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春节之后，有同学提议我
们聚聚，搞一次户外活动即旅游。经与
同学协商最后敲定 4 月 7 日“九华天
池一日游”。清明节一天的雨，让我为
先前定的出外旅游能不能成行多了些
担忧，再加上又有同学因家事不能与
我们同行。我这个组织者真的“扛不
住”了，很想放弃。

未曾想，发车时有 42 名同学登
车。一路上，同学们亮开了嗓门在车上
歌曲了几首。王光德同学不仅小提琴
演奏得好，而且唱几首歌曲，同学们鼓
掌热烈，认为他中气很足，与著名歌唱
家杨洪基嗓音相似。更有意思的是金
玉枝、陆祥华两名女同学唱起了黄梅
戏“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逗得同
学们开怀大笑。而赵锦朝同学朗诵的
宋代词人晏殊的代表作 《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
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
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更
勾起了我们对文化的追思。一个半小
时的路程，我们在欢乐愉快的歌声中
结束。

史料记载，九华天池，景区总面积
达 20 平方公里，自然生态原始，景观
奇特，既有峡谷、溪流、飞瀑、奇石、奇
树、高山平湖、竹海等自然景观，也有
红色山村、电站、茶园等人文景观。车

到九华天池景区刚下车，同学们就忙得
不亦乐乎，用手机拍个不停。沿着台阶攀
登，我们看到了人工挂起的风铃小彩旗。
风声过后，铃声不断。来到了天池，看到
了不少游人已经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休息
观景。更有人登船向景区“矮人国”进
发。看着满眼的绿色，看到天池一湖清
澈、碧绿的水，心胸豁然开阔，神情盎然。

离开了九华天池，我们到了被誉为
“天下第一诗村”—杏花村。对于杏花村
并不陌生。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写下脍炙
人口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
村。”至今我们仍不能忘却。踩着杏花村
的浮桥，向堤上走去。

难道杏花村就这么大？知道我们想
看个杏花村究竟的当地人说，杏花村大
呢，往里面走有不少景点。也许是上午登
九华天池有些累，也许午后的太阳有些
烈，不少同学往回赶。随行的导游说，你
们方向走错了，往左走景点多。抬眼望
去，不少游人朝我们的左边方向去了，还
有人乘坐景区旅游车。

在杏花村逗留了一下，让人看到了
当代人对旅游文化的兴致。在杏花村，玩
的一种心情，一种心境。其心情，杏花村
仍保留着其独特的文化韵味；其心境，从
纷纷涌向景区的人们脸上，我们看到了
人们对文化旅游的钟情。

春游情思
□沈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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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季春来到，柳絮满天
飘”，记得九十年代陈红的一曲《小桃
红》把整个春天都唱活了，唱得柳絮
满天飘，一听这欢快的旋律，仿佛如沐
春风，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几度春
秋，青春随柳絮飘逝，春去春又回，而
今又是一年柳絮飞！

留春春不住，春去苦匆匆！早春
的风昨儿才给柳树梳了条条嫩绿的
发辫，养在深闺人未识，不知何时就
嫁与春风，今儿就早生华发，喜得贵
子，漫天柳絮借力春风，把种子四处
播撒！“自在飞花轻似梦”，你如梦里
飞花，朦胧、缥缈又迷离，轻舞飞扬，
飘忽入梦，我的心也仿佛随你轻盈的
舞步飞起来，飞在人间四月天，飞在
碧绿的时光，一路花香，飞向五月的

花海，飞到了世外桃源，让我沉醉于物
我两忘的纯净梦幻，不知云里雾里，不
知天上人间！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
风。”你“似花还似非花”，如仙女散花
洒落的花瓣，如落花般梦一样的叹息，在
和煦的阳光下翩翩起舞，衬着蓝天碧水、
绿树红花，美如仙境！你如芦花飘雪，飘
在布谷鸟的歌声里。你轻如云，白似雪，
但比雪花更轻灵、更柔软、更温暖、更有
生命，象征新生。飘飘欲仙的你如一朵雪
绒花挥着梦的翅膀，在空中扭着曼妙婀
娜的身姿，飘逸着一首抒情的小诗，飞舞
着精灵的童话，氤氲着鹅绒下孵暖的梦！
你像一片团玉包裹的暖融融的迷离春
色，里面深藏着一个蓄势待发的秘密。你
如蒲公英撑开一把把雪白的降落伞，在

