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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卉春晴
野卉春晴挺碧茎，花繁蜂蝶忘相争。

忽闻清哨云中落，鹊影翩然一箭轻。

（江苏省常熟市石梅小学 施建军）

你是娴静的冬天里，款款而来的

一次邂逅。

裹一段沁人心脾的梅香，你如练

似素，顷刻间冰清玉洁。惊艳了一泻

袅袅东风，你随繁花一笑而嫣然。澄

澈灵动的山间清泉，映出你一眸绚烂

色彩，动人心魄。

暖风中，翠色欲流的丝绦，恰似你

隽秀的倩影；姹紫嫣红的一弯花径，正

烙印出我的一抹虔诚乡思。走在时空

隧道里，一吻婀娜招摇的春天，从此我

深情眷恋，魂牵梦萦……

总读不够烟花三月里摇曳的一泓

灵动的诗意，春风拂来，色浓如酒的朵

朵桃花，醉煞了一座宁静的农家庭院。

和春泉，蘸爱恋，把芬芳春色勾兑

成一杯美酒：斟一口，似半花半蜜；饮

三盏，或半浅半深。欣闻过往，那大唐

的古窖里溢满了千年的醇香：斟六尊，

已半苦半甘；喝九盅，正半淡半浓……

清丽早春 不啻鲜活

桃红柳绿，刚刚写满春天，那是大

自然生机盎然的呈现和彰显。莺歌燕

舞，剪辑着灵动的春天，那是造化欢悦

的通感运用。

请到百花丛中去听听，多少鸟语

花香，正演绎柔软早春的一次呢喃。

请到天南海北去看看，多少诗情画意

在花枝招展中流动和生成。

此时，期待盛夏靓丽身影的出现，

因为那时有万千生命在跳跃蓬勃。

此刻，更希冀满目金秋黄金甲的光

临，那里有无数果实熟稔、丰硕而摇曳了。

再美的早春际遇，也不只有诗意，

她定然为人间蕴育生长，贮蓄繁华。

当你沉醉于古典诗意清新明丽的意境

时，不经意间，春寒料峭中，春天已传

来一首亘古未见的鲜活骊歌。

繁华盛春 贮满诗意

春意，正与诗意并行。

漫卷寻觅，贯通古今，我想用四言

体写成一部盛春里的牡丹曲。然后，

携带一组唐诗，倾情行吟，欣欣然走在

诗意盎然的春日大道上。

你踟蹰于乐府与叙事诗之间，它

们承载的情思或短或长。而我，深邃

的心扉世界里，却能徐徐盛开出一朵

东坡笔下牡丹的豪放。

诗意，已陪伴着春意。

这时节，你不必吝啬盛春奉献的

馥郁，将它私藏于蓓蕾与花朵之间。

你看，那柳岸一笼修长的绿丝，也能尽

情奉献翡翠碧玉的容颜。

盛春，贮满一罐饱满的诗意。

请你将眼帘中那一泓剔透欢悦的

银雨，化作雏嫩的黄莺飞出涧谷时演

奏的悠扬琴声，飘曳千山万水。我分

明看见，一群蜂蝶在熙熙春日朝晖下，

已情不自禁地卖弄欢歌，翩翩起舞。

风雨晚春 潇洒落幕

暮春时节，似乎都镌刻了一种感

伤、一次惆怅。或红或白的海棠，总感

叹暮春是自己生命中的一次不幸凋

零；或青或绿的杨柳，又总是替粉红色

桃花哀戚和遗憾，担心春桃有一场飘

零的际遇。

其实，无论绿肥抑或红瘦，都不过

是一种生命洗礼。

浓然的春色，不是还储存在无数

个林黛玉含泪的眼里？你看，她的每

一种色彩，都如你我永恒追求的生命

沉醉；你听，她的每一片落叶，都是你

我弥足珍贵的呼吸蜕变！

你不必听闻花丛中的莺歌鸟语，

也定能在落花时潇洒得手舞足蹈；不

必观赏画廊旁的烟柳小桥，也定能心

存一隅立体演绎的诗情画意。

暮春，应该是一场潇洒的落幕，而

不是一次孤寂的落寞。

今天，我愿邀请十里东风，献出对

暮春温柔深情的挚爱。趁着昨夜那场

淅沥春雨，潇潇洒洒，为暮春唱响一曲

鲜活的礼赞之歌！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隆昌市第一中学）

花的世界从来浪漫
（外一首）

□陈颖频

什么也别想，就这么绽放

此刻的幸福来自风和日丽

都是姿态里的自信

坦然面对四时风雨

弯下腰，抑或折了臂膀

极尽气馁时

豁然见到阳光的脸色

郊野的目光渐渐黯淡

一种孤独的平静

浸润到骨子里

反光镜里的浪漫

不需要被见证什么

也不需要赞美与掌声

面对每一次破碎

都能迎风盛开

