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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飞瀑

黄果飞瀑天下闻，
碎玉銀珠自天临。
落下卷起千堆雪，
流去漂走万朵云。
山青水碧似仙境，
人美景佳入梦存。
宣纸翰墨写不尽，
且化诗情做长吟。

周庄情思

魂牵梦萦系周庄，
今朝宿愿终得偿。
一步一景皆古色，
三里三桥影倒映。
村姑橹摇千波綠，
厨师勺炒万里香。
归程情思收不得，
几番回头望水乡。

雨中西湖

雨中西湖更婀娜，
游客乘兴反增多。
美女伸手抚翠柳，
俊男屈身撩清波。
三潭少月雷峰远，
南屏无钟曲苑荷。
放眼景色看不尽，
刻心入梦长吟哦。

千户苗寨

千户苗寨呈古风，
街如梯田第次层。
吊角楼高如林密，
风雨桥深似船型。
長桌宴听民族曲，
小吃街品风味浓。
历经风雨苍桑地，
且喜今朝展新容。

蔷薇花开
赵玉明

暮春，当百花园里的桃花、梨花次第凋谢，枝头结满
黄豆粒般大小的青色果子，蔷薇便开始盛装出席。

仿佛一首歌没有前奏，生长在山脚下或田埂边的蔷
薇，一坡坡，一丛丛，枝条间青嫩的花蕾，像约好了似的，
在节气口令的指挥下，齐齐绽放。

这些盛开的蔷薇，在进行一场场火爆的比赛。它们
花开五瓣，每一瓣都倾力舒展，一点也不矜持，仿佛要用
尽全身的力气，才能达到怒放的标准，当不辜负这眼前
风光。或莹白，或淡粉，或嫣红，千朵万朵，简洁素雅，漫
山遍野，如浪似潮。此时的蔷薇，像身陷爱情的少女，不
计后果，一簇簇，一团团，开得密不透风。花朵，鼎盛至
极往往就是衰败之时，可畏畏缩缩不是蔷薇的性情。

蔷薇有个雅号叫“锦被堆花”，也有俗称“买笑”，大
雅又大俗。这样的称谓，蔷薇并不在意。蔷薇真是聪明
的仙子，知道自己其貌不扬，既没有迎春花勤劳，也没有
梨花素洁，更没有桃花妖娆，可它自有安排。当金黄的
迎春花、洁白的梨花、粉红的桃花依次匆忙登场，蔷薇并
不慌张，它静静地破土而出，抽薹、结蕾，开出一坡锦绣。

在我眼里，蔷薇更像一位与世无争的隐士。在故
乡，从我家六亩田周围放眼望去，方圆五六里全是绿油
油的麦地，灌浆的麦苗丰腴饱满，美得像将要出嫁的青
春女子。一丛蔷薇生长在田埂上，全然不顾四周麦苗
的浩荡声势，尽情开放，摇曳生姿，不卑不亢。

蔷薇品种众多，但我独爱这乡间的野蔷薇。单瓣，
杂色，花形虽不耀眼，但那怒放的生命，让人惊叹，让人
震憾。有花的地方就有蜜蜂，就连独处在麦海中间的
这一丛蔷薇，蜜蜂也不辜负。风把花的消息四处传送，
蜜蜂接到请柬如期而至。它们不顾旅途飞行的疲劳，
来不及歇息，扑在蔷薇花上忙碌着。

有一次春游，在郊外，一户人家石砌的围墙，蔷薇
宛如瀑布，挤挤簇簇地爬满石墙。在一片郁郁葱葱的
绿色中，蔷薇开得如火如荼，纯白、浅粉、紫红，恰似江
南水乡的女子，温婉端庄又千姿百态，朴实自然又生机
勃勃。回城后，忍不住对蔷薇的千般喜爱，便去了花木
市场，众里寻她千百度，终于买下一盆，小心翼翼地捧
回家，放置在阳台上，尽管远没有那乡间、那庭院里的
蔷薇漫坡、满园的壮观气势，但也牵藤扯蔓不失灵气，
花香馥郁，令人神清气爽，心情舒畅。