空中荡着秋千，寻找着温暖的家，随遇而
安，落地生根。你如辛勤的园丁，一枝香
雪，满城桃李。你像个淘气的小孩儿，翻
滚、嬉闹着，这儿一堆，那儿一团，漫天，
满地都是的，如轻飘飘、软绵绵的棉团，
跟着风儿奔跑、追逐，一会儿又成群结队
地挂满花枝，如织了个心有千千结的网，
网住了春天的迷梦。你如那朵梦中的天
鹅裙，盛开在杨柳婆娑的河岸上，和春风
缠绵缱绻着，和春风交头接耳地说着绵
绵絮语，被春风托举、旋转着，如演绎着
《绵绵旧情》和《吻别》的一场告别演
出，跳着春天即将谢幕的芭蕾！

我跟着你追，伸手去想接住你这可
人的仙儿，可你调皮地和我捉着迷藏，
还时不时的柔柔地亲吻我的脸，好不容
易才慢悠悠地停在了我的手上，一会儿

又轻轻地飞走了，沐着暮春最后的光
景，蝶舞而去，如留不住的时光，握不住
的往事，总会被风吹散，遗落在红尘烟
雨中！

你从古诗词中飘来，总能入诗入画。
《红楼梦》里的《柳絮词》寄情柳絮暗喻
各个人物未来的自况。黛玉的诗词“漂
泊亦如人薄命，空缱绻，说风流”，忧郁
地预示了自己的命运。薛宝钗却这样写
道：“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
我上青云”，暗示了薛宝钗攀附富贵，想
平步青云的野心。

“一季一寂思年华，繁花落尽惹尘
埃”，你总是无端地惹人离愁，尽惹伤春
惜春之感伤，你如漂泊的游子寻找着家
的方向，竟成了我遥寄乡愁的种子，飘回
故乡，落地生根！

柳絮池塘淡淡风
□宋 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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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老家在南陵县丫山镇一个偏
僻的小山村，几乎没有外人来，保持了
一种原生态的美，四面竹林环绕，山坳
里溪流婉转，山坡向阳处四季各种野花
绽放出不同的颜色，深吸一口空气都是
甜的。山里人朴实憨厚，善良勤劳，只要
有机会我就想赖在那里住上几天，感受
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般的田园生活。

前些日子，陪爱人回了趟老家。一
大早，我们从凤凰山那个方向进山，路
随山转，一路有山花相伴，野鸟相随，回
家的路走得有点急，走得有点累，但心
情却格外好。赶到家时，八十多岁的老
父亲正悠闲地躺在庭院的藤椅上晒着
太阳，老母亲在灶房里忙碌着什么。

“爸，我们回来了！”父亲听到我们
的叫喊吃力地坐了起来，母亲也闻声探
出头来，看见是我们，母亲笑了，我的眼
眶不经意地湿润起来。爱人接过母亲手
中的活立刻就忙碌起来，我端来一个木
凳坐着和父亲唠嗑起家常。父亲干瘦的
脸上布满了像沟壑又如车辙似的皱纹，
因为长年劳作，双手粗糙干裂，青筋暴
露。母亲一旁望着我们，时不时插上几
句话，眼角嘴角荡漾着满满的笑意。

爱人很麻利地做好早饭，我吃了
个足饱，柴火锅的饭菜就是好吃，每
次回来，我都是胃口大开。“吃饱了，
就得下地干活！”爱人笑着说道。“上
山种点芋头吧！”父亲的眼睛里闪过
一丝光亮。村里以前的主要收入来源
就是靠种植药用丹皮，掺杂着种些山
芋、毛芋、南瓜……现在父辈们年事已
高，没体力上山做农活，荒了许多地。
每次谈到这，父亲就不停地唉声叹气，
看得出他的无奈和不舍。“爸，我们今
天回家就是种芋头的”。爱人一边寻
找农具一边接过话茬，“芋头这东西
口感好，城里人把它当成强身健体、养
胃排毒、延缓衰老的绿色滋补品。您二
老天天吃芋头，吃到九十九。”

