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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临与回望

在初冬的午后

我生活的城市，历历在目

往昔的岁月，历历在目

原来我们一直在守望

在默默关照

今生就与一座城厮守

一座山相连

诗歌不言而喻

想你的时候

就看看平天湖

粼粼的波光

在浙大华家池

分不清花香、书香

过了做梦的年龄

重回做梦的地方

像一棵会呼吸的树，开花的草

静静潜入，华家池安静的梦

秋深了

多想化作华家池，一滴水

拥抱一下，这纯净的天空

可惜时光匆匆，不久我就汇入

门前复杂的立交路

奔波于，拥挤的车流与人流

冬日登齐山（外一首）

 吴先耀

那天是星期三，我又从几十里地的寄宿
学校回家了。晚上，躺在母亲焐热的旧木床
上，听着窗外的风雪嘶吼，有一种粗犷而温
情的意味。或许，我选择周三冒着雨雪回家，
不光是为了拿咸菜，更是恋着家的温暖吧。

清晨，我被屋外的簌簌声惊醒，晨光未
醒，鸟儿未醒，寂寂然，默默然，唯有高树上
的枝杈是醒着的，尤其是枯枝，突兀间就有
三两枝仓仓皇皇落下来。我正赖在床上胡思
乱想间，母亲已拉亮灯泡准备起床了，她要
起来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猪油炒饭，然后，还
要送我返校。不知是因刺眼的雪，还是因喷
香的油炒饭，让我决意不再赖床。拉开窗帘，
雪已堆满了窗棂，屋外已是白茫茫一片，灰
蒙蒙的天仍在飘着雪花，让人陡然想起朱湾
的“千家万户雪花浮，点点无声落瓦沟”。

小山村的冬天格外宁静，满目山河皆是
雪，空念悠远，雪花独立，有种“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的境界。我和母亲踩着铺满积
雪的狭窄小路，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摔
到田沟里。母亲把给我带的一瓷缸辣黄豆和
腌萝卜，紧紧抱在胸前。天光还未大亮，一眼
望不到边的白，衬着田梗两边参差不齐的树
杈，黑漆漆，影影绰绰，像传说中的鬼怪。我

心生忐忑，频频回头，生怕一转身，母亲就不
在了。待母亲把我送过那段前不着村后不着
店的长长山沟后，天已放亮。母亲把手上的
瓷缸递给我，叮嘱我一个人慢慢走。看着母
亲瘦弱的背影，突然一种强烈的自责感让眼
睛酸胀。母亲那么忙，那么累，我为什么不挨
到周末回家呢？

四周的山，脚下的沟都成了一片白，我
一个人独立雪地显得如此渺小、卑微。站在
白茫茫的雪原，如同置身苍茫的沙漠中，使
人联想到三毛《撒哈拉的故事》中，描述沙漠
的辽阔和孤身一人的苍凉。人如沧海一粟，
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对生命的敬畏。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场雪，但只有一场
雪会下在你的生命里，刻骨于你的灵魂深
处。童年就像是一场苍白的雪，融化于故乡
的山水，融化于我的心田。那场雪虽远了、化
了，但母亲的样子依然鲜活，那份母爱依然
温暖于心。

记忆中，冬是一个旁若无人的季节，素
洁如雪的心情和故事，都被染上淡淡的霜
华。那些寒凉里蹚过的路，爱过的人，被光阴
定格在时光的相册里，被岁月记录在人生的
长卷中。轻捻时光，流年若梦，思念如雪。

那场雪
 姚春华

初冬，最喜一抹暖阳

带走最后一片树叶

它们来生就是另一个春夏

这初冬的步伐，恰似

奔跑的小羊

载着浅笑、微熏、深藏与福报

于安详后释放

暗香浮动 粉黛青瓦

欢喜仰望，时光胖了

就是那朵饱满干净的芙蓉

使季节达成隐喻

在一个人的温言软语里

隔着雪，在另一面，融化

永无轮回

初冬暖语
 国霖

那天，三岁的小外孙来家中作客。晚上，
他忽然看着满天闪烁的的星星，惊奇而兴奋
地叫起来：“快看啊，天上怎么有这么多星星
啊！超级厉害超级棒！”说着就蹦蹦跳跳地唱
起“天上星星亮晶晶”来。也难怪，他住在城
里，从来没看过这么多星星。我们被他的歌声
提醒，都不由得把目光投向了深邃璀璨的星
空——果然是“今夜星光灿烂”。

