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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微信大热。也订了几个公
众号，主题是关于传统文化。公众号
更新很快，诗词歌赋图文并茂，的确
令人赏心悦目，尤其是搭配的照片，
由于画面感更强，有时作用甚或超
过文字本身。遂细细揣摩其中奥妙，
忽而悟到点什么。

我看出了两个词，青黛，朱白。
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含蓄的。喜爱

搭配冷色调，尤以建筑为甚。中式建
筑以砖木结构为主，越往后来，那种
青砖黛瓦的小院小落风格越成为主
流，无论北方的四合院，南方的徽派
建筑均是如此。庭院深深，时光幽长，
古铜色的门板折射在若明若暗的光
线里，地上的青砖里露出一缕青苔，
或是在某个不大的天井里长着一丛
修长的翠竹，中国人的风雅意趣尽在

其中矣。若是推开一扇窗，对面是一道
灰墙黛瓦，这时倘垂下一根鲜翠欲滴的
嫩绿柳枝，那种感觉，仿佛一下子击中
了心头某个最柔软的地方，这就是温柔
敦厚，宽容的中国文化。

我曾反复思索中国文化何以呈现
这样的审美特质，即以青黛为美，而不
像西方明丽的黄白等色，乃至绚丽彩
色为美，大概在于除了红墙黄瓦的皇
家气象外，人们更愿意过一种隐逸逍
遥的生活，讲求以退为进、天人合一的
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里，从缙绅大夫到富贵商贾到普通百
姓，莫不如是。拥有一方退隐在岁月深
处的独自院落，看杨柳吐翠，四季流
转，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某种意义上，
人是容易满足的，即便常年呆在仄逼
阴暗的环境里，只要有一抹春天的亮

色，也能带来极大的身心愉悦，就像小
窗里垂下的那根柳条，在潜意识深处，
套用一句人们熟悉的譬喻，“生活是
灰色的，而理想之树常青”。

与青黛相对应的，是朱白。任何事
物都有两面性，有含蓄，就有张扬。抛
开相对压抑的建筑风格，人们更愿意
以烂漫奔放的色调来表达情感，大自
然正是最好的寄托。红的，粉的，紫的，
各种鲜明绚丽的花朵带来了万紫千红
的春光，也将压抑已久的心灵得到了
最大程度的释放，于是，但需梅花一
枝，桃李数朵，整个世界便全然两样。
是的，画面上不需要太多的组合，萧疏
的乡野，淡淡的烟岚，清浅的水流，都
掩映在一种旷远的景深里，有的时候
背景都被虚化了，类似国画中的留白，
我们看到的只有直扑眼帘的红粉茵

茵，连天雪白，它们就长在房前屋后，
田间地头，还是熟悉的小桥流水，还是
熟悉的梦里江南，但视角变了，感觉则
大不相同。如果说青黛是撷取一方空
间，以小见大的话，朱白则类似散点透
视，给人以整体的通脱和舒放，更为简
单，也更为直接。

不得不说中国文化实在奇妙。传统
国画兴起于浓墨重彩的青绿山水，大成
于简笔写意的水墨山水。而随着时代变
迁，更直观的摄影视界代替写意风景
时，青黛之色又焕发出新的魅力。或许
可以说，我理解的青黛杂糅了青绿山水
与水墨山水的特点，而朱白，却是在水
墨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毕竟，红色是中
华民族的文化图腾，我们需要在一个个
平常的日子里，不时跃动那朵更绚烂的
憧憬，装点心中关山，今朝更为好看。

青黛 朱白
□张凌云

周末打电话给父亲时，母亲让
父亲叮嘱我，来时不要买什么东西，
家中吃的、用的都有，但是有什么小
说书或杂志、报纸可带点来。

每次到父母家时，母亲只要在
家，总是静静地坐在阳台的椅子上，
戴着老花镜，一手捧着一本书，一手
拿着一个发大镜，逐行逐句认真地
读着。母亲爱读书，从她年轻时就始
然。

母亲虽只是初中毕业，但是
在她那个年代 ，她也算是个有文
化的人。母亲是在浮山中学读书
的，学习非常刻苦，初中毕业时考
上了安庆卫校，当年整个枞阳县
义津镇及其周边也只有三个学生
被录取，可见母亲的学习成绩在
同龄人中算是佼佼者。但是，当时
外公的思想极其封建保守，认为
护士是侍候人的职业，拿着扁担
追赶着母亲，硬是没让她上卫校。
几十年后，母亲当年上卫校的同
学在医师的岗位上退休了，而母