我扛着锄头，爱人挑着一筐芋头
种和肥料上山，小路被荒草掩埋，不太
好走，走走停停地找到一块曾经种植
过凤丹的地，那块地土层深厚、肥沃，
特别符适合种芋头。按照父亲交代的
方法，我们翻地、做畦、开沟、施基肥、
平整畦面，最后把芋头种子种下去，忙
完已是下午四点多了。

尽管已是腰酸背疼，但明天要上班，
还得马不停蹄往回赶。父母将我们送到
村口，一路上尽是注意冷暖、安心工作、
不要担心他们的叮嘱。袅袅炊烟飘散在
小村的上空，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我们
这一代的兄弟姐妹们大多在城市奔波，
只剩下父辈们依然坚守在这里。宁静的
小山村里，能在一起说会话的人越来越
少，老人们被孤独和寂寞包围着，做儿女
的，真的应多抽空陪陪他们。

常回家看看
□赵 军

都说四月是最美的时节，可不是
么，要我说，它是春天里的春天！

白居易说“人间四月芳菲尽”，那
说的是农历，可是我更愿意理解为时
下盛春的四月，此时此刻，正是芳菲尽
放的时节，亦正是不容错过的最美时
节，诚如林徽因所赞的“最美人间四
月天”。

你看，那天是蓝的，蓝得耀眼炫目，
蓝得让人浮想联翩，连梦都会变成一片
湛蓝，从梦里到梦外，蓝会托起你所有
的期冀，让你在翱翔中渐渐身轻如燕。

还有那水，是青的，波光闪烁，倒
映着蓝天，倒映着白云，倒映着岸边的
垂柳和田埂上的青草和漫洇在草丛中
的小花。农家的女子就蹲在那块青石
板上，纤纤的柔指在水中一拨，波纹便
如歌儿一般的荡开，轻轻敲击的棒槌
声更是那来自亘古的有节奏的鼓点，
将鱼儿从深水中唤醒，将身后的村庄
从悠闲中褪下了慵懒的衣裳。

皮树上，槐树上，苦阑树上，香樟
树上……到处都有不同的鸟儿在鸣
唱，布谷鸟的声音有些急促，翠鸟的鸣
叫有些婉转，滴水鸟的歌声有些陶醉，
麻雀们的声音虽然有些嘈杂，但是却
透着欢快的滋味。在那颗笔直的香椿
树上，有一对恩爱的白头翁，它们正在
相互梳理着羽翼。

在一方低矮的墙根下，有几株不知
名的野花儿肆无忌惮地开放着，它们是
那么的得意，得意得令你站在它们的面
前生出几分妒意。很多的美，不一定能
记住它们的名字，但一旦你生出了妒
意，便记住了它们的形态。由此，便在你
的脑海里印下了那幅最美的画面。

油菜花的芳香是春风送来的，它
像是一个正在享受爱情的少年，在少
女的脸上狂吻。蜜蜂们陶醉了，陶醉在

油菜花的笑靥中，用交响乐般雄浑的乐
曲自我赞颂着采撷的甜美。

每一棵树都在尽情舒展，每一棵树都
已变成一片葱绿，从嫩黄色的绿开始向闪
着亮光的翠绿演变，无论是什么形状的叶
片都在摇曳中生长得越来越快，都会绿得
让人的眼睛里多了一汪清泉或一份诗意。

郁金香开了，风信子也开了，桃花还
在枝头，梨花便已经绽放，它们用不同的
色彩涂抹着靓丽的黄，浪漫的紫，温情的
红，晶亮的白……让你的心一阵阵的躁
动，恍惚中，那些红色、黄色、蓝色、紫色、
绿色、白色……都变成了悦耳的脚步，将
阳光的光谱踩乱，幻化出无数个奇思妙
想和无数个梦幻光环。

