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戴河的花与月
董雪丹

那些花儿

初夏，北戴河，所住之处仿若童话
世界。 房前屋后，到处都是花儿，缤纷的
石竹、多彩的月季、成串的金鱼草、还有
连片的“铺地之樱”……屋后花园之外，
一路之隔，就是沙滩、大海，与这些花花
朵朵一起沐浴海风，真是夏日里莫大的
福分。

屋前两旁的花池， 种满了灯笼花。
每每走过，都忍不住放慢脚步，或者干
脆停下来。 这是承载着我许多童年记忆

的花朵———东北寒冷的冬季，暖和的屋
子里，爸爸养过好多颜色的灯笼花。 没
想到在北戴河的夏天，竟然会遇见这样
大片的灯笼花， 让我再一次想起童年。
人与花，真的有说不清的缘分。

本来，花开只有一季。 今年，许多的
花儿却看了两回。 桐花、槐花、紫藤、蔷
薇、地黄……在周口，这些花儿已看至
谢幕；在北戴河，却与它们又一次相逢。

人为情生，草为春绿。 何其有幸，看
到花儿的两次绽放。

看了又看，怎么看都看不够。

爱了又爱，在人与花儿有限的生命
里，真心爱，永恒爱。

汪曾祺说得好：爱，是一件非专业
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力，是花木那
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
和执着。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
变得坚韧，宽容，充盈。

那就放任自己像草木一样，爱着光
阴和季节，爱着这个世界，也爱着人世
间的爱：一个人，一片树荫，一张长椅，
就是一段宁静的时光。 夜晚来临，一抬
头，还有一轮明净的月亮。

那轮月儿

傍晚，踩着细软的沙，吹着清凉的
风，漫步，听海。

听海水或缓或急地拍岸 ， 看天空
的蓝一点点深邃， 月儿从浅白一点点
明亮……

突然对“海上生明月”有了深刻的
理解， 懂得了为什么是 “生”， 而不是
“升”。

因为， 月儿不是简简单单地升起，
即使你一直都在， 也不明白它是怎样
从无到有， 也说不清它是在天空还是
在海上， 只留下浩瀚与苍茫的感觉与
意象……

一直以为，黄昏都是在不经意中变
成黑夜的， 但在初夏北戴河的海边，变
得有些不一样。 即使一直都经意，还是
不知道黄昏怎么就变成了黑夜。 在看到
月亮发出光芒的那一刻，才突然意识到
夜晚的来临。 而在有月亮的夜晚，海水、
沙滩，还有自己的心情，一切的一切，都
有了光芒。

此刻此景，只觉词穷 。 好在 ，前人
隔着长长的时空早已留下美好的感

叹。 曹操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的博
大开阔 ；庄子有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
物与我为一”的汪洋恣肆；海上的清风
与明月， 让人又很自然地想起东坡的
名句：“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
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张九龄“海
上生明月”还有广为流传的下句“天涯
共此时”……

“吾与子之所共适”“天涯共此时”，
都有一个“共”字，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两颗富有的灵魂沟通与共享， 或者说，
一个灵魂在另一个灵魂中映照出自己，
富有才是更富有， 快乐才会更快乐，满
足才变得更满足。

此刻此景，突然明白，那些“无用 ”
的美景是一种“用”，而不是“无”。

三赞禁烧干部
朱萸

������坚守麦田

风餐露宿在村头，
脸黑肤红不说羞。
三夏虽然坚守苦，
蓝天有我保无忧。

机收

六月人间地赠金，

铁牛收麦似诗吟。
千田万顷半周净，
唯有禁烧得用心。

乡村干部

五月扶贫未误工，
禁烧一到住村篷。
莫言职小无关事，
敢在民间唱大风。

脚印
文连功

爷爷为避水旱蝗汤

脚印印在逃难路上

土改时担着全家回了村

分得土地盖了小草房

父母都是庄稼人

脚印印在田间大路上

自从成了村里专业户

草房翻成大瓦房

我俩揣着几十元

脚印印在市区大街上

十多年砌墙开店卖服装

县城里买下小楼房

儿子读博教大学

脚印印在轿车上

省城楼盘住宅好

孙子留学去西洋

寻人不遇
毕雪静

三苏园在郏县，平顶山西北 ，郏县
城西的小峨嵋山东麓。 背嵩阳，面汝水，
山川秀丽，环境清幽。 园子规模很大，大
门是一仿古建筑，“千古风流”的匾额儒
雅气派，“一门三学士如天如日如月，四
海五大家无左无右无前”的楹联评价中
肯。

