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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儿开了，摇曳着绚烂的梦，似乎
满世界的美好都集聚在这里……

那年，也是这样一个春光灿烂的日
子，同学们眼中玉树临风，才华横溢的
“男神”瑜笑盈盈向我走来，与我订下
“8点”之约。每到晚上 8 点，他便会带
着一叠文稿和一支笛来到宿舍楼下，笛
声一吹，无论我在做什么事，我都会扔
下往楼下跑。更多的时候，我什么事也
没做，梳妆打扮好，静等笛声吹。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在和他谈恋爱，
我没有否定。因为，我在盼着他对我说
出那三个字。可是，他只是来找我帮我
抄写文稿，尽管我的字写得并不好。

他是我的学长，大家都叫他 “瑜
哥”，有的女生娇声地叫他：“瑜哥
哥。”只有我不敢这样称呼，我恭恭敬
敬地称呼他：“学长”。

他毕业的那晚，他依旧在楼下吹笛
约我，依旧是盈盈的笑，却没有带文稿。
那晚的月色很美，我的心“砰砰”直跳。
他说：“走走吧。”他瘦高的身子走在前
面，我轻轻地跟在后面。夜，像一张温柔
的网罩了下来。许久，他站在一株樱花
树下，打破沉寂，问我：“喜欢樱花吗？”
我点点头。他说：“你第一次帮我抄书
稿，是樱花开的时候。樱花再开的时候，
我却不知去了哪里？”我的心刹那间被
离情灼痛。他走近，拉起我的手，将一枚
小小的印章放在我的手心，望着我的眼

睛，说：“我一共刻了两枚，你一枚，我一
枚。”我以为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却什
么也没有说。

后来，听说他毕业后遇到种种不
顺，再然后，他的消息突然像断了线的
风筝。

在没有他消息的那些日子里，每天
我都会望着樱花印章纠结，痛苦。多少
深情，多少眷恋，跌落在春风里，无以自
拔。多年之后，知道他放下职场，蜗居家
中勤奋写作，终于苦尽甘来，写出许多
作品，获了许多奖，好评如潮。我却将樱
花印章收藏在箱底，再没有拿出来。我
想：现在的他，功成名就，已不再需要我
为他抄写文稿了。

那天，在微信群里看到有知名作家
来我所在城市讲座并签名售书的消息，
我仔细看了一下名字，如同被雷击。

我比预告上的时间早了半小时。可
是，座无虚席，连站的地方都拥挤，我在
一个角落里寻了个地方站着。他依旧那
么帅气，妙语连珠。我以为他没有认出
我，讲座结束的时候，我准备悄悄的走，
却突然听到他大声喊我的名字。递过来
他新出版的书，说：“这本书我一直带
着，辗转了好几个城市，终于等到你
了。”我轻轻翻开书，当签名下方那枚
红色的樱花印章映入眼帘时，我的心一
颤，万千思绪一齐涌上心头。

原来，樱花一直在开，深情而诗意。

樱花印章
□熊 燕

春来了。风拖着长长的尾巴，如母
亲轻盈的手，抚过山摸过水，抹过草涂
过树枝，一切生命便融进了风的提醒。
发芽、吐绿、开花。

我捡了一个春雨过后的天气来到
旷野。普通的旷野，因为春色而显得有
灵气。大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
蒙雨亦晴”况味。远处，一树又一树的
樱花招引着我。不高不低的山坡上，草
木吐绿，绿意满天。山坡点缀着樱花，满
树烂漫，红的似火，粉的似霞，白是似
雪，有如线谱上跳动的音符，与绿意齐
奏一曲春曲。樱花强占了风头，那些不
知名的花和草，也不示弱，即使在不起
眼的角落，也要使出全身力气，露出张
张小脸，把快乐与笑意留给世界。我想，
樱花有樱花的美，小花小草有它们的
艳，谁的青春也不浪费。

由着性子在坡上信步，跌落身上的
疲惫，抛弃世间的人事烦扰，脚步轻轻，
心灵盈盈，只怀上一坡春色。眼前，郁郁

葱葱的绿意装进胸腔，朵朵花儿填进绿
意，如此，春便掩埋荒芜的心灵，平抚曾
经的累累伤痕。深深地吸一口气，顿然，
血脉腾起生机与希望。稳步轻轻，呼吸
也轻轻，我不想惊扰那个希望的梦境，
更不愿扰动眼前的春色，既然春天美丽
了我的世界，我怎能惊扰美丽。伫立与
想象，渴望与思念，便被春天搭起了意
境。不只是我，不远处，三三两两的人，
已在山坡上走动了。惊叹，静默，欢笑，
世间百态，便写在这里。但他们眼角透
着对春天的期盼，感叹生命匆匆。