忽然间，一场煽动着无数情绪的雨，
将春的画布涂抹成流淌着五彩的斑斓，
这过于抽象的雨甚至有冬雪的寒残和秋
风的迅疾，此时，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发挥
着想像，让这场雨从开始到结束都变得
神秘和多情。

我解开衬衣领口的纽扣，就像解开一
个有关春天的传说，让无数春的气息都从
我的躯体里散发开来，让无数来自春天的
气息都将我从里到外沐浴了一遍。我端起
一杯刚刚沏就的新茶，让它们在我的手掌
上还原成一个个饱满的山野气息，于是，
我看到了山的雄起，听到了泉水流淌的声
音，并嗅到了采茶女子歌声里的甜味。

暂且闭上眼，再缓缓地睁开眼———还
是那一个广场，还是那一片草地，还是那
一尊雕塑，还是那一个忧伤的少年，还是
那一张幸福的笑脸，还是那一对清澈的眼
睛……当我从城里疾步到乡下，当我从乡
下漫步到城里，处处都是四月的明媚，处
处都是不可言喻的曼美，只要我的眼睛始
终睁开，只要我的心门没有关闭，那
么———那么！我就可以尽情享受这春天里
的春天！

四月，春天里的春天
□杨勤华

暖阳春日，云淡风轻，叶细花俏。
风的步子迈得细细碎碎，吹面不

寒，裹携着香甜，如一窈窕淑女，逶迤而
来。

细雨如丝，草长莺飞，浸润花瓣，更
添几分妩媚之美。有诗曰，“二月迎春花
盛柳，清香满串荡悠悠，经年弄巧篱笆
网，疑虑黄金甲未收。”在红檐蓝瓦的亭
台中，看绿波春浪，和煦的阳光就那么
毫无遮拦地铺泄下来。诗人在碧天春水
的郊野间漫游，翠色和烟，晓风流畅。

“荡悠悠”，读诗娴静柔美，露湿晴
花，令人微醺。那金灿灿的迎春花开得烂
漫，如一群扬起笑脸的孩童，推着挤着，好
不热闹；又如热恋中的女子，热烈而奔放。
彼时，莺争暖树，燕啄春泥，戏蝶飞舞。

春花如诗，是的，“剪裁用尽春工
意，浅蘸朝霞千万蕊”。

喜欢这样的春风，吹面不寒，如梦
似幻，令人心旷神怡。

远处一片红云似的花海吸引了人
们的目光，啊，是樱花。一树一树的花，
开得恣肆汪洋，开得淋漓酣畅。每一朵
花都开的尽兴，美得惊艳。花下，美丽
的姑娘，穿着长长的绿裙子，挎着一只
篾篮在花下漫步。风乍起，裙裾飘飘，

袅袅婷婷。一颦一蹙间，有暗香浮动。姑
娘态生两靥绯红，笑意盈盈的眼波流转，
不知是她的脸映红了樱花，还是樱花染
红了她的脸颊。

春花如画，竹外桃花，仙苑春浓，看
一眼，便醉在了这春光里。

几千年前，也是这样的风和日丽，抑
或是细雨霏霏，我来到一个庭院，看那玉
兰花开，花朵硕大，挺立枝头，如亭亭的
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又如展翅欲飞的鹤，翩然优美；又如绝尘
的仙子，遗世独立。白的娴静纯洁，紫的
高贵优雅。明睦石有诗云：“霓裳片片晚
妆新，束素亭亭玉殿春。已向丹霞生浅
晕，故将清露作芳尘。”清代朱廷钟在
《满庭芳·玉兰》中写道：“刻玉玲珑，吹
兰芬馥，搓酥滴份风姿。缟衣霜袂，赛过
紫辛夷。绰约露含日、冰轮转、环参差。问
琼英。返魂何处？清梦绕瑶池。”写尽了
玉兰花的清新脱俗之美。

春花如歌，余音袅袅，绵绵不绝。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
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在这
蒌蒿满地，水绿如蓝，春花满枝的季节，
临花照水，舒袖狂舞，胸襟阔开！