蔷薇有香气，水有灵魂，有水之地，格局大不同。
一丛蔷薇长在河边，别有风雅况味。那年回故乡，后山
坡前的小河堤边有一丛蔷薇。太阳温润地照在水面，
河堤上的那丛蔷薇开得蓬蓬勃勃，影子映入水中，仿佛
少女对镜梳妆，娴静温婉，惹人爱怜。夜里，听着窗外
淅沥雨声，心里牵挂着河堤边的那丛蔷薇。第二天清
晨，我特意到河边，雨后的蔷薇，披头散发，零乱不堪，
让人怜惜不已。南北朝江洪诗曰：“不摇香已乱，无风
花自飞。”这些柔嫩的蔷薇，哪里敌得过阵阵风雨？然
而，纵然是凋谢，纵然是飘落，蔷薇又何惧风雨？此时，
一缕风吹来，花瓣纷纷扬扬，像落雨像飘雪，洒满河面，
随波流逝。“花自飘零水自流”，不是哀婉和叹息，而是
淡定和从容。时间的河里，蔷薇只是匆匆过客。蔷薇
的凋谢，如同它的绽放，声势浩大，惊心动魄，而又悄无
声息。

蔷薇的一生慷慨豪迈，从轰轰烈烈的开放，到一夜
之间凋残，迅猛而决绝，没有一声叹惜。暮春，蔷薇是
一场盛大的给予，舍得，也弃得。

雨落黄昏后
谭丁录

雨是人间的精灵，飘然而来，倏尔离去，从来不打
招呼，也不留恋人情。来时急促，去时舒缓，时而忧伤，
时而欢快。急时如铁戈铮鸣，号角连营；缓时如轻歌曼
舞，婀娜有声。雨就是一名豪放的侠女，仗剑在天地间
独闯天涯，忠肝义胆而又有侠骨柔情。

春日的黄昏，心情慵懒的我，伫立于窗前，透过薄
薄的窗纱，望着天地间一片苍茫。雨淅淅沥沥地下着，
在天与地之间拉开一道帷幕。这些天被疫情囚禁了脚
步，多日不曾出门，二个多月的等待，生计难料。想着
昂贵的房租和遥遥无期的复课，国内外的疫情变幻莫
测，心中难免会有些隐忧。此时的雨正符合我的心境，
千丝万缕，绵长无绪。

黄昏的雨，不禁让我想起宋代李弥逊的诗句：小雨
丝丝欲网春，落花狼藉近黄昏。诗人被罢官降职，门庭
冷落，望着门前小雨丝丝，绵密轻飏，眼前落花狼藉满
地，天色黯淡，已近黄昏，心绪全无，摇头叹息自掩家
门。诗意中的无奈与惆怅荡漾在春日无边的黄昏里，
像这细雨，如诉如泣，如怨如慕。

俯瞰窗外的世界，街道两旁挺拔苍翠的行道树，绿
色繁茂的树冠被雨水洗得愈发清亮，在黄昏的灯光下，
反射着光线而熠熠生辉。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绿化
带，在雨中静默着，饱满的叶子沾着雨露，滴滴清圆。
草坪上铺满了碧绿的绒毯，不知名的小花朵像碧天里
的小星星般眨着眼，如一匹柔软的锦缎向前方延伸。
华灯初上，霓虹闪烁，这城市的烟火在雨雾中变得朦胧
而神秘，像一幅绝美的画。

雨在黄昏时下着，滋润着万物，尽着自己的本色，
完成雨的使命，把天间的一切完美地笼罩在神话的世
界里。黄昏的雨把天地间“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的浪漫，换成了“楼高映步拖金缕。香湿黄昏雨”的诗
情画意。此时的天空将暗未黑，朦胧的夜光下尽是行
人匆匆的脚步。远处有一个袅娜的背影，紫色的裙子
在微风中轻扬，撑着花雨伞在雨中踟蹰，让我想起雨巷
中的丁香姑娘，有着淡淡的忧伤与惆怅。黄昏意味着
黑夜即将来临，但我相信姑娘的心中是没有黑夜的，她
是在等待一场浪漫的约会。