沿着迎宾大道一路北行，两旁绿树
成荫，左边不远处有一湖，曰东坡湖，波
细水清，湖畔植柳，湖心岛上，花和树多
而杂。 小桥流水，俨然一幅山水画。

一路上有苏轼的 《蝶恋花·花褪残
红青杏小》追随，本来很欢快的曲调，唱
得有些哀婉，让人陡生伤感。 走到一片
开阔地，见到苏轼高高站立的汉白玉石
雕像。 他遥望西南故乡，眉宇间略带哀
愁。 终究不是那个才华横溢、幽默豁达
的东坡了。 迎面是一座山，名曰莲花山。
因形状颇似四川峨眉山， 又叫小峨眉。
三苏就葬在向阳的山坡上。

再往前走就是三苏坟了。 坟院四周
有墙垣， 门外神道两侧排列着石人、石
马、石羊等，南垣正中开门，古朴典雅，
门两边所蹲石狮森严威风。 正面楣刻
“青山玉瘗”四个大字，左右坊柱上镌刻
着苏轼狱中示子由的诗句：“是处青山
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坊后是飨堂
三间，飨堂后是祭坛，祭坛后是三苏坟

冢。 院内院外遍植柏树，郁郁葱葱，参天
蔽日，有“苏坟柏树数不清”的说法。 据
说是元明清所植，皆向西南倾斜，似乎
是三苏在遥望四川眉州老家。 又据说夜
晚山风来袭，潇潇洒洒如落雨声，是著
名的郏县八景之一“苏坟夜雨”。

三座墓， 由东北向西南依次分列。
东北是苏轼墓， 中间是苏洵衣冠冢，西
南是苏辙墓。 每座墓冢高约两米，冢前
均设有石案、石供、石牌。 石案正面浮雕
是莲花 、马 、鹿图案 ，墓碑上分别刻着
“宋东坡子瞻苏先生墓”“宋老泉苏先生
墓”“宋颍滨子由苏先生墓”。 可惜岁月
无情，风化严重，只依稀可辨。

我是和樊登读书会的书友一起来

的。 我们在坟前的祭坛上举行隆重的祭
拜仪式：先是俯首长揖，接着由周口名
嘴贾林强先生领读《念奴娇·赤壁怀古》
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之后分组
诵读苏轼诗词。 我朗诵了苏轼的《蝶恋
花》，一是我喜欢这首词，多情却被无情
恼。 一是觉得时令对，花褪残红青杏小。
还因为据说这首词和他的知心爱人王

朝云有关，他与朝云死不能同穴，我想
以这首词来告慰先生。

自由活动时，我在苏轼冢前默然久
立，双手合十，心颤抖，泪凝眸。 千言万
语化作一句“恨君生早嫁无缘”。 此情早

已翻作曲，只是无计对君弹。
松风在耳边低语： 为官四十四年，

十七次被贬，一肚子不合时宜，是他个
人的不幸，却是中华文化的幸运。

野草轻声安慰 ： 这个健忘的世界
中，诗人满天下，文坛多喧嚣，能够被后
人仰望、铭记的又有几人？ 没有什么会
比灵魂不朽更重要。

蓦地释然。 转身，坐在高台之上，回
想他与汝州的缘分： 北宋元丰七年，他
被贬到此地做团练副使，弟弟苏辙也落
职汝州，兄弟二人多次路过此地，赞赏
其“形胜类其乡”，当即表示葬在此地的
愿望，病重期间又写信给苏辙“即死，葬
我于嵩山下，子为我铭。 ”

中国人一般讲究落叶归根 ， 死后
归葬故乡 ，但苏轼 、苏辙却选择离故
乡眉山千里之外的河南郏县 ，历史上
对此解读也颇多 ， 不管是哪种原因 ，
苏轼兄弟确是葬在这里 ，原本厚重的
河南 ， 因为两位文坛大家的加入 ，更
显厚重。

回想他风雨而豁达，美丽又多情的
一生。 林语堂赞其一生是 “人生的盛
宴”———在中国历史上，还找不到谁的
生活能比他更丰富精彩， 谁能比他更
善于发掘生活的快乐。 我深以为然。