春天，赴一场花的约会，惬意非凡！

春天，赴一场花的约会
□陈会婷

醉红妆·春醉
东风剪柳翠丝飘，绿悠悠，扭细腰。
艳花豪放百般娇，琼姿笑，任逍遥。
馨香芳草领春潮，燕喃语，度良宵。
锦绣相连山水美，人也醉，笔难描。

醉花阴·雪梅情

凌冬数九香魂绝，疏影纷纷越。
玉骨绽妖妍，万里琼姿，还向寒天崛。
蝶梅相恋轰轰烈，娇蕊层层雪。
舒卷傲霜菲，缕缕芬芳，邀友凡尘阅。

沁园春·美丽的铜陵
山水铜陵，历史悠久，八宝丰盈。

望凤凰妖娆，繁花似锦；井湖秀丽，碧
水环亭。
古镇名扬，滨江璀璨，触景生情满目
琼。
大街上，看市容新貌，央榜优评。
村民生活优荣。引无数大妈齐共鸣。
赞广场歌曲，健身燕舞；胡琴奏乐，喜
气欢腾。
盛世尧天，福光普照，万象更新又一
程。
新时代，唱响高科技，打造名城。

诗词一组
□刘球生

昨晚浓酒，此行正堪解酲。
单位老驴并非浪得虚名，拉起一

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徒步卖花渔村。下
车周源口，脚步如春草初生，春林初
盛，蓬蓬勃勃，欢欢快快。沿着练江，
山未重水未复，过了渔梁坝，高高低
低的根桩已在路边列好了队，接受游
人的检阅，苗圃一个接一个，三两个
农人植艺期间，全然不顾我们的指指
点点。家家户户门前后院摆满了梅花
和罗汉松，也有榔榆、雀梅、紫薇和一
些我叫不上名字的植物。占尽风情的
是梅桩，大如栋梁，小堪手掬。这些梅
桩端庄如三台、飘逸似游龙，成片成
阵，如刚从工厂流水线上下来，这就
是龚定庵眼里的病梅吧。我是散淡惯
了的人，更喜欢铜陵禇有政老人梅园
里那些自然天成的野趣。

久雨初晴，阳光晃眼，春风十里
没有我想像的远。比肩继踵的踏青赏
花人塞满了这个人称美艳欲滴的小
山村。我们错过了最美的时节，淡梅
残妆，还是赚足了人们的兴奋。有溪
声入耳，我便缘溪而行，穿村而下的
这条山溪叫逝川，说是川，有点大，这
名字让我想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一条山溪便可窥见徽州之“徽”
字的“山水人文”组合。村子与一般
皖南山区的古村落相同甚多，精美的
砖雕、斜侧的门向、青砖黛瓦马头墙，
也有不同的，没有常见的 “四世一
品”的牌坊，“大夫第”之类的高宅深
院，似乎也不曾看到鸡鸭鹅狗，少了
鸡犬之声相闻，连锁具也成为摆设。
门虽设而常开，来此的人谁都可以推
门而入登堂入室。我一路悠闲地看逝
川不紧不急地流着，看村民扁担晃着
一小捆梅苗与我擦肩而过，看刚从梅
林里修枝归来的农妇头上未扑去的
一二朵梅花，看幽深巷子里那斑驳了
的白墙上耀眼的大红对联，很是惬
意。

听老驴说，渔村有八景，最美的

是在村头的山上看宅居形胜在村尾
的古道上走一走锦屏障外。顺着清山
路我直奔村尾，崎岖了三五里，看到
的净是些没有包浆的石头路。上了村
头的百步云梯，俯瞰窝在丁字形山岙
里的村庄，怎么也看不出一条鱼来。

古道却在毛家岭下与我寂寞相
遇。这里有一段清代的石板路，防滑
的刻痕几乎被光阴磨平，还有一小截
更加久远的麻石路，不少石条中间行
人踩踏的地方已经粉化，石板头裹着
厚厚的苔衣，我不忍心下脚，怕踩痛
了这截历史遗存，目送这条曾经的官
路，弯弯曲曲抱山而去，不耽误它去
看山那边住着的神仙。

