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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舒服的草坪上
几个女人围着小帐篷
手拉手跳起了舞
在春天的美好中
享受生活

不能安静的时辰
不肯克制的欢乐
伴着自我陶醉的花香
绿树枝叶间洒下
暖阳的气息

湖

站在葳蕤的湖岸
望眼前平静的湖面
任想象在湖波上滑行

这是个无风的日子
远处有雨云
隐约听到心声的荡漾

巨大的蜻蜓低翔而来
好像要下雨
但还没有

竹海

无边无际
而且无始无终

绿色的魂魄
醉了浩瀚的天宇

风被染绿
时间也被染绿

绿色的波涛之上
有一叶红帆

地下的河流

没有游鱼和水草
也没有白帆和小舟
甚至没有浪花
在幽暗中流着洁身自好
渴望蓝天和白云

在吐鲁番我看见过坎儿井的流水
清冽
纯洁

在草坪上（外三首）

□ 丛奉璋

从 3 月 23 日开始，《中国诗词大
会》第三季比赛在中央电视台 10 频道
连续多日播放，我也天天晚上坐在电视
机前，一场不落的看完本季比赛。

老实说，选手们回答的这些从《诗
经》《楚辞》到乐府诗，再到唐诗宋词
元曲和明清诗词，以及毛主席诗词等，
绝大部分我都看过或背过，有些诗词甚
至非常熟悉。

人生的兴趣爱好往往源于少年时
代。我第一次接触诗词大约在小学二年
级左右，一次我到外公家，看到了一本
薄薄的通俗读物，记得内容有“赵钱孙
李王，高毛严陈黄”等姓氏诗，还有“立
春天气暖，雨水粪送完，惊蛰多栽树，清
明点瓜豆” 等节候诗。从严格意义上
说，这些都不是诗，只能说是打油诗，或
者说是顺口溜。但就是这些顺口溜，却
激起了我对古典诗词的无限兴趣，使我
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甚至“半生痴迷诗
词间”。

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偶尔从一
个本村同学家里，借到了一本《毛泽东
诗词》，内有 37 首主席诗词，当时我已
经认识不少汉字，除了少数字不认识
外，大部分我都认识，同学很关注这本
书，没过几天，就催着我归还，那时我也
没有读过 “书非借不能读也” 这句名
言，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连班加点”，
将这本《毛主席诗词》一字不落的背诵
下来，让其永远“定格”在自己的头脑
里。多年以后回想，幸亏有了这段借书
经历，练就了我在极短时间内的强记功
夫。

好书如美人，妙手偶得之。小学四
五年级的时候，我借到了一本《增广贤
文》，爱不释手，反复摩挲，生怕被人催
讨，连夜把这本书抄录了一遍，里面的
很多警言名句至今还刻在我的脑海里，
如：“相逢好似初相识，到老终无怨恨
心”，意在人与人交往保持适当距离；
“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旨在实践
出真知；“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

有远亲”，讲的是“人情如纸”；“知足
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
耻”，讲的是做人要满足；“记得少年骑
竹马，转眼已是白头翁”，告诉我们青
春易逝，要只争朝夕；“古人不见今时
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讲的是天地苍
茫，人生一瞬。可以说，《增广贤文》这
本由明朝人编写的小册子让我终生受
益，给我的“三观”打下了很深的底色。

进入中学以后，对我影响较深的两
本书一是《少年古诗选》，里面的内容
上至《诗经》，下至南北朝民歌，给我突
出印象的几篇古诗是 《江南可采莲》
《十五从军征》和《长歌行》等，这些诗
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催人奋进。另一本
书是《唐诗一百首》，内有王维、王昌
龄、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
盛唐、中唐、晚唐时期一批大腕级诗坛
“明星”竞相“露脸”。那时读书感觉很
愉快，几乎没有压力，我们又是住校生，
天天课余饭后多是温习课本，背诵古诗
词。