亲为了补贴家用，砸过石子、上过精
砂、挖过土方、烧过石灰，干了 20 多
年的矿山家属工，倔强而坚强地经
营着自己的小家，她含辛茹苦地将
四个儿女拉扯大。命运有时是循环
的，尽管母亲当年没有成为护士或
医生，但是她的两个儿媳和一个女
婿都在医院里工作，这可能是上天
给母亲一个安慰吧。辍学的母亲在
与父亲结婚前，一直在家帮父母做
家务。母亲在家老大，下面有两个妹
妹和一个弟弟，她对弟妹很严厉，生活
上和学习上什么都管，所以姨妈和舅
舅小的时候都有点怕她，弟妹们最后
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都有了体面的工
作。没能继续上学，母亲在做家务时或
不做家务时，只要有点空闲，她都喜欢
拿本书来看，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
在。受母亲影响，父亲退休后除了种菜
地外，平时也喜欢看点书报。

小时候，我不喜欢吃母亲烧的
菜，因为她一边烧菜一边还看书，经
常将锅中烧的菜给忘记了，最后烧

成焦炭。但是也有一个例外，母亲烧
的鸡特别好吃。母亲烧这菜很简单，
将鸡块、佐料放好后，加些水，盖上
锅盖，小火慢焖，然后拿着书一看就
是一个多小时，中间从不揭锅盖。母
亲的红烧鸡，汤汁收得极干，有一种
粘稠感，鸡肉又香又嫩，这是我一辈
子都不能忘记的味道。

已近耄耋之年的母亲，有只眼睛
因患青光眼已失明多年，好强的她一
直没有将此事告诉自己的儿女，也没
有丝毫影响她对读书看报的兴趣。直
至 2014 年春节前的一天早上，本习
惯早起的母亲，下床后突然发现自己
什么都看不见了，白内障让她的另一
只眼睛也暂时失明了。平时有点病疼
从不愿去医院的母亲，这才慌了神，
不能看书，不能做事，这是母亲绝对
不能接收的现实。在母亲住院的期
间，我和家人日夜轮流陪护在旁边，
母亲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话也很少，
像个“乖小孩”，我第一次感到性格
好强的母亲，也有柔弱的一面。当我

扶着母亲下楼去拍 X 光片时，母亲
紧紧握着我的手，又柔软又暖和，让
我一下子想起小时候母亲牵着我上
县城时的情景，当时我紧紧地抓着母
亲的大手，深怕母亲将我丢在这陌生
的人流中。母亲的手是我唯一的依
靠。出院后，母亲读书看报的习惯仍
然如往，我担心她只有一只正常的眼
睛，多次提醒她少看点书。

母亲不会打牌，也不喜欢到邻里
家串门聊天，但她也有几个老书友。上
次去父母家时，正好遇到在铜山医院
药房退休的边医生，他抱着一叠杂志
书来找母亲。母亲时常将自己读完的
书和他交换。边医生笑着对我说：“我
跟你父母一样，不喜欢打牌，也没有什
么其他业余爱好，现在唯一的爱好就
是看点书。”

我想：在青春时，书是母亲放飞梦
想的翅膀；在中年时，书是母亲战胜生
活苦难的良药；而如今，书是母亲时刻
陪伴的“儿女”。读书，是母亲一生的
挚爱。

爱读书的母亲
□方咸达

花开陌上，旖旎成诗；柳色花
容，牡丹飘香。

近日，我陪同来铜的浙江亲戚
们游览著名的凤凰山风景区。当我
们停好小车，漫步踏上那条宽敞的
水泥路时，只见那块高耸的广告牌
上赫然写着“国家 AAAA级风景
区凤凰山欢迎你！”一条长长的横
幅上是 “热烈祝贺 2018 年凤凰山
风景区旅游节开幕！”的字样。那拱
形的红色彩门和长长的临时网点更
是增添了旅游节的欢乐气氛。五月，
天光云影，绿草茵茵。一片片的牡丹
地里，一茬茬的牡丹悄然开放，花香
袭人；高大的相思树根深叶茂，生机
勃勃；青石板的相思桥，古色古香，
落花斑斓。真的应了杜甫那句“迟
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的诗句。