那日的樱花

孤零零地藏进诗行

留下绽放的痕迹

名叫门前一树花开

花开花谢，都太拼命

晃动一个个小铃铛

在枝头拉长消息——

樱花树下的女子

屏息凝思，欲穿一袭

从左肩到胸口，再斜铺全身

绣满花瓣的袍子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福州中加学校）

三月的雨水
□苏 璨

三月的雨水

隔日与大地不期而遇

破土而出的新生

为了每一寸成长

勤奋汲取甘霖

青青的 幽幽的

伸手就会触碰到满怀的温柔

在她情窦初开的怀抱里

树梢上新抽的芽

一丝柔柔弱弱的绿

嫩嫩的 浅浅的

齐齐向上

伸向诗和远方

微风飘动的学校

是少女柔柔的发丝

发丝上一波清香

轻轻地 悄悄地

眷念书本上每个文字的友爱

三月的雨水

经过冬天的蓄积

阅不完的俊朗灵秀

品不尽的诗书满腹

不再去询问时间去哪儿了

勇气与力量带着蓬勃的希望

绽放又一个生机勃勃的年轮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春的温暖终于翩跹而至，葱茏的绿

意固执地守候着春的到来，紫云英嫣然，

一簇簇等在荒野之外翘首，发出温润甜

蜜的邀约——我斜靠在阳台的椅子上，

听川流往来的车行声与马达声，想必这

就是时间的轨迹与生命的节奏吧。

街道两旁，树木林立，顾盼生姿。

远处是艳阳，是淡淡的春景，喧嚣又恬

静，是那样的陌生又熟稔。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

就在这春日的午间，在太阳高悬的明

亮处，囊入阳光若干，赴春的盛宴，与

往事干杯！

那一簇簇紫云英，曾经深深根植

于脑海。

童年时挎着篮子，大把抓着紫云英装

满，兴高采烈回家，剁碎、烧开，再加点米

糠，便成了猪的美食啦！有时喂食，看着

猪吃得津津有味，我的嘴也不禁动起来。

更多时候，家人趁紫云英还未老去时大片

收着，剁碎，屯放在偌大的木桶里，以备猪

长期食用。我八九岁光景时，母亲病了，

一个小人儿每日上学前烧好早饭，还要做

好这“猪食”，穷人家的猪似乎也易饿——

印象里每次喂猪时，它们都是各种迫不及

待，各种上蹿下跳，嘴里发出“饿极了”的

叫唤。当我舀起一瓢往猪槽里一倒，猪便

一个箭步冲进栏里，一边叫唤一边“啧啧

啧”地咀嚼，甚是美味……

一顿折腾，早已筋疲力尽，我也无暇

顾及是不是每一头猪都吃饱了，赶紧就

着咸菜，扒拉几碗米饭，然后赶着去学校

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同学们常常勾

肩搭背排成一排，一边掷地有声地跺着

脚，整齐划一地冲我呼口令：“猪食臭、猪

食臭……”那几乎成为他们课间一大乐

事，以至于30多年过去了，那样的场面，

那声“猪食臭”的喧叫声，依然历历在目。

现在想来，喂过猪的我的确应该

很臭，只不过自己不觉得罢了。而那

八九岁的小人儿缩在教室一角，静静

地听操场上响彻云霄的叫声笑声——

仿佛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与我无关。

2017年看到一个乡镇学校校园欺

凌的短视频时，我像被什么东西戳了

一下，号啕大哭……后来和友人一起

看电影《少年的你》，泪流满面……那

时突然想起一句话：美好的童年治愈

一辈子，苦难的童年用一辈子去治

愈。还好，周遭的其他填补了空。那

很少的“阴影”也不过是偶然想起。

曾经那位叫付贤宝的老师对我是

极好的，我们兄弟姐妹都曾在他门下，

都用最好的成绩表达了我们对“拖欠

学费”的歉意。后来工作了，每次去看

望老师都唏嘘不已。或许正是小学老

师的器重和关爱，促使我毫不犹豫心

生理想：长大以后当老师。“假如是我

的孩子，我曾经也是孩子”便是我走进

学生心灵世界的一根琴弦。

如今，知道了这充盈孩童记忆的

“花草”，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紫云