阳光也跟着风来了，拨开层云，露
出笑脸，落下缕缕光亮，朵朵樱花便了
镶了金边，齐齐在风中点头，绝不辜负
阳光的期待。朵朵闪光，片片光彩，勾勒
出长长的身影，留给山坡一片倩影，沉
落春色一份回忆，像在对人们叮嘱期
待，又似在诉说在过往的故事。突然，一
阵冷风吹来，刚才还阳光灿烂的天，便
成了灰蒙蒙的天。阳光也怕冷，躲进层

云了。这时，樱花的枝头颤抖起来，坠下
片片花瓣，有的摆弄轻盈身姿，在空中
翻飞，有的来得干脆，直接坠地……
“花落知多少。”唐朝诗人孟浩然无法
回答，我也亦然。此刻，我从希望中醒
来，眼中的浸满失落，原来，春也有忧
伤，春景也有失去的时候。我小心翼翼
蹲下，捧起一片坠落的樱花，真想学学
林黛玉的做法，把花儿埋葬。“花谢花
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
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原来读了
好几遍《红楼梦》，现在身临其境，明白
林黛玉葬花的哀怜。不论沉落在地，还是
繁花似锦，但樱花的清香还在。

夕阳是时间的翅膀，当夕阳飞过头
顶，樱花依旧妩媚着它的妩媚，光彩着它
的光彩。而我，久久不愿离去。多想守着
樱花的繁茂，守着最后一片樱花落进山
坡。我更想，樱花的举动感动我们的心
灵，成就我们的幸福。

拂去奢华，谁又不是孤独的自己？守
着自己的孤独，回报自己该回报的人和
事，纵然失去生命，如同掉落的樱花，那
也是幸福的绝唱。春光在前，带上心情，
带上爱，好好享受难得春光，毕竟，花灿
烂，春未央，不容错过。

花灿烂，春未央
□张培胜

三月的江南，莺飞草长，蜂蝶乱舞。
少年时最流连油菜花地。拿一本书

钻到菜地里，头顶蓝蓝的天，脚踩软软的
地，可以把记忆燃烧得更加璀璨。三月江
南的阳光，可以暖透我们飞扬的心。闻着
一片片浓酽得醉人的粉香，看着蝴蝶翻
飞、蜜蜂忙碌，就禁不住拍照流连。农村
的女孩子，谁没有几张在菜花地里的留
影？闲时翻看影集，那满目的金黄会霎间
撞入眼帘，好多年了，仿佛还能闻到隔年
的花香，体会到潋滟逼人的青春时光。

那年的三月，油菜花刚露出点粉嫩
的浅黄，眼看就要花团锦簇时，不期的
暴雪打折了无数的花蕾。节俭而心痛的
母亲就把嫩嫩的油菜花茎割回家，撕了
皮在油锅里清炒。那年我刚好在家坐月

子，整日都是油腻的大鱼大肉，忽然有
这么一盘青翠碧绿的美食，自然是风卷
残云，一扫而光。可惜再也没有吃到那
样的美餐了，因为再也没有那样忽然的
春雪了：农人是不会无缘故糟践菜花
的。这样的美餐，一次，也罢。

去年的三月，公路边满是灿烂的油
菜花，爬过坡，蹚过水，在山清水碧间把
春的热闹从田间一下子就拉入了人的
心底。有时候会从车上下来，带孩子穿
梭于花地，让身上粘满黄黄的粉末；和
她快乐地听蝴蝶蜜蜂的欢笑；或者找一
簇最大的花朵，看是否藏着拇指姑娘巍
峨的宫殿？阳光的暧昧，荞麦的清香，菜
花的浓艳就成了孩子童年里怎么也挥
之不去的美好记忆。

江南三月油菜花
□一 心

文 学 副 刊

来，沏杯茶。我们坐在三月盛大的
绿里，像两片茶叶。

我们可以说的有很多，最想告诉你
的是，我是易形者。你不必害怕。春天尚
浅，芽茶初绽，我还有很多时间，回归最
初的样子。

窗外，三月浩荡，亿万蓓蕾钻破轮
回的茧，重返或初临人类的星球，疲惫
得满脸汗水，你可以从每一尖新芽，每
一角初蕾上，看到湿润的痕迹。在犹自
凛冽的三月风里，他们蹲在料峭的枝
头，或站在润软的泥土，就像你我一样
互望，或是清浅地说声“春早”。是的，
他们必定像你这般微笑，弯一个俏皮的
弧。