再次下到村子里，带的一大壶水
喝净了，进了一户人家讨要点水。一
个中年汉子将怀中的孩子放在一个
大木盆里，为我灌满了水。我很好奇，
你们拿木盆当摇篮吗？中年人笑着说
是的。旁边一个老奶奶操着浓重的方
言说，这个还是洗澡盆、杀猪盆。老妇
人的话我听不大懂，中年人在一旁给
我翻译，还向我介绍了老奶奶，她叫
汪翠仞，今年 91 岁，是村里最长寿
的。老奶奶是山后面庄源村人，八岁
来这里，当时叫童养媳。老奶奶家在
对面，那里背阴，她是来晒太阳的。

老奶奶知道我们在说她，伸出
手来让我看，满手的老人斑从很深
的皱纹里爬出来，四个手指并拢在
一起弯成直角，如锄头一样。中年人
说，老奶奶年轻时是种梅育梅的好
手，现在患风湿关节炎，手不能动
了。不能干事了。不能干事了。老奶
奶反复念叨着。

中年人叫洪展，本乡本土的当地
人，在村里小学毕业后，外出打了几
年工，前两年回来种树育苗。他在门
口支着了个摊子，不仅出售盆景，还
捎带一些土特产。他告诉我，生意的
旺季是腊月，现在看花的人多，买的
少，收入还是比种地好。洪展还对我

说，唐朝末年他们祖上为躲避战乱来到
这里，以洪姓作了村名，叫洪岭村。

洪展说，我们村子有 200 来户人
家，人口不到 800，人均摊到三分地五分
山场，人多地少，售卖盆景成为我们主要
经济来源，一千多年来，从未间断，逐渐
成为徽派盆景的代表。我们制作盆景，都
是自育桩苗，从不上山挖桩，常常是爷爷
种花孙子卖钱。这里几十甚至上百年的
树桩比比皆是，价格从几十元到上万元
不等。村里有十多位徽派盆景传承人和
工艺大师。

洪展遗憾地说你们来晚了，今年的
第七届梅花节大年初七开的幕，现在已
经结束了。我在村史馆里看了梅花节的
录像，花事烂漫到难管难收，当时的感觉
是灿若云霞，漫山遍野的梅花是这样，攒
动的人面也是这样。这时，七八个壮汉抬
着一棵罗汉松过来，洪展顾不上与我聊
天，赶过去帮忙。我则拐进了洪氏祠堂。
祠堂原有三进，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进，作
为村里的贤人堂陈列着洪姓家族乡贤名
人的事迹。我的目光被东侧粉墙上的一
幅画吸引，了了草草的几笔，勾勒出一个
人，头戴毡帽，手持花枝，旁边题着一首
诗：隐在山间，时到人前，做梦一世，卖花
千年。画与诗不知出自何人手笔，却让我
品咂了许久。隐在这画山秀水间，本身就
是一种福分，疏淡时细数落花缓寻树桩；
浓烈处“曾为梅花醉似泥”。如果耐不住
寂寞，向友人聊赠江南一枝春；倘若忆梅
下西洲，直可折梅寄江北。没有了在钢筋
水泥的丛林里觥筹交错，是梦一般的日
子。

我一直空着腹却不觉得饿。
排队等车下山，我的思绪仍在漫无

边际的遨游，突然，我看见不远的山坡前
坐着一个花农，手里拿着花剪，脚边的梅
桩上缀着星星点点的花，他默默地看我
们，我们等了一个半小时，他就这样一动
不动看了我们一个半小时，车子一动，再
回首，他不见了，云深不知处。

出村，我遇见一位搞摄影的朋友，他
说，打死我也不来了。我只是微微地笑
着。我如果猜得不错，来这里一趟心生嫉
妒倒也罢了，还冒出许多妄念：作为游客
不可再来，来则安家！

山中一日，安稳了我的清梦。尽管只
是片刻……

片刻清梦到渔村
□沈成武

铜
官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