英”——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

云间呢？

此刻，窗外春融花开，窗内温馨和

睦。不禁联想到《诗经》的话：桃之夭

夭，灼灼其华。

于我而言，紫云英不也如此吗？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文澜

实验学校）

特别策划·大地之春

诗意醉是三春色
□王典馥

紫云英紫云英
□瞿巧华

田园阡陌，鸡犬相闻，炊烟袅袅，房

舍俨然，这样的景致让我不禁想起了陶

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我明知这不是

桃花源，而是苍山西坡的光明，一个神

秘得让人无法琢磨的云上村落。于是，

我忍不住脱口而出：核桃源。

当然我知道这沉甸甸的三个字，

至少代表着三层含义，首先最富诗意

的是一本县刊的名字；而最具内涵的

则是属于这个县的渊源历史。核桃又

称“胡桃”，据说是张骞从西域带回的

树种，在中原地区已种植 2000 余年。

然而考古研究发现，核桃在漾濞生长

的历史已经超过3500年。在驰名中外

的苍山古崖画上就绘有摘果的图景，

一些专家认为那是远古时期生活在这

块土地上的初民打核桃的丰收景象。

是的，打核桃。我确信自己没有

说错。在此之前，我曾经多次来到漾

濞，远远就能看到漾濞江两岸密植的

竹子，我知道它的存在就与核桃有

关。秋来果子成熟，青年小伙砍倒长

长的竹竿制成最简单同时也最实用的

采摘农具，然后举着长竿用双手抖落

一地地果子，跟在后面的女孩会沿着

一道道沟箐把果子拾回来。那时的漾

江河谷，到处一片情歌传唱。

我深知这其中最动人的景象，就发

生在我此时立身的光明村。我们走进

村心才觉察到“核桃源”三个字赋予这

个村子最贴切的意蕴。在时光的长流

中，漾濞人民与核桃世代相倚相生，人

们用核桃果榨油、做菜、制糖、出售、加

工饮料、制作手工艺品，绿化青山、脱贫

致富，还可借此传递一生相许相托的衷

肠。核桃源，核桃生长之源。在这样一

个山重水复、风景如画的云山之巅，核

桃源三个字的内涵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忽而春雨霏霏，忽而云开雾散。阳

光穿透枝叶，暖暖地照在地上。不多

时，泥土之上便升起了腾腾的氤氲之

气。我们穿行林下，如同漫步于仙山雾

海。老迈的树干，或立或斜，又似虬龙

蛟影。经历一个寒冬，雨水的滋润让万

物迅速苏醒，苔藓或是一些说不出名字

的寄生草，在一段段老迈的树干上构建

出一种独特的生态，欣欣向荣之势再次

显现了光阴的奇迹。那些腐朽的断木

上，有一朵朵可人的木耳。林中田地，

作物正在雨水和山岚滋润下疯长，我相

信这些日渐成熟的玉米、荚豆、黄瓜、洋

芋和韭菜，会被送到餐盘之中。我们甚

至能吃到远比这些更为稀有的食物：山

笋、折耳根、核桃花、蜂蜜……每一次来

核桃源都是一次难忘的舌尖之旅。

核桃源，我喜欢这种被绿色托衬

和容纳的优雅、明净，可以静静地观赏

村子里的万物健长、花开花谢，也可以

静静地聆听鸡鸣鸟唱、松风阵阵和流

水淙淙。我深信这不仅是个美丽的云

上村落，还有云天环绕中的满目生机

和曼妙传说！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大理州教育

体育局）

核桃源记核桃源记
□王灿鑫

在文字里，岁岁春姿百态；在言语间，年年春趣盎然；在生活中，朝朝春色弥漫。
在诗里，春天醉人；在画里，春天养眼；在身边，春天动心！
在春的记忆里有诗意也有难堪，在春的呢喃里有花红柳绿也有风雨阑珊。在春的怀

抱里可以悠然乐享，在春的盛景中可以忘乎所以……
这个春天，我们继续留下世界的抒情诗，人生的纪念册。

我的
画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