夜幕降临时分，幽蓝的天空早已点缀着
无数大大小小的星星，一眨一眨地，像眼睛，
让你不能不对着满天的星星遐想：她们是在
共同赶集呢，还是在偷看着什么秘密呢？抑或
是做着什么好玩的游戏？这联想一下子把人
带回了遥远的童年。小时候，看月亮数星星，
月光下满村跑，似乎是我们乡下孩子们最惬
意自在的把戏——无忧无虑的童年就这样在
我们的玩乐嬉闹中充满情趣虽苦亦乐。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变得很少
仰望星空，星星也不再是我们生活的点缀。在
城里，人们是看不到满天星星的，因为不到天
黑，那无数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与彻夜通明的
街灯就已把天空渲染得如同白昼——深蓝的
天空中，只有星辰寥寥，即使看到三两颗星星
也是无精打采瞌睡连连。如果说城里夜空的
月朗星稀被你忽略情有可原，那么对乡下的

繁星点点你却仍视而不见，就只能说明你对
星空已心不在焉，你的心已被另一种人造的

“繁华”与“热闹”拽了去了。
其实，天还是那片天，星星还是那颗星

星。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你看或不看，夜晚
的星空都依然是繁星闪烁。只是，这么多年
来，我们被太多的诱惑和欲望遮住了眼睛，已
不再有仰望星空的兴趣和激情——我们要创
造富足的生活享受时尚的繁华……这一切都
需要奋斗需要打拼。因此，平凡的生活中就不
能不省略许多闲情逸致。有时候，看着身边行
色匆匆的人们，心里不免生出无端的叹惋
——感佩他们的勤劳能干，创造出一个又一
个奇迹；又惋惜生命竟要承受如此匆匆忙忙
重负前行之艰难。我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不
要急，凡事悠着点儿，别老是把自己压成弹簧

去紧追慢赶，放松一下，留些闲暇于夜幕降临
时抬头仰望，你一定会发现那深蓝的苍穹中
有别样的风景。

于是，便很喜欢夜晚的星空，更喜欢在星
月相伴的村道上散步。此时，轻风传虫吟，明
月伴繁星，交相映衬中，心中总有一种舒缓愉
悦之情随着点点星光和婆娑月影流淌成夜的
低吟浅唱，仿若走进一首自然天成轻柔悦耳
的小夜曲，又若徜徉在一幅动静相宜令人流
连的白描诗画中。白天里那些“庸人自扰”式
的烦恼嗔怨也被这美妙的夜的故事轻轻拂
去，只留下心的恬淡情的安然。

其实，古代许多诗文词赋都留下了星星
的倩影呢。读着那诗赋，始知：原来不独我喜
欢夜空中的繁星点点，古代诗词大家们许多
人都喜欢——王昌龄，李清照，杜甫，李白

……他们早已与这亮晶晶的星星相知相融，
并一同将古代诗赋长廊映照得绚丽多彩美轮
美奂。

看，王昌龄的“可怜今夜千门里，银汉星
回一道通”写得多么喜庆大气。

李清照的“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
帆舞”也是美丽壮观，豪放婉约同现。

而杜甫则妙笔生花出“星垂平野阔，月涌
大江流”的千古佳句。

最喜爱的还是李白的那首《夜宿山寺》：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晨。不敢高声语，恐惊
天上人。”何等生动晓畅气势非凡，每每读之
总能让人惊心动魄，拍案叫绝！

读着这样的美诗佳句，享受着诗人们用
真情酿就的诗情雅趣，你怎能不被打动，又怎
能不缓下匆匆的脚步去仰望星空？是的，早该
请出这点点清纯可爱的星子为自己拂去满身
的灰尘，除却满心的疲惫呢。

人生需要奋斗，但生命也要呵护，找点空
闲仰望星空，感受生活的原汁原味，走出物欲
构筑的世界，尽量让心变得轻盈而洒脱，实为
一桩美事——果如此，则你一定会跳出嘈杂
纷乱的世相，静心聆听生命深处的心跳；一定
会享受到星月共绘的诗画意趣之妙，真正收
获生活里轻浅恬淡的喜悦和幸福。

仰望星空
 崔国银

刚跨进冬的门槛

你就迫不及待地降落到人间

在空中，用千姿百态

展示你的优雅，纯洁

落满枝头，覆盖枯萎

装扮山河

故乡

因你而分外妖娆

接一朵雪花于掌心

仿佛收到一封远方的来信

里面写满祝福的话语

与一朵雪花交谈

我听到了好多关于你的故事

与一朵雪花对视

我读到了你富有内涵的诗句

奔跑在一朵雪花之上

我像一个天真的孩子

伤痛，苦恼，成年人的不易

被一朵雪花温暖

一朵雪花
 王中平

我和邻居都在一楼，她在东，我在西。我
们的楼前各有一个小花圃，是小区初建时砌
的，里面栽着几棵桂花树，一人多高。桂花树
之外，是自然长出的杂草和不知名的野生绿
植。每次从她家花圃经过，我都没有在意那里
面究竟是些什么植物，只觉得它们深深浅浅
的绿，和其它地方的小灌木草丛没有区别。

