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皆知：梅花欢喜漫天雪。殊不知：枇
杷花在隆冬绽放，且别有一番景致与意味。

父母居住乡下，种地喂鸡养鸭，成年忙
碌，就是不愿进城。每年隆冬我都要去乡下
一趟，为母亲过生日。有五里乡村路，我习惯
步行。目力所及，七零八乱的杂草覆盖山野，
耷拉着枯黄的脑袋，根本看不到像样的大
树，那些面黄肌瘦的小树，叶子已落尽，只留
下光秃秃的枝干与杂草混在一起。整个原野
显得简明而苍茫，北风呼呼，我不禁打起寒
颤。

远远望去，村口的荒坡上有一团团绿，
让我心中陡生暖意。那是枝繁叶茂的枇杷
树，傲立在苍凉的小山坡上，让我刮目相看。
坡上郁郁葱葱的枇杷树大约有十几棵，树与
树相互映衬，像紧紧挨在一起挤暖的兄弟。
树干呈铁黑色，粗实而坚硬；树枝上挤满了
风帆似的厚厚绿叶，绿得苍郁、深沉，闪耀着
明亮的光芒，叶片亲密无间，不愿留下一丝
缝隙。

母亲的屋东边也有几棵枇杷树。每次我
临近村口，总会看见母亲站在枇杷树下笑眯
眯地迎我。我说：枇杷树又长高了。母亲说：
是呀，它们的花开得更旺了。

我乍一看，只看到满树的绿叶。走近细
观，这些树叶之间竟冒出一串串似小葡萄大
小的果实，这些棕黄色毛茸茸的果实缠绕在
一起，你推我，我搡你，互不相让，都迫不及
待地要露出自己的头儿——这些果实其实
是枇杷花蕾。过不了多久，花蕾渐渐开放了，

有的半咧嘴，有的笑开了眼，一朵，两朵……
乳白色的花瓣展示着迷人的笑脸，一朵朵、
一串串、一簇簇、一堆堆，多像天上的繁星
啊！

枇杷花浓郁的芳香弥漫开来，吸引了无
数只小生灵青睐。那些金黄色小蜜蜂大老远
赶来采蜜了，它们围着花丛嘤嘤嗡嗡，有的
在花冠上亲来吻去，有的将头伸进了花蕊里
只留下扭动的小屁股……它们专心工作，从
早忙到晚，却互相干涉，这番景致静谧又美
好。

来年春天，树上会堆起一座座小金山。
先是一串串青果，渐渐变黄，再过些日子就
变成橘黄色的了，茂密的枝叶间尽是金灿
灿、圆溜溜小脑袋，争先恐后地昂起头来，任
凭风吹雨打也不会低头。

此时，终年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母亲，总
不忘摘下一篮子送给我品尝。吃着这些酸酸
甜甜的枇杷，我眼里浮现的却是那些细小的
枇杷花。然而，有多少人熟悉这些不起眼的
小花呢？只有真正走进它们生活的人才知
道，这些在严寒中开放的小花，有多么旺盛、
多么艳丽。与那些在风雪中显摆的梅花相
比，这些淡然的小花儿却能结出丰满的果
实，让平常的日子更甜美。

直至今天，有几人知道，这微不足道的
枇杷花是苦寒中最美的风景呢？其实，这普
遍得被人忽略的枇杷花，正是我的父母以及
和他们一样的农村乡亲，生活里不为人知的
芳香与靓丽！

隆冬枇杷花
 方二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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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鸟儿的眼睛

在俯瞰着

一群蚂蚁的迁徙

鸟的色彩

指引着蚂蚁

成群结队

几只蚂蚁

悄然上树

沿着光滑的道路

向上 向上

它们在一处树杈间

偷窥鸟的隐私

之后 窃窃私语

它们没有看见

一只鹰正在空中 盘旋

那犀利的目光

咄咄逼人

一片绿荫之中

覆盖着一些

鲜为人知的秘密

它们畏惧阳光

就像一只老鼠

畏惧猫

一片祥和

播洒大地

树下的蚂蚁

奔走相告

我们并不渺小

蚂蚁
 方诗生

我站在岸边

看那一湾浅浅的江水

汨罗江实在太窄了

窄得像我家乡的陵阳河

可“沧浪之水清兮

沧浪之水浊兮”