参军以后，因为有了一个相对安定
的工作环境，根据爱好，我先后购买阅
读了 《中国古代爱情诗》《唐诗三百
首》《宋词三百首》《唐诗故事》《宋词
故事》等，业余时间，凭着兴趣抄录背
诵了大量的古诗词，如曹操的 《短歌
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的
《将进酒》《行路难》《关山月》、白居
易的 《琵琶行》《长恨歌》、《红楼梦》
里的《好了歌》《葬花词》等。直到今
天，我依然还能大段的背诵这些古诗
词。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
吟。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
代初，因为长期沉醉在古诗词中，也因
为清闲，我尝试着写作古诗词，先是学
习背诵古诗词的平仄声，再慢慢创作，
写下了许多古体诗词。几十年后翻阅
旧诗稿，感觉十分稚嫩，但就是这些旧
作，却承载了我的诗意生活和军营青
春记忆。

诗意人生云水梦
□ 王征社

打上学起，我就渴望有一本《新华
字典》，正到工作时，这一愿望终得实
现。这本《新华字典》还是我的师傅托
熟人买到送给我的。上学时我一直用的
是我的叔叔用过的一本旧的 《学生字
典》，全是繁体字，用医疗胶布缠着封
页，虽然破旧，但对我的用处真大着呢，
至今我还留存着。

那时候我们上学要走五里多路才能
到校，如果遇到雨天发洪水，校门前方
的一条涧沟水涨，过不去，就要转入九
里的路程。我上的学校是用一座祠堂改
成的，学校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桂花
树，每逢八月花开时香味飘进教室，令
人心旷神怡，美极了。桂花树的树杈上
挂着一口铁钟，上下课由值班老师敲响
铁钟，以代报晓。学校的教室房子虽然
陈旧点，但校内的学习氛围很浓，家长
经常用“穿皮鞋还是穿单鞋”的话，苦
口婆心地激励我们用功。对于想要跳
“龙（农）门”的孩子来就，这无疑是一
个十分严肃的人生课题。我当时想象不
出，世上那么多穿皮鞋还觉得活得没劲
的人。

世上的事大凡如此，有人得到一样
东西需要花很长时间，而有的人得到同

样的东西几乎不费什么功夫。有时候甚
至是，你正为一样东西努力奋斗着，别人
已经弃此他顾了。严格来说，人与人之
间，是不会有绝对“平等竞争”的，因为
他们的起点不一样，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人的一生可供自己选择的东西并不多，
因为有很多事情在你来到世上之前，就
已经决定下来了，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这就成了你的出发点，也许你奔跑了一
辈子，才刚刚达到别人起点的位置，如果
你运气好，也许一辈子让许多人望尘莫
及。

人们都强调后天的奋斗，与其说是
人生这种不平的调和，倒不如说人们更
看重的是过程—那种能激发生命潜能，
让生活发生亮色的奋斗过程。起点和结
局仅仅只令人羡慕，但那种无怨无悔的
奋斗过程却赋予了生命更为本质的意
义。

有首歌曲这样唱着 “山上有棵小
树，山下有棵大树，我不知道，哪一个
更高”。人生过程有如树的成长，长在
山上还是长在山下并不重要，重要是
充分吸收养分、阳光和雨露，永远向
上，直指蓝天，构成属于自己的一隅风
景。

起 点
□ 徐成果

那年春天，去武汉，就住在华中
科技大学的“韵苑小区”内。韵苑小
道上，茶花开得正盛，红艳艳的，似火
般燃烧着；园区里的香樟树，散发着
一阵阵的樟香气，宁静、悠远，沁人心
脾。韵苑，很静，很美。

那一段时间，我的心，被韵苑滋
润得柔柔的。

一个早晨，吃过早饭，沿着面西
的一条街路，信步向韵苑小区的西部
走去。刚刚走过韵苑小区，蓦然发现，
紧挨着韵苑小区的西墙，竟然是一块
空地。这让我大为惊讶，在武汉，这样
一座大城市里，土地，该是寸土寸金
的，而这儿，却霍然露着一块空地，真
是有点让人不可思议。