他们成长，叶脉纵横就像我们无法
占卜的掌纹。他们在雨水里肥硕，在炎凉
里成熟，翠绿欲滴，渐渐茁壮，然后，来自
风雨的绿一滴滴地由风雨带回大地。最
后，他们离开，融入泥土。我们的一生与
他们何其相似。我们只是宇宙里的一片
片叶子，奔跑或远遁，就如同叶子在风中
摇曳。离开和幻去，恰似叶落成泥。

如果早早知道生命叶子般的归属，
是否会放弃奔波，放弃爱恨情仇、剑和
酒，在一杯茶前，将一生轻轻搁下？恐怕
也难。我们是造物精心打造的叶子，感

受力强，追寻是一生的姿态。这片曾经
晶软润绿的叶子，开始长出锯齿的叶
缘，开始积垢，开始损坏，开始硬黄、枯
槁，心灵渐渐迟钝，速度与激情成为引
擎“活着”意识的燃料。在奔走和追逐
中，我们虽然没有生命不朽的念头，却
也早已忘记了我本草木的初心。我们渐
渐易形，心里都住着小兽。病、痛、不安
和焦灼，都来自于这种不兼容。

而春光何其浩荡，而骑牛的哲人何
其智慧，而来自神农氏的神叶———
“茶”，在感恩的三月遍布慈悲的枝头，
完成佛和道对人世的救赎。“茶”，
“人”在“草”、“木”间。茶藉人而存，
还是人因茶而在，或是人与茶在茫茫之
中并无界限？“茶”，世间的灵叶，他们
跋山涉水而来，还带着灵魂的气息。在
人世间用心喝茶，就是心灵返回故乡。

为何念“查”？查什么？寻找什么？
查找自己，在一杯茶中，在一杯茶的氤
氲里，在缓淡的心情中，寻找最初的自
己。回到最初，回到“一”甚或是“无”，
回到素朴，回到万物混同，回到一杯茶
前，回到嫩绿的自己。问问，“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将去向何处？

杯中茶，纷纷下坠，沉沉浮浮，世界
在杯外纷纷扰扰，心灵在茶香里几世返

乡。我是茶，我是片敏感的叶子，我在大
千的杯中。苍茫的万象中，有人高卧梦
蝶，栩栩然蝶也，蘧蘧然周也，孰为镜像
孰为真实？有“我”在处，即为真实。
“我” 若为蝶，那么就是蝶梦庄周；
“我”是庄周，那么就是庄周梦蝶。

茶是我，茶以最初的真纯置换我，
以初生的气息置换我，以宁静置换我，
以纯净置换我。我在易形。我翩翩然浴
于阳光，欣欣然沐于雨水，悠悠然舞于
春风，寂寂然眠于月色。我是人间的一
片叶子，我安静纯净，我自在欢喜。

饮茶，也是茶饮我。茶是儒家茶，开
门七件事；茶是佛家茶，轮回如空；茶更
是道家茶，入也罢，出也罢，有也罢，无
也罢，都归于一。世界大如宇宙又小如
原子，纷繁大千又齐物如一，嘈杂喧扰
又寂静如灭。万物有形又无形，万物有
生又无生，高楼大厦俨然巨石山洞，千
秋功业俨然蚁穴蜂窝，争斗喧扰俨然群
蚁争食，浩浩乎，茫茫乎，纷繁而简净，
都如初始，皆似叶片，栩栩然茶也，蘧蘧
然“我”也。有“我”在处，即为真实，才
有悲喜。

万里奔走是为了回乡，万物经历是
为了喝茶，就像茶道是以繁琐达到真
一。回归一杯茶，就是简净万里和万物，
回到“我”，回到真实的痛痒和喜悦。我
欣悦归属草木系的中国文化，我欣悦可
以在一杯茶前易回真我。我是人间易形
者，你也是。

来，沏杯茶。

我是人间易形者
□董改正

我的祖父———李本善，他和祖母留
下两条根脉：一个是我的大伯父李鹏举；
一个是我的父亲李鹏飞。我算是这个家
庭的第三代，如今，我和我老伴也是这个
家庭的爷爷奶奶了。从我这一代算起，上
下已是第五代传人。从祖父祖母到今天，
我们家的上三代，经历了几个朝代，近两
个多世纪，可谓是风雨沧桑，古今多变。
但我们这个家族有一样东西始终未变，
代代延续。这就是我的世代家教———本
善、勤俭、约束。