却收纳了二千多年的中华诗魂

在汨罗

我更想把这条江

想象成是诗

是《天问》中神奇的画面

在汨罗 我看到了

端午 龙舟 粽子 艾草

还有我心中的诗魂

眼中的傲骨

在汨罗
 文岩

白云没有故乡，古井有。我们村庄的西
面，就有一口古井。按理，我与这口古井是老
乡。

这口古井清澈见底，井壁大小石头错落
无序，横直相扶；井内鱼虾调皮嬉戏，你追我
赶；鳅蟹静卧动藏，时有时无；井圈常年青苔
丝滑，碧草丛生。细细观赏，欣然觉得是一个
水中仙境。

这口古井大约一米见方，一块青色石板
横搭井沿，供村民用水之便。井向坐东朝西，
周围乱石成崖，四季野花杂草相伴，藤蔓缠
绵。这里不是蝴蝶泉，却时常招来大大小小的
彩蝶，在阳光下抖擞起来，让人眼花缭乱。时
而蜜蜂不甘示弱，纷纷尽情地穿插在欢快的
彩蝶之间，发出嗡嗡争鸣的歌声。在井边的不
远处有一株盛大的金银花，藤茂叶密，攀崖而
上。时值深春季节，鲜花盛开，倘若来到井边，
花香随风而至，扑鼻穿心，全身顿感清凉。在
井沿下方的小竹林水沟旁，有一个朝西向阳
的土洞，长期居住着一只翠鸟，长长的嘴巴圆
圆的头，满身翠绿，时常停留在井沿或翠竹之
上，等待着在井面上捕食，倘若有小鱼虾出
现，这只精灵便展开翅膀纵身一跃，直落井
水，刁食便走。

有时，不知是鸟儿有意嬉戏，还是以为水
中的倒影为真，对准自己的影子上上下下，起
起落落，连续蹦跶，两只小扇般的翅膀猛烈拍
打，把个清净的井水，打得水花四溅，波澜横
溢。

站在井沿上，慢慢地弯下腰，掬一捧井
水，含在口中，甘甜清润，浸透心底，总是让人
回味无穷。炎热的夏天，父亲每天都要行走几
十里的山路，去帮乡亲做木器，晚上回到家已
经是很晚了，热得汗流浃背。还没来得及坐
下，他就用手指着我，我知道是让我到古井提
一壶井水回来以降温。我一路跑过去，打一壶
井水回来，他迫不及待地抱着水壶咕噜咕噜
的猛喝一通，这才感到满身通泰，一边用手抹
着嘴巴，一边称赞着这井水的清凉与好处，摇
着芭蕉扇聊起白天的各种见闻。

夏天，这口古井便成了附近几个村庄不
花钱的“降温品”，各家各户都要装上几保温
瓶井水，带到田间地头。无论是烈日当空还是
闷热无奈，只要一口气喝下这古井之水，就立
即清凉透心。去远处干活的村民干脆挑上一
担，以免来回跑路麻烦。整个夏天，到这口古
井挑水的人总是络绎不绝。说来也怪，这口古
井再么大旱，也从来没有干涸过。更怪的是，
我们村从古至今一直叫西庄，地势也很高。在
我们村脚下的井村，地势较矮，从古至今都叫
井村，却没有一口水井，更不要说古井了。他
们吃水要么到八都河去挑，要么到我们这口
古井来挑。

古井当然有故事。别人的故事我就不说
了，只说说我亲历的吧！有一次，我在古井不
远处的田野放牛，轻悠悠地骑在牛背上，放

眼四望，无意间发现最要好的伙伴——小
花，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井边。她手拿一块
玫瑰红的花手帕，在井水中晃荡，自己的影
子也随着井水摇曳起来，那一身粉红色的衣
裳，把整个井水翻滚得红浪滔滔，粉花翩翩。
小花轻轻地拎起手帕，在井沿的青石板上慢
慢地搓洗，悠悠摇动的水浪，仿佛把头顶上
的蓝天白云，都汇聚在这口古井中，着意地
任他漂洗着。

我兴致勃勃地来到小花身边，看到她那
红润典雅的脸上，还流淌着清净的水珠，那漂
亮的衣服和鞋子也都弄湿了。忽然，她对着井
水笑了起来，很美！她叫了我一声，这声音，就
好像这井水一般充满了甘泉的韵味！我和她
一起扑在井沿上，看着水中的自己，格外的清
晰，水中的小花格外的美丽！我也笑了，笑得
似乎很神秘，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自己格外的
得意！

这口古井啊，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这个
世界，坐落在这片神奇的土地。这口古井啊，
也不知留下了多少传奇，渲染了多少个美丽！
这口古井啊！也不知养育了多少乡村俊杰。