黄昏的雨浪漫而有诗意，孕育着众多美好的事物，
洗涤着世俗的心灵。此时的雨绵长柔软，却给我蓄积
着力量。我想：病毒再厉害也敌不过坚强的白衣天使，
黑暗再可怕也熬不过我们澄明的内心。心中有一束
光，就不会害怕黑暗，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总能
战胜自我，跨过崎岖的高山，渡过湍急的河流。

在记忆里，小巷充满着平凡的快乐，给我
的童年留下滚烫的记忆。家乡的小巷很窄，两
边是高高低低、错错落落的楼房和平房，挤出
中间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延伸着我的乡愁。
家乡的小巷很长，铺一路的碎石或石板，那里
有过我童年时代的嬉笑，有过我少年时代的初
恋，有过我离别它时的留恋。

小巷里总是寂静地，给人一股轻悠、舒适
的感觉，在巷中，你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足
音，夏日里偶尔还有昨夜的雨水顺着屋檐而下
的嘀嗒声。在细雨飘洒的小巷里漫步，我会不
由自主找回尘封的往事，心绪沉浸在悠远的往
昔，让我陷入到沉思中。小巷从岁月的深处走
来，岁月凝固在了巷里的每一块青砖乌瓦上，
看看那些长满苔藓的老墙，溢出我童年欢歌笑
语，时光从小巷飞速地流过，像风一样，无法阻
止它行走的脚步。一页页的画面在身旁一闪
而过，让我每每品读后，在脑海中描述着那份
纯朴的美丽。

记忆中的小巷是一篇最古雅恬静的散文，
它总能使小镇的人们，想到远古时候的纤纤少
女，悠远的小巷总是躲在僻静的闺房里，不轻意
露面，含蓄却有着悠闲贞静的气质。小巷也时
常带着热闹与融洽的风味，每逢月夜满天，小巷
是人们纳凉的天地，摆满了许多小凳、藤椅，年
老的、年少的，坐着躺着享受这如水的月色和凉
风的恩惠。家长里短，旧闻逸事，小巷里孕育着
很多动听的话题。一巷子的人围成一个大圈，
海阔天空的闲侃，侃得不着边际，侃得让人尽
兴。当然最热闹的还是当街茶馆酒肆，坐在里
面，小巷里的人们品着不太上档次的大众茶，慢
慢喝着低档的散酒，悠然自得，别有情趣。

小巷两边挤满住户，屋檐相接，墙边的一
牵牛花、紫藤、爬山虎拼命地攀缘而上，给小巷
蒙上了层层诗意。在小巷里行走，不需要路牌
和方向标，巷内纵横幽深，藤蔓一样，连着一户
户小城人家。顺着巷陌，随时可以找到一扇开
着的门，小巷里的人家是友好地，每有外人而

至，总会指引着你想到的家门。
明媚的阳光从各个敞开的地方照进来时，

小巷便有了立体的感觉，它照亮小巷的每一处
细节。翻阅小巷一页页的内容，从小巷的入口
进去，随便在哪一处停下脚步，敲开某一扇门，
就行了，即便是那些未被阳光照亮的细节，都
会在你的面前展露无遗。小巷这一本线装书，
在每个过往的行人目光中穿引着。小镇人在
小巷里走过了千万遍，然后又走向缤纷的大都
市。但小镇人无论走到哪里，小巷都会像一条
麻绳缠绕着小镇人们的心，都会把他们的思绪
扯回来。

现在的家乡，已今非昔比，小巷之处也已
被矗立起高楼所替代，已难寻旧时的痕迹，然
而我对它的那份依恋是无法消除的，不仅是因
为巷中有我难忘的情怀，更因为它的宁静，温
馨和人情味。小巷现如今贴上了时代的商标，
铭刻着一种气魄，一种追求，一种创新，但她那
浓浓的深情却生动在我的梦里。