那天，我的视线无意中落在了这个花圃
里。吸引我的是一片片深绿的圆圆的叶子，铜
钱般大小，边缘有不太明显的锯齿，叶中间有
一个小小的浅绿色的圆斑连着向四面辐射的
细长的浅绿色叶脉；叶下是细长的茎，弯弯曲
曲，高矮不一，矮的几厘米，高的半尺左右。这
不是铜钱草吗？我确信它们是。因为我家里就
养着一盆和它们一模一样的铜钱草！

一开始，我对铜钱草的认识并不具体，只
是看过它的图片，养过它的块茎。那块茎虽然
长出了小小的叶子，但很快就萎去了。直到后
来的某一天，老公从花店买了一钵水养的绿
植回家，铜钱草！它们不仅长得蓊郁，而且清
新动人，让人一看就喜欢。墨绿的铜钱草养在
水里，其实也可以栽在泥土里，它有着很好的
寓意，谁都喜欢！

有一天遇上邻居，我很好奇地问：“你家
的铜钱草是自己种的，还是它们自然长的？”
邻居很惊讶地说，她不认识铜钱草，它们都是
自己长出来的。我告诉她，这铜钱草可是能够
放在花店里卖的呢！

邻居听了很开心。她指着花圃里的一大
片的三角旗一样的叶子说：“你知道吗？我侄
女说，这叶子可以用来做假山的。”我看那叶
子，有一尺左右长；浅绿或淡黄；梳齿样的，中
间被一根茎连着，底宽梢窄，仿佛三角形。每
一片叶子的边缘也是锯齿形的。微风吹拂，那
些叶子便像旗帜一样微微摆动起来。即使没
有风，它们也像旗帜一样立在土里，或向左向
右倾斜，或笔直地站着。这么有个性的叶子，
我一下子想起了以前见过的假山，上面确有

这样的绿植，好像还有青苔，它们一起被做成
了假山的背景，好看得不得了。

用手机“扫一扫”，得知这些叶子是源于
一种蕨类的植物，应该是凤尾蕨。细细推敲，
它和我们在春天里吃的蕨菜很相似，只不过，
蕨菜的食用部分是还没有长出叶子的嫩茎。
这样的蕨菜，山野里多的是，人们常常把它们
摘回来，炒着吃或拿到街上卖。当这些蕨菜老
了，叶子就如同这样的三角形模样。

见我遐想的模样，邻居又指着夹在铜钱
草和凤尾蕨中间的一种紫绿色的野菜骄傲
地对我说：“你看，那个鱼腥草，已经开花了，
它的根可是很好吃的”。这回，轮到我惊讶
了：鱼腥草，这名字我可是太熟悉了。好像是
前不久，我在书上看到关于它的介绍，虽然

说有特殊的鱼腥味，但是可以食用、药用。因
为第一次见这个名字，所以印象深刻。不过，
因为从来没见过，所以也就没有放在心里。
现在听了邻居的话，我的好奇心再次被激
发。不由得仔细观察起这鱼腥草，发现它：心
形的叶片表面绿色或绿中带紫，背面紫红
色，叶柄细长，圆柱形的茎，白色的小花，中
间有一个凸起的小柱状花蕊。邻居说，鱼腥
草味道难闻，主要吃它的白色的根，可折断，
清炒或凉拌，味道都不错。如果不是听邻居
介绍，我想我一辈子可能都不认识鱼腥草，
哪怕是见到也肯定错过。

邻居的花圃里，几棵桂花树之间被铜钱
草、凤尾蕨和鱼腥草占满了。它们或深绿或浅
绿或紫绿，共同装点着这个不像花圃却胜似
花圃的园地。可能没有多少人认识它们，但它
们都是很有价值的存在。

我在现在的这个居所住了三四年了，从
前对邻居的花圃熟视无睹，甚至是不屑一顾，
因为一种偶然，我详细地了解了它们，认识了
它们。可能在我们看似陌生的很多景物中，都
隐含着我们熟悉的某一个或某一些。那么就
请我们放慢脚步，细细观察，好好欣赏！

楼下即景
 唐爱琴

听说，前不久，邻居侯叔用热水袋取暖，
不小心把脚烫伤了，后来竟溃烂住院，需要做
植皮手术。闻之，心头一颤。如是早知晓一些
木芙蓉花药用常识，也许还能建个议，帮老人
逃过一劫，安然度冬。

芙蓉花，有两种。开在树上的，就是木莲，
即木芙蓉。开在水上的，就是莲花，即荷花。古
诗“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的“芙蓉”，注家
多解释为荷花。我觉得也可能是木莲。营山的
流江河两岸，就有很多木芙蓉。鲜艳的花朵，
与蓝天白云，倒影在清凌凌的河水中，煞是好
看。