白云没有故乡，古井有。我与古井是鱼水
情深的老乡。

古井情深
 施金来

旋臂状星云是夜晚天空的呼吸
飓风和狂浪是洋海的呼吸
季节轮回是老家葡萄园的呼吸
你的面容穿越虚空
如魅影，如涟漪
不倦地冲刷着我的眼底
是你的爱的呼吸

是同频共振的呼吸
是绞紧发条设定的呼吸
是一直等着你屏息的呼吸
是需要你明白你正在呼吸的呼吸

呼吸
 李曙生

越是冷得彻骨，越能香得久远。万丈冰雪
铺天盖地的时候，她昂首怒放，清香袅袅，冰
清玉洁。在这寒冷的冬季，点燃一份春天的希
望，指一条通向阳光的路，这便是梅花。

原产中国的梅花，栽培历史已有三千多
年，在这三千多年的光阴里，她早已不是一株
植物的形象在寒风之中独自绽放，而是一位
高士、一位邻人、一位诤友，在诗人墨客的笔
下超凡脱俗，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与追求高洁
志趣的中国文人相伴相随。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
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春天是桃
李的天下，冰雪才是梅的天地。桃李虽然也有
娇艳的花瓣、芳香的气味，但是它们苦苦争夺
那一缕春光，不免落了俗套。反观梅花，定要
经过一番风雪冰霜的洗礼，才能绽放素瓣掩
香的蕊。元代诗人王冕笔下的白梅，是枯燥冬
日里的一抹生机，是寂寞黑夜里嫣然而笑的
一股活力。王冕以梅花自比，借梅花的顽强、
独立来表达自己的志趣和品格，梅花的洁白、
梅花的不争都是诗人心之所往的样子。

一瘦再瘦的文字盛装不下饱满的心事，
傲雪伫立，没有落花，却听到跌落的声音。“无
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
有香如故”。梅花本来就没有想和别的花争奇
斗艳，却偏偏受到了群芳的嫉妒。可是就算飘
零落入泥土碾做灰尘，也依然要留下高洁的
清香。南宋诗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更多
的是展现梅花的卓尔不群与嶙峋傲骨。陆游
一生酷爱梅花，写梅诗词 160多首，“闻道梅
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
亿，一树梅花一放翁。”化身千亿，朵朵梅花是
个个放翁，人梅合一，高标遗韵。真也？幻也。
可见其爱梅成癖。

唐代诗人孟浩然归隐山林、情怀旷达，常

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
上”。于是，踏雪寻梅成为古代文人雅士淡泊
名利、向往高洁生活的精神寄托。梅与雪，就
这样邂逅在冬天，与我们有了一场诗情的相
聚，而心中就会蔓生出无限的春意。“有梅无
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
雪，与梅并作十分春。”（宋·卢梅坡《雪梅其
二》）如果只有梅花独放而无飞雪落梅，就显
不出春光的韵味；若使有雪无诗，也会使人感
到不雅。只有梅、雪、诗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
组成最美丽的春色。宋代卢梅坡存诗不多，偏
偏他的两首雪梅诗都是千古名篇，在《雪梅其
一》中，诗人这样赞道：“梅雪争春未肯降，骚
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

段香。”梅与雪的比较，孰高孰低？梅花虽然很
漂亮，也很高贵，但是比起雪花来，它没有雪
花洁白，然而对于雪来说，它又没有梅花的香
气，终是各有所长。

古人赏梅，不仅赞叹自然的造化、生命的
坚韧，更是将梅视为知己旅伴，是人生中熨帖
的际遇和相逢。曾在杭州寄身的白居易，“三
年闷闷在余杭，曾与梅花醉几场”，梅花是他
身世浮沉中的知己；“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
事。来日欹窗前，寒梅著花未？”王维的梅花，
是人在异乡时的一段柔肠一份牵挂；人称“梅
妻鹤子”的北宋孤山处士林逋，更是深得“疏
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隐逸情怀
和寂静之心。

唐伯虎有诗云，“黄金布地梵王家，白玉
成林腊后花。对酒不妨还弄墨，一枚清影写横
斜。”即使身处红尘，也要有梅之脱俗的高格。
郑板桥有诗云，“一生从未画梅花，不识孤山
处士家，今日画梅兼画竹，岁寒心事满烟霞。”
只要心中有梅，纵使岁寒，心中便有灿烂烟
霞。

梅花沁雪诗中开
 雨林

那天，走在回办公室的路上，不经意间
被一阵清香吸引，扭头一看，竟是墙角的一
簇腊梅开花了。这倒让我很是讶异，潜意识
里一直固执地以为：“梅花香自苦寒来”。没
想到日日暖阳，梅花也会如期而至，兀自暗
香浮动。