人一生下地，一切都是纯洁无瑕
的。听我父亲说，为了保持和延续人的
善良之心和本性，祖父按照“三字经”
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以“本善”
作为自己的名字。祖父祖母是做小草纸
生意的。这种生意很难做，从原料的采
购到制作，经过十几道工序。听父亲说，
在他 15岁时，祖父祖母就安排他采购，
讨债记账。经常教育他做这样的事情手
脚要勤快，腿要跑得快，手要灵活，不能
呆头呆脑，笨手笨脚。父亲在谈到这些
情况时，他总是那么意沉沉而且是一种
祈盼的眼神。我深知，这是父亲铭记和
延续祖父善良、勤俭、约束的家教心情。

在我 15 岁时，父亲考虑到家里人
手不够，就改做豆腐小生意。据父亲回
忆，开始豆腐生意很不好，因为靠手工
点卤难，主要是掌握不准，碱多了豆腐
老化、不嫩，碱少了豆腐不得来全是黄
水。生活的纠结、男人的自尊，逼着父亲
去离家 30里地的县城拜师求教。在学
艺的两个月里，父亲天天四点多钟就起
床，磨豆子、烧开水、压豆腐，师傅就是
不让他试浆、冲浆、点浆。父亲也不着
急，一个劲地帮师傅干杂活。到了两个
月还有最后三天时，父亲的行动终于感
动了师傅，师傅终于将秘诀告诉了父
亲。在后来的生活中，我渐渐深刻省悟
到父亲做人做事，都在秉持和延续着
“善良、勤俭、约束”的家训家教。

1966 年 8月，我高中毕业，正撞上
文化大革命，我很有希望报考外语学院
的梦想被打破，父亲怕我卷入是非混
战，亲自跑到学校把我找回来，并且很
严肃训示我：“你不要听信谗言，你要
坚信，教你文化知识的老师，他们会有
什么错？你要做一个勤奋耕读，安份守
己的青年……”。父亲的那些教诲对我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在生活工作的实
践中，深深感悟到父亲教诲的伟大。在
我来到矿山工作后，母亲协同父亲一
道，更加强了对家庭的管教。自从有了
儿媳后，家教就以母亲为主出面的多。
母亲常说，做人要以勤善为本、诚实当
先，母亲 88 岁时还说过这样的话：
“人，虽是七样八色，但有一样是一色
的，就是心正身正、身正家正、家正人
兴。”想想当年在人生追求的实践中，
如今已在追求人生的道路上，母亲的话
用在几代人身上，句句在理。我老伴常
常在饭前饭后话家常时说起，当年我们
这个家刚到铜陵来时，人口多（三代同
堂）、无户口、无房子、无收入，当时父
亲开荒种地，蔬菜不用买，老伴当时看
准矿山工人缺乏裤头这小空档，晚上连
夜做好，大清早去杨家山铁道旁卖，当
时我对家老伴讲，你现在不要朝钱上
想，你要问他们穿的合适不合适，不合
适就改，甚至你还可以见困难的送两
条。就这样，在三班制工人中间慢慢传
开。第二年三八节时，我以她的名义，写
了一封 《一位共产常员个体户的来
信》，获得省新闻二等奖。接着她与隔
壁邻居合伙做生意，扩大销售范围。一
人进货、卖货，一撑就是五年多，到
1999 年，两个儿子终于先后成了家。我
于 2015 年写了一篇 《犟牛撑起三个
家》，写出“犟牛”在“本善、勤俭、约
束”的家教精神的作用下，坚定自信、
顽强拼搏、艰难地撑起三个家。由于我
们一以贯之地坚持释放家教的正能量，
两个儿媳做的比儿子还好。她们从一进
家门，就当起了主妇，不乱花钱，不奢
侈，俩个是本色本份，节勤节俭，诚实克
己，从善做人。为此，我也写过一篇文章
《我家儿媳胜似男》在《铜陵有色报》
等三家报刊发表，至于两个儿子，算还
可以。让我聊以自慰的是，他们俩诚实
无欺，自律较强。家里从我做起，看书、
看报，老的老有所学，小的也不甘示弱；
大儿子在单位考取中等技术职称，孙子
已上大学；小儿子获取了有色公司“岗
位之星”，于 2014 年加入党组织。这两
代人家庭兴逢盛世，美满幸福。家教的
潜能，家教的力量，已逐渐在他们身上
唤发出来。“本善、勤俭、约束”的家风
也一代一代传了下去。

我的世代家教
□李伯根树木当中，最喜欢柳树。

有时对事物的喜欢是说不出理由
的。就象那日与儿子散步，从远处飘过
草禾焚烧的味道。不知是何缘故，我与
儿子都喜欢那种味道。在夜晚的那时，
更有让人置身于旷野，融于自然，有一
种从土壤散发出的生命气息。