或许是为了今天的接待有点底
蕴，头条晚上我又将凤凰山风景区
的资料看了一遍，加上这是第二次

到来，所以当我们漫步风景区时，我
便轻松地指点这里的美丽景点，给大
家做起解说：“凤凰山形似凤凰，由
横山、面山、灵风山、潭山、金山等构
成。境内青山如黛，风景如画，是铜陵
家喻户晓的旅游胜地。早在明朝‘景
泰’年间，诗人周铎就书写了‘庐外
山高插半天，石边孤井聚甘泉，凤凰
一饮千年后，尚有遗迹万古传。’等
十六首诗，热情赞美凤凰山的八大景
点。”

当我们来到这片第一块牡丹地
时，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虽然有的
牡丹刚刚凋谢，但更多的牡丹却悄然
开放，还有的牡丹正含苞欲放。当地
志愿者热情告诉我们，根据专家介
绍，远古时期的爱情之花就是牡丹。
牡丹当今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就是
制作药材。牡丹每年的花期是在清明
前后轮番开放，五月份仍然是较好的
赏花期。这时，只见各地游客兴趣盎

然地拍照，不亦乐乎。一波来自芜湖
的退休女教师们摆弄不同的优雅姿
势，相互留影。哇！连片花地里的盛开
牡丹，大路旁的座座小洋楼，不远处
的青山绿水，给人留下人在画中行的
意境。

跨过那座一波波游客拍照的相思
桥，我们来到著名的景点相思树。只见
在一条清澈见底的相思河上，生长着
一棵连体的枫杨古树，像一对恋人在
拥抱、在亲吻。这棵大树挺拔威武，历
经沧桑，却郁郁葱葱，青翠欲滴。男女
老少的游客，尤其是热恋中的青年男
女都要在这里留下靓丽的合影，也昭
示着他们喜结连理，百年好合。另外还
有穿着孙悟空和猪八戒衣装的生意
人，也在配合游人合影添乐。看到这里
如此热闹场面，亲戚们便打听起缘由
来，我便把有关相思树的美丽传说向
大家娓娓道来，客人们感动不已，连声
说：“过去我们只知道安徽黄梅戏有

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叫《天仙配》，没想
到你们铜陵凤凰山还有一个凄美的爱
情故事叫相思树，真是太美了，也太感
人了！”

五月，云卷云舒，白云蓝天，青山
连绵，树木葱茏，一波波各地游客的
队伍，春风满面地行走在乡间小道
上。当我们伫立那条木结构的长廊
里，立即被两边悬挂的全市摄影爱好
者聚焦凤凰山的大赛获奖作品感染
了；还有凤凰山风景区一年四季的真
实画面，春天的牡丹，夏日的荷花，秋
季的枫叶，严冬的飘雪，真的犹如镶
嵌在凤凰山的珍珠，绚丽璀璨，摄人
心魄。

我们沿着郁郁葱葱的大青山和流
水潺潺的山涧小溪，来到那片瀑布前，
只见长长的瀑布从天而来，气势磅礴，
直泻而下，一地琼花；此景此声不由给
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
天”的遐想……

柳色花容正五月
□杨信友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近夏的门楣。
忽然想起，我与春天，应该留个念。

四季中，我是偏爱春天的。一片嫣红，
一团柳绿，带着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午后的阳光，暖暖的绵软地照在身
上，照在青草上，照在鲜花上，照在城市
中，生活充满了热闹与生气。轻轻仰起头，
便能闻到春天的味道。我总向往这样的意
境，生活的恬淡与芬芳，是流淌在岁月中
的暖，心中的念。

然而，在小区里穿行，大部分花，都已
经凋零，片片花瓣随风飘落，空气中弥漫
着淡淡地清香。不免心有暗伤。想到春天，
应是花事欣荣，锦瑟繁华的盛势。想想去
年，花势的酣畅。小区里，上班的路上，公
园里，一片璀璨，到处妖娆。徜徉花海，眉
间有清风，衣上有花香，赏心悦目。可叹大
自然的画笔真是神奇，随意点染间，皆是
如诗画。