我站在那块空地的边上，放眼望
去，发现这块空闲的土地，面积并不
大，南北长，东西短，窄窄的一溜。在
我的家乡，称呼这样窄长的土地，为
“一犁地”，意为面积狭长，仅容“一

犁”。不过，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里，这
“一犁地”，已经够宝贵了。更何况这
“一犁地”里，还有丰富的内容，足可
以构成一道让人忘情欣赏的风景呢。

从容地走进这块空地，发现空地
的东边是一条小溪，溪水清浅，明净
而畅快，潺湲地向北流去。俯身，把手
伸进溪水中，一种透明般的沁凉，迅
速传遍全身；南方，春来得早，溪岸边
上的青草，也早已是郁郁葱葱，繁茂
的不得了；碧绿的青草，映着清浅干
净的溪水，给人一种心醉般的感觉。
溪水西面土地上，零零星星地栽着些
植物，都是一簇一簇的，棋布在这块
不大的土地上。植物，赋地形而生长，
像是随手撒下的，自然，天成，把人的
思维，引向混沌初成的原始。

分布最多的植物，是油菜。油菜
花开得正盛，金灿灿的油菜花，在初
阳的照射下，放射着异常夺目的光
芒，那种黄，有着一种奶油般的明亮

和粘稠。高低不一，油菜花便有了一
种层次感，有风吹过，随风摇曳，给人
一种流光溢彩的华美享受。淡紫色的
蚕豆花，开得羞涩而低调，总是开在
叶隙之间，不像油菜花那样，高高在
上，好似在刻意显摆自己。不过，蚕豆
花自有它的美好之处，它是那样的
静，花瓣淡紫的色彩，有白净的底子
衬着，倒愈发彰显出它的娇娆和脱
俗，极易让人想到那些“岁月静好”
的日子。空地上，还有一畦青蒜，一位
农人，手中拿着一把小铁铲，在为青
蒜除草。他兀自地低着头，做着手中
的活儿。时光，悄然地从他的手上流
过；晨光，懒洋洋地照在他的脸上，他
仿佛一无所觉，仿佛进入了“天人合
一”的境地，让站在他身边的我，好
生羡慕。我觉得，他就是一位闹市里
的隐者，“大隐隐于市”，该是有点意
思的。空地的北边，有一间小屋，似乎
只是几块木板搭建而成的，简陋极

了。这，该是那位农人的住所了。那
间小屋，让我想到了瓦尔登湖边上
的梭罗。

当然，大部分的土地，还是裸露
着的，黄黄的土，看上去非常酥软，这
样酥软的土地，也可人眼目。

那几天里，我迷上了这块空闲的
土地，我发现，许多“华科”的学生，
也迷上了这块土地，他们也像我一
样，常常在这块土地上徜徉。

人们，对这块土地，大概是寄寓
了同样的情怀：想在这“一犁地”的
风景中，寄托一份田园之思，寄托一
份对大自然的向往；以便在闹市中，
寻找一份心灵的宁静。

我离开韵苑的时候，天，正落着
小雨。我从那“一犁地”边走过，地面
上，被浅浅的雨雾笼罩着，满是迷离
之美。

就这样，那“一犁地”的风景，梦
境一般，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一犁地的风景
□ 路来森