喜欢柳树，最喜欢它的柔软。因为
柔软，当然最爱那种垂柳。觉得垂柳最
有韵味，特别在初春时，象缀满跳动的
音符。没有任何一种树种，枝体会是柔
软到这般的没有筋骨。别在这里跟我说
那些刚正不阿的骨气。正是在城市布满
钢筋水泥的森林里，这份柔软给了它一
份柔美、圆润和云烟，带来一簇浓荫、点
缀和闲趣。

对柳树的喜欢，还因为它最能撩拨人

的心情。每到春季，柳树不动声色的发芽。
从不易察觉的一点点到露出嫩芽再到绿
染枝条，待你看见，已是一团团的绿。每当
此时，总让人放不下，走路时会看，开车时
也看，怕是自己一个疏忽，就漏掉了那一
年一度一季一瞬而过的心情。

古人诗词中，对于柳树的描写与抒
怀是最为不惜笔墨的了。“最是一年春
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庭院深深深
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一词
“烟柳”，不仅书写着美景，更是让人有
神秘和隐秘之感，从眼中到心中，不禁
情丝万千。

江南，是柳树最为舒展风情的地
方，有山有水还有这个季节特有的雨。
山边有柳，更见柳风情；水边有柳，更见
柳风骚；雨中有柳，更见柳风凄。没了柳

枝的拂动，江水湖水都该会寂寞了。没
了“拂堤杨柳醉春风”，那水还会是绿
的么？还会是活的么？那春风还会有温
度的么？

在这个时候，即便没了从前的小巷
烟雨和记叙前尘往事的青石板，但现代
男女站在“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柳下，
也会构成三月江南现代的素描。不论你
是怎样的衣著怎样的情境，那柳树自会
给你营造一份浪漫和意境，收获怎样心
情，在于看客的情绪和心境。

喜欢柳树，还在于它的性情，因柔
而韧。比起那些挺拔的树木，因刚硬而
易折，柳树不。始终垂下的枝条，赋予了
它谦而不卑的秉性，无论怎样的弯曲缠
绕不会折。即便是无心插上一枝也能活
着，谁能说还有什么物种能比 “活下
来”更为顽强？

外春光正好，人已是春睏欲眠，抬
眼望去，“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
软于丝”，不忍辜负这好景好心情，记
此。

春 柳
□陈玲琍

江南多雨 江南的雨
总是猝不及防
在春天悄悄潜入夜里
江南的雨和风呢喃着
小声地说着情话

江南的雨很细
细得像一根根发丝
江南的雨很长
一下起来就不绝如缕
江南的雨很亮
晶莹剔透能照见人影
江南的雨很抒情
小小的一滴
就能溅起我无限情思

隔着雨帘 打量江南
古镇小巷石板街
俨然一幅迷人的水墨画
清新的空气中
飘满了唐诗宋词的古典

只可惜那个结着
丁香般愁怨的姑娘已远去
那把黄色的油纸伞
也不知飘向了哪里
石板街泛着清冷的光
像一位孤独的老人
多雨的江南 雨巷里
再也听不到皮鞋敲击石板
发出的动人足音

可我感觉 江南的雨
还是那样缠绵
徘徊在凄迷的雨中
一把不复存在的油纸伞
依然能转出千般浪漫

江南雨
□周益民

开春了，我给梅花洗个澡

她脱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
一步步走向春天
我踏着得意的微风
一步步走进梅园
迎面跑来的花姑娘
赤身裸体
看羞了我的眼睛
却发现她们的眼里
还躲着冷的影子
望着这些
从冬天跑过来的美人
心跳加快了
热血沸腾了
我开始用我热情的目光
为她们洗去残留的冬
温暖含情的心
好让太阳和她们每一个人
热烈地
亲吻

爱你，我能把你娶回家吗

站在枝头上
看我
看我是不是
梦中的人
要是
就把最美的自己
送给我

我看见你的
脸上
挂满了泪珠
没有一颗
含着我

站在你身边
爱你
不管你心中
有没有我
心和花一样红

可惜忘带了
你最喜欢你的
礼物———
一条洁白的
纱巾
也就不好意思
把你娶回家中

幸福

梅花开了，被我的爱人穿到身上
赏梅的目光亮了
首先是眼睛
然后是心脏
血液加快了步伐，踏响了春光

从镜头中看见了爱人和孙女
望着盛开的花瓣
读着鲜艳的诗句
心里的花要多美有多美，不紧紧
开在心上

春天了，爱人牵着孙女的时候
天上的太阳笑盈盈地跑进了我的
眼眶

盛开在心内心外的梅花（组诗）

□王安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