小巷的记忆
张宏宇

春天的迷人，迷在一场场醉人的春风。春
风啊，仿佛改天换地的调色圣手，随意按压着
色彩的按钮。春天，无疑是由这双圣手下的
绿、红、粉、洁白等颜色交织而成的。

杨柳依依。经过一冬寂寞的站立，兼
着严寒与冷冻，柳树皮更加粗糙了，形容枯
槁就写在它那皱皱巴巴的皮肤上。这时，
春风机灵着来了。它或紧或慢，或高或
低。这会儿，它就在柳条上呢！柳条儿见
了它，乐得敛开了嘴，跟着它摇啊摇，不一
会儿，绿色就跃上了它的每一寸肌肤。远
远望去，参差披拂的柳条儿仿佛都闪烁着
阵阵青绿呢！

春风习习，古驿站前杨柳青青，此时分
别怎不叫人伤感？折柳相送遂成习俗。《诗
经·采薇》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
思，雨雪霏霏”的句子，宋人也有“春风又绿
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诗文，春风吹绿

了柳枝，也吹走了离人心上愁啊！
一枝梅破腊。梅花，横斜、清逸。隆冬里，

阵阵梅香是对春的召唤，否则，俊逸的身影为
何那么雅妙，那么如画如春？“土脉阳和动，韶
华满眼新。一枝梅破腊，万象渐回春”，梅花开
了，寒冷退却，淡雅的黄或者轻浅的白跃然枝
头，雅致、洁净、明朗，又或者浓烈的红，红梅胜
雪更是别样风景呢。于是，盼春的人们走出家
门，越来越多地来到公园、田野，与这黄、白、红
等颜色亲密相见。

杨柳依依拂人面，梅香阵阵沁人心，那都
是圣手春风的杰作啊！

桃花夭夭。梅花吐露清香后，各种花就再
也耐不住性子了，春风啊乘着这股子劲儿，一股
脑地地将含蕊的花苞统统撵上了枝头，接着花
萼、花瓣，花心，伴着阵阵幽香而来。

乡下，屋前种有两颗小桃树。桃树矮小，
但枝叶繁茂，桃子味道甜美、馨香，深受家人喜

爱。乡里叫它毛桃，因为桃子结成后，缠满了
毛茸茸的小刺。

每到春天，花开得早，在乡下，小桃树是报
春第一人呢。它端庄秀丽地站在小土坡上，春
风吹呀吹，小桃树被这徐徐暖风吹得晕红了脸
颊，摇头晃脑地打着瞌睡，一个机灵，抖落了一
地小花瓣，刹那间，灰头土脸的地面也被装点
得粉嫩粉嫩的。

桃花花瓣疏朗、清盈，花开的时候绿叶也
生出了嫩芽，好像浩荡的春风在同一时刻叫醒
了它们，绿叶映衬下桃花更加动人了。桃粉色
是女孩最爱的一种颜色，《诗经》里讲，桃之夭
夭，灼灼其华，对桃花样貌鲜妍的赞美由来已
久。在这朵朵繁盛的春色中，圣手春风不着痕
迹却妙手迎春，是它，是它将桃花朵朵浅白粉
嫩地渐变描画！

是啊，春天是五颜六色的，这只调色的圣
手，就是骋巧如剪刀的春风啊！

春风是调色的圣手
马春艳

红蜻蜓

不经意回眸
山峦、河流总会避让
风 点亮田垄
一只红蜻蜓
落下飞起
飞起落下
那种忐忑
多像年少时的我
此刻
我们互不打扰
彼此淡漠
顽皮的少年
鬓染秋霜
时间的信物多已衰败
只有你
几经轮回
记得 夕阳种下
金色的栅栏
多想 剪一块阳光
贴在一只小手
给你留下的
那片阴影

想起春天

想起就有些羞愧
南风的小手指
拨弄着窗扉
我还穿着那件旧棉衣
锦囊不知丢在了何处
大雪临门时
备下的一份薄礼
梦里一树新辞
这个季节不断浇水施肥
可她要的是
与一株植物的不谋而合
桃花开了又谢
春天啊
你等了我几生几世
就这样
一次次辜负了你的心意
悬铃木下
看你来了又去