人间四月，百花盛开。位于铜陵市
义安区钟鸣镇九榔村部不远的山冈
上，30 余亩杜鹃花悄然绽放，迎来了
一年中最美好的花开之季。

杜鹃花又名映山红、山石榴，为常
绿或平常绿灌木。相传，古有杜鹃鸟，
日夜哀鸣而咯血，染红遍山的花朵，因
而得名。据有关文献记载，杜鹃花至少
已有一千多年的栽培历史。自古以来，
杜鹃花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宋代诗
人杨万里笔下的杜鹃花：“何须名苑
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侬。日日锦江呈
锦样，清溪倒照映山红。”诗人运用拟
人和对比之手法,把山花杜鹃拟成人,
“不负侬”写的是花对人的吸引,作者
被山花所陶醉,而“名苑”和“山花”
又形成了对比。显然，正是山花烂漫好
看，才有“日日锦江呈锦样,清溪倒照
映山红”的描写和赞叹。诗人杨万里
是江西人，正是江西的山花杜鹃给他
的视觉冲击太强了，所以，杨万里的这
首诗虽写的是山花杜鹃的山野风光,
但也隐含了他对名利的看淡和对自由
的向往。

4 月 4日清晨，天空下起了阵阵
春雨，我打电话问摄影刘大师是否取
消这次九榔之行。刘大师说，到九榔拍
摄杜鹃花，不一定非要阳光灿烂，下点

小雨也别有一番风味。因为，雨中的杜
鹃花，会更加娇艳欲滴，美丽动人入镜
头。于是，我们一行 4 人冒着绵绵春
雨来到九榔村，在最美的时节，与其来
一场最美的雨中邂逅。

据了解，这片杜鹃花园原是九榔
村林场，如今被村民周来发承包发展
林木花卉。我们是沿着一条新铺的水
泥小道走进杜鹃花园，跃入眼帘的是
漫山盛开的杜鹃花，千姿百态，姹紫嫣
红。随着春风的弦律，翩翩起舞，在雨
中婀娜多姿，美丽至极。她们有的红艳
似火，茁壮挺拔；有的粉红素雅，别具
风骨。一树树的花团锦簇，一团团的火
样人生。当自己漫入花海时，感受到的
是花与人的形影不离，人与花的魂牵
梦系。此时此刻，我拍摄的是杜鹃花的
春情漾动，体验的是九榔村的春意盎
然。红艳艳的杜鹃花，在山冈上，笑吟
吟地在雨中静立着，水珠打在花上，使
杜鹃花更显得娇艳无比，而雾里看花
花更红，雾气还给杜鹃花增添了别样
的仙气。恍惚间，在我的脑海里突然有
了一种古代佳人 “回眸一笑百媚生”
的意境。

此时，我轻轻地走过去，站在一棵
较大的杜鹃花下，端起相机正准备拍
摄时，正好一阵微风轻轻吹过来，一树

粉红色的花朵在雨中颤动起来，多像
一位害羞的少女啊。它触动了我心底
的柔软，也跟着它颤动起来。虽说杜鹃
花没有诱人的芳香，但可观赏，还可入
药。她穿着红色的衣服，显得很耀眼：
有的花瓣全舒展开了，花蕾渐渐露出
来了；有的正含苞待放；有的才展开两
三片花瓣，像亭亭玉立的小姐，怪不得
唐代诗人白居易赞其为“花中西施”。
吐芳蓓蕾杜鹃花，姹紫嫣红满山冈，与

山中的野花争相斗艳，形成了一道百
花齐放、杜鹃竞芳的红色花海。

山坡上，我们 4 人一边打着雨
伞，一边各自选择最佳的拍摄角度，
不停地拍摄着，尤其是细细春雨散落
在花蕊上，把杜鹃花点缀得更加美
丽：有的是如火的红色，有的是淡雅
的粉色，与不远处的村庄相互映衬
着，好一幅绚丽多彩的九榔春色定格
在相机里……

人间四月天 九榔看杜鹃
□ 詹敬鹏

周日，行走在乡间的阡陌上，春风
吹过，一阵亲切而熟悉的馨香扑鼻而
来，轻轻地闭上眼睛，做一下深呼吸，
芳香越发沁人肺腑，中间还带着几分
泥土的气息。这是油菜花香，原来又到
了油菜花盛开的时节。