灰褐色遒劲的枝丫上，缀满了大大小小
的黄金甲。有的打着骨朵儿，像一粒粒黄色的
珍珠；有的含苞待放，像一个个金黄的铃铛。
更多的开着黄灿灿的花朵，像一口口倒悬的
金钟。即便今年的梅花未经雨雪洗礼，那薄黄
的花瓣，一样有冰花的质地，通透而空灵。让
偌大的厂区氤氲着一份清浅的暗香。

我喜欢腊梅的黄，喜欢冬日里所有的暖
色调，喜欢那份亲密、温暖之感。这份暖黄，
让我想起儿时家中那盏黑乎乎的煤油灯透
射出的昏黄光亮，暗淡而温馨；也让我忆起
儿时锅灶里煨熟的红薯，用火钳从灶灰里把
红薯夹出来，热呼呼冒着热气，左右换手扒
开外面的那层焦壳，呈现在眼前黄灿灿的
瓤，准会让你垂涎欲滴。那是儿时记忆中最

爱的暖黄了。还有小时候的冬天，最暖心的
画面，莫过于在稻谷场选个避风的草垛，与
家人围坐在暖烘烘的火桶里，晒太阳、说闲
话、纳鞋底，其乐融融、温馨而幸福。

时过境迁，围坐火桶里的日子一去不复
返了。只能挑个晴好无风的晌午，静静地躺
在时光的角落里，一个人，一本书，任思绪在
阳光流淌的光阴里飞扬。难忘童年时的乡村
冬趣图，那些一起从小玩耍、上学的小伙伴，
可以在这样阳光弥漫的午后，不约而同来到
稻场上，嬉戏、打闹；在落叶满地的林间，踩
着枯黄的落叶，迎着穿透树缝的阳光追逐；
也会在某个晴好的冬日，把牛儿赶上山后，
几个小伙伴找个避风的地方，垒上几块石

头，扯来毛草起火，把从家里偷出来的黄豆、
花生等，放入香脂盒里，丢入柴火中，噼里啪
啦，没一会工夫就可吃上喷香的黄豆或花
生。有时索性在山间小溪里抓鱼捉虾，用细
树枝穿好放火上烧，那可是真正的原汁原
味，甭提有多鲜美了。阳光中那簇灿黄的火
苗，映照着放牛娃们皲裂、质朴的笑脸，幸福
得让人心疼。

人生如旅途，辗转于四季风景中。每天
上班我从油画似的公园穿行，踢踏着碎黄的
落叶，总是抑制不住地想去捡拾那些个让我
心动的叶子。以黄色系为主调的银杏叶，像
极了少女亮丽的大摆裙，我会把它们带回
家，在上面写字、画画，或做成精美的小饰

品，别有一番意境。以红色系为主调的枫叶，
于我而言，它更像是一朵汲日月之精华的花
儿，精美得容不下我有任何想雕琢的念头，
唯有把它当成书签珍藏于文字的墨香中。

每天下班我都会急吼吼地赶往公园。更
确切地说，我是想选个最美的角度，拍下夕
阳最后一帧美。温暖而忧伤的落日余晖，总
是令我怦然心动。林清玄说他小时候每天放
学，都会在太阳下山之前跑回家，站在大厅
的红门外，看夕阳一分一分地沉到山的背
面，心里涨满了夕阳留不住的悲情。其实，留
不住的又何止是夕阳，更有人生驿站遇见或
分离的那些人、那段情。其实，人生就是一场
不断告别的旅行，不管你愿意与否，一些人
终究会与我们一一别离，而我们能做的，唯
有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次相逢，守住生命中
的那些念念于心的温暖。

在冬的转角，看岁月静好。时光悄无声息
地流淌，岁月默默把痕迹镌刻在我曾经光亮
饱满的额头。或许，留不住的只是时光，那些
温暖于心的暖黄，会永远深藏在灵魂深处。

冬日那一抹暖黄
 姚春华

仿佛昨天还在菊花丛边

啜饮着秋意

而今晚

北风已改变了曲风

用低沉呼唤着雪的轻盈

银杏树早已落光了叶子

鸟儿寂寞的巢里

洒满了微冷的月光

平平仄仄的

是时光匆匆的脚步

一场雪理应先于梦境抵达

凭窗无眠

我已把古人的抒情遗忘

冬已到了极致

白昼最短黑夜最长

那些被天空冻僵的羽毛

是不是就要落满我儿时的村庄

冬至
 吕会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