今年的花势，相比于去年，总感觉不
那么尽兴。自然的春天，相比于时令，姗姗
来迟，清明节期间最后一场倒春寒过后，
终于是满园春色。不由感叹，“春色满园
关不住，万紫千红总是春”。每个角落，都
是万花笑，千枝摇，争把春来闹。可时光总
是太过匆匆，未容我细细驻足观赏，大片
的花势已过，眨眼间，已是春夏交替。心中
不禁有些许怅然。

带着点点失落，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
着。感觉绿意更浓了，几乎苍翠欲滴了。柳
树伸展着碧绿的腰枝，随风轻轻摆动着。杨
树也吐出了一片新绿，像一把把天然大伞，
往上生长着。草坪上的小草，也更青了。仔
细看，那一棵棵花树，花影虽逝，可是一蒂
蒂花托还在呢。叶子越发绿得动人。

星星点点的绿开始蔓延至每一个角
落。在光阴的巷口，绿阴爬满岁月的老墙。
一片片新绿，是生命的颜色，是跳动的旋
律，是大千世界生机的勃动和嬗变，是纷
繁的生命在涅槃蜕生。看着看着，心不禁
像那些草儿一样，慢慢变得柔软。踏着松
软的土地，迎着和煦的春风。让暖暖的阳
光，肆意的将整个身体紧紧包围。心，瞬间

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春天，不禁有花的璀璨，青绿的诗行里，

也写满了希望，写满了灵动。
春日里，可以在陌上散步，在檐下听燕

子呢喃，路边的小草充满生机，绿肥红瘦的
日子，也让人心生喜悦。

想想每天早晨，随着天气转暖，小区里，
公园里，晨练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沐浴着朝
霞，迎着春风，或围着宽敞的草地慢跑，或大
家聚在一起，跟着舒缓的音乐，跳着广场舞。
或寻一僻静处，慢悠悠地打着太极拳。或领
着自家的宠物，轻松漫步。人们脸上，洋溢着
微笑，生活终归是美好的，幸福的日子，开始
于每一个晨起暮落，诗一样的生活，源于自
己创造。

喜欢这样的时光，春光明媚的日子，三
五好友，换上轻薄艳丽的春装，接伴郊游。轻
风拂面，溪水潺潺，鸟语花香。大家手牵着
手，沿着青石板的小路，悠然前行。闻一朵芬
芳，观一片柳绿，诉一些心事，留几张合影。
不想不念，只是这样安静地沉浸在春光中，
养一颗淡定的心，保持着对生活的温度，行
走在光阴的芳菲里。

无论舍与不舍，送与不送，春，终究是要
归去。花开花落，年复一年，总会留下一缕馨
香，静静在心底绽放！花开，我们要用心去珍
惜。花落，便铭记在生命里。

人生亦如此，巅峰时刻，快乐时光有之，
但更多的，是平淡日子中的细水长流。岁月
蹉跎，时光荏苒，奔波与劳碌如影相随，痛苦
与寂寞挥之不去，无奈但又必须去面对。夕
阳易逝，花开花落。唯有心存阳光，保持内心
的淡定与从容，维持一颗向往美好的心，努
力不辜负每一个风尘起落的日子，生活才有
馨香。

这个春天，看过最美的花开，经过最美
的盛放，也就足矣。生活，终究是明媚的。喜
欢鸟语花香，倚在窗前，坐拥在一米阳光中，
抛开美丽和忧伤，用心记录下生命赋予我们
的过程，写下来自于平淡生活中的幸福，在
柔柔的春风里，让心情，在一片叶子，一朵花
中舒展，让喜悦铺及每一个角落。不厚重，不
张扬，静静地享受这人间好时节。

作别春天
□李 云

时光如流，岁月如歌，季节的轮回在
我们身边悄无声无息地进行。刹那芳华，
瞬间往复，每个季节都如此独特，都那么
美好。炎炎夏日，不妨在卷帙浩繁的篇章
中，寻求那些为数不多而精致典雅的夏日
诗篇，触及那些曾经存留的夏日景物，寻
访岁月里的夏日时光，自然也是一件非常
惬意的事情。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高
骈的这首《山亭夏日》，意境优美，被后世
喻为“咏夏之佳品”。夏日的白天炎热而
漫长，树木茂密，绿阴浓浓，楼台的倒影映
在池塘的水面上。微风拂动光莹晶亮的门
帘，架满的蔷薇散发出一院浓郁的清香。
既有视觉的美景，又有嗅觉的清香，还有
触觉的微风拂动，由此，我们看到了一幅
夏日的山亭风光。