木芙蓉的花，叶，根，均可入药。比如花，
《本草纲目》就有一方：“汤火灼疮，油调芙蓉
末，傅之。”

近几年，乡村振兴，木芙蓉到处栽有。既
美化环境，又经济实用。永嘉人爱种芙蓉树，
并有拿它作市花的打算。他们可能不知道，成
都 N 多年前，就把它作为市花，载入史册了。
木芙蓉的树皮，柔韧结实，乡下人把它剥下
来，撕成条，打成草鞋穿，据说穿起舒服，起
脚，耐磨。现在，除了时尚达人，我想，没有几
个人愿意穿它了。如是编织女士用的小手袋，
应该还不错。

学校运动场外，就有几株树形高大优美

的芙蓉树。小雪后，芙蓉花还不肯辞谢，东一
朵，西一朵，俏立梢头，与寒风冷雨对峙。与俗
名“拒霜花”，匹配。

芙蓉树，奇特。同一株树花，粉白、水红、
嫩黄并存；同一枝花，也是一日多变。早上白
色，上午浅红，下午深红。变色如变脸，可爱得
很。

作为药用，何时采好呢？李时珍语：“霜时
采花，霜后采叶。”

其花叶，性平，无毒，微辛。清肺凉血，散
热解毒，消肿排毒止痛，治一切大小痈疽肿毒
恶疮。《本草纲目》有医案：有人初冬时节，采
木芙蓉花叶，煎熬过滤，加蜂蜜、冰片，每五百
克浓煎汁中，加六十克蜂蜜，三克冰片，浓缩
成膏，盛在密闭无菌器皿里，置阴凉干燥处。

涂抹患处，治愈了五十例疮疡和烧烫伤者。
乡里人，皮实。患红眼肿痛，用芙蓉叶末，

和水，往太阳穴一贴，就没事了。
木芙蓉和木槿是近亲，容易把它们混淆。

木槿，公园常见，低矮丛生，没木芙蓉高大。明
朱橚的《救荒本草》记载：木槿如小葵，花淡红
色，五叶成一花。朝开暮敛，花与枝两用。湖南
北人家多种植为篱障。亦有千叶者，人家园圃
多栽种。性平，无毒。叶味甜。采嫩叶煠熟，冷
水淘净，油盐调食。可惜，此书没有木芙蓉的
身影。

有文友告诉我，宋代有道名菜，就是以新
鲜木芙蓉花加嫩豆腐煮成的。红白相映，如雪
后红霞。名曰“雪霁羹”。不要说吃，单听这名
儿，就雅致极了，流光溢彩让人怀想。夜色斑

斓，摘几朵湿淋淋的芙蓉花，弄个炒鸡蛋芙蓉
花，开启舌尖上的冒险之旅。至于那清新可
口，软糯细滑的芙蓉花粥，只等来年再见了。

芙蓉花期长。从八九月份始开，陆陆续
续，一直延续到小雪。大家疼惜，不忍碰它。偶
尔有三两个女孩，在树下拾花，拿鼻子闻，用
小脸亲。那情形，总有些词语，如盈盈，娇妍，
花面，甜蜜，青春等，从书页里滚出来。

时间太瘦，岁月向晚。原来竟是这样的真
实与飘浮。

好在，还有前蜀的花蕊夫人。不管孟昶后
主是不是为博她欢心，但他“在成都城上，遍
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的
实情以及“半城芙蓉半城桑”的盛景，却是“蓉
城”中帝王的烟火故事。从故纸里，知道成都
有“拒霜园”和“市花园”，我想去看看。

看到有人鼻孔朝天，翻着白眼作文，不禁
会心一笑。他说：“凡是有篱笆院落的人家，一
定要种植木芙蓉。如果居住在岸边，隔岸见不
到这种花，那么这家的主人不是一个极俗的
人，就是一个连薄福都不能享受的人。”

最会享受的人，莫过于蜀中才女薛涛了。
她在木芙蓉皮上，用芙蓉花汁，蘸着浣花溪
水，妙制一枚浣花笺，至今仍在为蜀地的争荣
竞秀注脚，为凡夫俗子的美好代言。

芙蓉：为美好代言
 龚华琼

池州，一座山水之城，

有山水的地方就有诗，

有诗的地方就有山水。

诗是流动的山水，

山水是固化着的诗，

古体诗如九华山，

富有“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的灵气；

现代诗如平天湖，

沐浴“水如一匹练，此地即平天”的

那坛绿水，

不单单山河有情，

乡野的村落也有韵致。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唱出了千年古村落杏花村田园诗梦；

渚湖姜村的罗城民歌蜚声海内外，

《慢赶牛》余音绕梁，荡气回肠；

“沾衣欲湿杏花雨，拂面不寒杨柳风”，

更写出了诗意盎然的俏美江南！

池州
 章征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