
了，风卷水波，水就柔了，就有了扑面而
来的春的气息。

在我的心中，无端地觉得放风筝最
适宜在古城外的一片空地里。三两个人
一道，架着大风筝出城，城墙古旧斑驳，
地面上，碎石间的荒草稀落，早春的塌苦
菜、野荠菜还是灰头土脸的青绿色，不远
处，几株古木向着青蓝的天空支撑着庞
大的身躯，一阵风过，枝梢微动。

趁着杨柳风起，迅速放飞手中的风
筝，迎着春风一路小跑，就跑向了春天的
深处，惬意而又满足。手中的风筝，借着
风势，越过树梢，攀过高高的城墙，就有
了俯瞰山川草木的高蹈。我们也在风筝
之上，俯视生活，自信如春天的风鼓胀得
满山满野，放飞我们如风筝般飘飞的梦
想。

春风起，我们一起去放一回风筝吧。

放风筝
□章铜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