“松下茅亭五月凉，汀沙云树晚苍苍。
行人无限秋风思，隔水青山似故乡。”戴
叔伦的《题稚川山水》，在仲夏的暑热中，
经日跋涉后，向晚突然来到一个有山有水
的地方，憩息于松下茅亭。放眼亭外，在水
天背景上，那江中汀州，隔岸的青山，上与
云平的树木，色调深沉怡目，像在清水中
洗浴过一样，给人以舒畅之感。此诗前两

句写稚川山水的秀美，后两句则进一步写出
稚川山水给人一种特殊的感受，即唤起旅人
心中的淡淡乡愁。隔水青山似故乡，恍然间以
为回到了可爱的家乡。思乡情何其深切。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
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王昌龄的
《采莲曲》主要写采莲姑娘的美丽容貌。“菱
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
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白居易的这首
《采莲曲》描写的是一位采莲姑娘腼腆的情
态和羞涩的心理。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夜
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消响。
欲取鸣琴弹，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霄
劳梦想。” 孟浩然的这首 《夏日南亭怀辛
大》，描写的是他夏日里置身池月、清风、荷
香、竹露中的感受，表达了对朋友深挚的思
念，可谓意境深远。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杜甫眼里，夏日的江村何等清悠，静谧安详。
“墙头雨细垂纤草，水面风回聚落花。”这首
诗里，表达的是一种优美的意境。夏天的风
情，有风，使草儿飘动，使水面的花瓣聚在一
起。

以一颗诗意的心，萦绕于唐诗的意境之
中，何等清雅。

唐诗里的夏天
□夏爱华

因身体不适，常常在清晨 4 点钟左
右，我不得不下床走动，以缓解胃部的不
适。这样的时分，世界是如此安详宁静。寂
静而寂静的夜色里，透过窗户，还可以看
见几星路灯在闪烁，在我看来，这是美丽
夜色里不懈不怠的灵魂。

人生总有一些痛苦，生活总有一些不
幸，作为食人间烟火走到知天命之年的
人，属于我的凡俗的身体，也无法避开
尘世的疾病，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这
样一种无谓的状况下挣扎着。尽管这样
一种挣扎让人体力疲惫，身心憔悴，但
我还足以从自身的挣扎中品味生命的
意义。

我在寂静的夜色里活动自己的身
体，在有限的空间里调整人生的状态。窗
外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于我来说，这应
该是一个新的发现，以前我好像不知道，
在清晨 4 点，就有鸟儿开始活动了、鸣叫
了。那些同样属于尘世的精灵，应该不会
有着同我一样的不适。它们之所以鸣叫，
虽然是在夜晚，却是置身于暖暖的春天，
我想，它们应该是在怜惜属于自己的春光
吧！

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感受里，黑寂

中我听到的，就不仅仅是鸟鸣了，而是让人
牵挂眷恋的雀跃的春光，以及春光中万物生
长的音韵。

这样的时分，春悄悄的憩息在心头，
像一只猫，猫在城市屋顶上。它在梦的
边缘溜过来溜过去，为人们传送一些美
好的信息。春风以轻柔的姿态，将夜色
中的河水吹出一圈圈梦的涟漪；将树梢
头的芽苞吹胀了、吹开了。春，自由地飞
翔着，它叩问着有情人的门窗和心扉，
让沉睡的爱，一点一点地复苏，一分一
毫地拔节。

“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
开。”在我的感觉知觉中，曼妙的鸟鸣，叫
醒的分明是曼妙的人间美景：碧野茫茫、
万绿层染、花苞初绽、含羞动容，千般风
姿、万种矫情。熏香的春风，荡开了属于春
天的每一份柔情，酝酿着冬去春来的软语
呢喃。

春还在，希望就在，这样一个互动的季
节，就算是病痛加身，也会有一些什么脱颖
而出，给你醍醐灌顶般的顿悟和启迪，让你
有足够的勇气，御去生命中沉重而沉郁的装
束，参透生命的黯然和光亮、哀怨和喜悦，走
进新的又一天的美好生活中。

听，春还在
□程应峰

铜官山 老树新花 苗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