油菜花盛开了，漫山遍野，一片灿
烂金黄，正是一年中乡村最美丽的时
节。远远望去，黛色的远山与潺潺的溪
流，金灿灿的油菜花与一望无际的田
野，由近及远，蔓延开去，绘出了一幅
美丽清新的田园诗画。四面八方的油
菜花怒放着，涌起层层金色的细浪。青
葱翠绿的茎叶间，怒放的花儿、欲放的
蕾儿、还有半开半合的花骨朵，它们手
拉手、肩并肩，互相渲染着，吐着蕊香，
弹奏着春天的明媚。

一树菜花千朵黄，满目尽是黄金
甲。那一朵朵、一片片、一簇簇的黄色
花瓣都争着、抢着、挤着、挨着，以千娇

百媚的姿态竞相媲美，把乡村装点得
赏心悦目，孕育着一个春天的童话。明
媚和熙的阳光照在花海上，光线玲珑
地跳跃几下，就被油菜花的金黄弹得
四散，分外耀眼，天地变得豁然空旷明
亮。

闻香而来的蜜蜂，追花而舞的蝴
蝶，都嘤嘤嗡嗡的在花间翩翩起舞忙
碌不停，尽情地吮吸着油菜花的乳汁。
我信步走近，一下子有种回到少年时
的感觉，童心荡漾，情不自禁地吟诵起
南宋杨万里的诗：“儿童急走追黄蝶，
飞入菜花无处寻。”在诗人的笔下，一
群天真可爱活蹦乱跳的追蝶儿童，面
对一片金黄菜花搔首踟蹰、不知所措
的生动场景，呼之欲出。

这情形很深刻。故乡地处江南水
乡，油菜花开放时是金灿灿的一片，铺
天盖地的黄，那是一种气势磅礴的金
色之美。童年的春天里，我常和小伙伴

们成群结队地钻进油菜花丛中，争先
恐后地扑捉着蝴蝶，那金色的海洋在
我们的穿梭下，被撞得枝叶直摇，欢快
地荡起一层层涟漪。缕缕清香，或浓或
淡，或急或缓，直钻鼻息，那花香醉了
你，那蜂儿馋了你，那蝶儿惑了你，好
一幅心旷神怡的美丽画卷，美得纯净、
美得朴实。现在回想，这何尝不是一种
幸福！

沐浴在这流光溢彩中，被这一大
片的金色的浪淹没其中，伸出手去，几
乎可以感觉到香气在空中流淌，整个
的人，都被花的醇香浸染透了，物我两
忘，一切显得那么恬静。我欢喜的目光
拂过一朵，又一朵……心儿感到特别
温馨、洁净，于是，我的心也像那铺天
盖地数不清的绚丽的花儿，在无忧无
虑地开放着。

最是一年好去处，花海人家在郊
野。油菜花在乡村旷野随处可见，是

最平凡不过的，也许在现代都市人的
眼里根本就算不上是花。然而，在我
眼中，油菜花是与众不同、无与伦比
的：它们总爱一片片地、一团团地甚
至一簇簇地开，它们会占据整个春
天，只要春潮一动，春风一吹，就像被
施了魔法，千千万万株油菜花仿佛一
夜之间汇成花的海洋同时绽放，排山
倒海，淋漓尽致，给人一种生机勃勃、
热烈奔放、不可抗拒的壮美。轰轰烈
烈一段时日后，在阳光的炙烤中，颗
颗果实悄然厚重，蕴含着农人憧憬的
喜悦。

从乡间田野的泥土芬芳中，感受
春天的味道，找寻我远去的童年。在油
菜花深处，用心欣赏。那金黄的世界
里，到处都洋溢着清心怡人的甜美，宛
如一杯陈年酿酒，在我的梦中荡漾、飘
香……朵朵花儿灿烂，暗香浮动，心静
神明，荣辱皆忘。

油菜花开春色美
□ 钟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