初见的美

云端画笔
彩色人间
以夸父的脚步追赶
太阳的技艺日臻完美
烟雨江南
一张薄薄宣纸
携一泓溪水北上
桃花、杏花、迎春花
绽开的
镜头回放
青草吐绿
斜驰的银白杨
不时的
更换时装
清明后的一桩桩春事
节节后退
初见的美
不在眼睛里
在自己的心里

诗三首
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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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钓之美，在于能够修心养性。其实钓
鱼是最磨性子的事情，初钓者一般不会揆情
度理，相机行事，大多急不可耐地提竿，火急
火燎地看饵，心浮气躁地挪窝，结果是心里越
急，鱼儿越不上钩。偶尔看见浮漂在轻轻地
移动，就手忙脚乱地猛然起竿，最后空留下湿
漉漉的、水淋淋的遗憾。好不容易钓上一条，
便会手舞足蹈，呼朋唤友，全然没有“一蓑一
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壶
酒，一人独钓一江秋”的雅致与情趣。而真正
的钓者则是双手紧握鱼竿，眼睛盯住浮漂，用
第六感官去体味鱼儿咬钩前的那种犹豫与狡
黠，其上钩也罢，不上钩也好，始终都能平心
静气地面对那微微泛起涟漪的水面，仿佛整
个身心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所有的烦恼
与苦闷，此刻都烟消云散，一切的喧嚣与困

惑，此时都踪迹全无，似乎那“闲来垂钓碧溪
上”，那“斜风细雨不须归”，那“驻眼看钩不移
手”，那“落日桥边系钓舟”，都是自己曾经所
为，又是现在自己所不为的，这种垂钓的况
味，是否已经达到了欧阳修所推崇的境界
——“钓翁之意不在鱼”呢？我显然还没有进
入忘我之境，但是认为能从滚滚红尘中抽出
时间，来钓风钓雨钓春秋，钓山钓水钓天地，
享此一乐，足矣！

享此一乐，那是心理感应使然。野钓之
美，还在于能给人以唯美的视觉盛宴：初春
时吐芽的芦蒿、夏池里绽放的荷莲、秋风中
摇曳的芦苇、冬阳下明镜的溪水，哪一样不
让人为之怦然心动？以至于我每次选择好
钓位，并在打好酒窝之后，都要花上半个小
时乃至更长的时间，沿着沟渠塘塥走一走，

看一看，目的无非就是欣赏一下周边无处不
有的美景；有时还煞有其事地拿出手机，随
意地“咔嚓”几张，再通过微信转发，与朋友
们一起愉悦地分享。一般情况下，垂钓时是
心无旁骛的，但是钓累了，你不妨站起身子，
伸个懒腰，此时你目之所及，是天空的包容，
是波光的潋滟，是绿树的倒影；你身之所感，
是和风的吹拂，是空气的新鲜，是呼吸的自
由。还有什么不能让人释怀，不能让人忘忧
呢？你显然就是这幅画的主人，那钓竿就是
灵动的画笔，那碧滩就是铺开的宣纸，可以
忘情地或“丝垂遥溅水”，或“出没风波里”，
或“垂钓寒江雪”了。

野钓于人挑剔的味觉而言，那也是鲜
美无比的。憨态可掬的鲫鱼，无论是熬汤
还是红烧，那都是菜中的极品；营养丰富的

黄丫，炖上一锅豆腐，筷子与勺子一起上，
叫人大快朵颐；用油煎，或者裹上面粉炸
了，绝不比肯德基与麦当劳的薯条逊色。
如果野钓没有任何收获，其实也不要紧，那
渠边的茭白、塘中的莲蓬、塥里的菱角，哪
一样不是原生态的？有时索性放下钓竿，
到枞树下捡三九菇，到塘埂边铲地心菜，到
山场上摘野果子，哪一回会一无所获？心
满意足地踏上归途，遇上熟人免不了会炫
耀一番，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
哪是野钓呀？你这是吊人家的胃口呢！”

当然，野钓之美远远不止这些，譬如翘
首以盼的期待之美、紧张刺激的遛鱼之美、
若有所失的遗憾之美、自然豁达的放生之
美等等，不是亲身经历，那是切切难以体验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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