罗曼·罗兰说，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

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
后还依然热爱生活。 我以为就是为他量
身定做。

他的处世哲学： 生活以痛吻我，我
愿报之以歌。 该有多大的胸襟才能装得
下所有的委屈。

又想起几年前 ， 我刚学诗词的时
候， 买过一本崇文书局的 《苏轼词全
集》，天天研读背诵，为苏轼写下的第一
首词就是《临江仙·闲读苏轼》：

一世旷达超物外， 随它定惠徐杭。
乌台不改性疏狂。 密州山蕴秀，赤壁月
流光。

宦海沉浮诗海寄， 留传千古文章。
笑迎苦难沐新凉。 辱荣烟雨过，冷眼热
心肠。

忽然心有所动，似得神助，一首 《临
江仙·戊戌初夏谒三苏园》 得来全不费
工夫：

四月园中人迹少， 风微叶翠波平。
且听雅曲且徐行。 入眸荒草瘦，古柏俱
亭亭。

独自冢前长久立， 低眉合掌轻轻。
相思从此为卿卿。 双眸如有泪，亦是为
君生。

隔着近千年的时光，我终于把对东
坡的爱慕与敬仰表达出来了，遇与不遇
又有什么不同呢。

六月雨（外一首）
王绍祯

六月

当乌云在天空聚集

稍后了一首歌的时间

雨便开始淅沥

湿润的风儿吹拂脸颊

仿佛又多了一层诗意

雨落地上

瞬间激起尘粒

街上的人们撑起了伞

卖菜的老人穿上了雨衣

送外卖的电动车依旧奔跑着

汽车鸣响了稍长些的笛

雨下得更大了

风也吹更急

游园里一簇簇花儿摇曳

水面上迭起层层涟漪

那一路两旁的景观树

恰恰迎接了幸福的沐浴

六月雨

最喜是农家

省下了好多气力

收起了浇灌禾苗的机具

在家中悠然吃顿精细饭

再约人来下两盘棋

你好，小城

你好，小城
大街两旁整齐排列着的绿化树

清晨仍在闪烁着的路灯

你好，小城
看得见而远去了的洒水车

正在忙碌着的清洁工

你好，小城
舒展着手臂的小区保安员

胡辣汤店又开启新一天的经营

你好，小城
公园晨练者已熙熙攘攘

快步走、踢毽子，青春舞动

你好，小城
偶尔听到汽车喇叭在鸣响

高声大嗓是沙河捕鱼人的叫卖声

你好，小城
你昨夜睡得想必很好吧

我深爱着的越来越美丽的小城

故乡的原野
晨曦

洁白的流云

从湛蓝的天空飘来

飞过记忆的长廊

把故乡原野的气息

装入游子的胸怀

坡地里

那株刺角芽

又开出紫色花了吧

是否还有割草的孩子

为止住流血的伤口

把它的嫩芽采下

沟渠旁

那片细如发丝的野葱

又被顽童发现了吧

是否被他小心地薅回家

献宝一样交给妈妈

做成葱油饼 入口香滑

天空上

斜飞的雀儿

又传来雨的思念了吧

就在夏日的黄昏

如缤纷的落英

把清凉撒下

流云又飘走了

请慢些 再慢些

可否装上游子的思念

一起回到故乡的原野

让心再次流连

从“黛玉葬花”谈起
武洪民

《红楼梦》中较为详尽地描写“黛玉
葬花” 之处的有第 23 回和第 27 回，但
真正详尽描写“黛玉葬花”内情的是第
27 回。 书中写道，黛玉因宝玉被贾政叫
去而担心忧虑， 晚饭后前去敲门探望。
没想到， 晴雯和碧痕正斗嘴没好气，更
因宝钗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而动气，在
黛玉一次敲门、 二次敲门后仍然不开
门。 黛玉很是生气，听到屋内宝玉、宝钗
二人的笑语之声，更为生气，疑心是宝
玉对自己有所误会，越想越伤感，独立
在墙角边花阴之下哭泣。 宝玉出门送客
但未发现黛玉，黛玉望门洒泪，自觉苦
涩，转身回来。 第二日，黛玉来到上次葬
花之处，仍见风吹残红飘落满地，感花
伤己，触景生情，想至昨日遭遇，不由情
不自禁，随口念出一曲千古绝唱《葬花
吟》。 正巧宝玉寻黛玉至此，听及《葬花
吟》一词，感同身受，心碎肠断，恸倒山
坡之上，但他却不知黛玉葬花的内心所
想。

黛玉为何葬花？ 少时读“黛玉葬花”
无知不更事，也只是从字面意思理解为
触景生情，感叹时光流逝，珍惜当下光
阴之类。 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却另有其
解，知其葬花内涵深刻：黛玉葬花，不是
触景生情，葬的是初恋和爱情。 这里黛
玉把花比喻成自己，把贾府甚至整个封
建社会比喻为污淖， 黛玉不甘沉灭，却
无力摆脱封建恶势力。 黛玉来到贾府之
后，虽有贾母的疼爱，但按照当时的礼
教观念，自己毕竟是外孙，寄人篱下的
孤苦还是有的。 孤苦一人，悲观无助，总
觉风刀霜剑严相逼，自怜之心常在。 但
孤独凄凉无助之中，偏偏得到了说有意
而无心的宝玉的照顾， 她感到了温暖，
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也有了对美好前景
的期待。 在与贾宝玉的相处之中，黛玉
有兴奋和期待，也有担忧和失望。 她对
身边每一个人的言语和行为都谨慎看

之和听之，虽当面缄口不言，但内心却
敏感地思考和判断。 这种纠结之痛难以

自拔，越陷越深。 为了自己的将来，在摇
摇欲坠的贾府中，她把自认为知她懂她
的贾宝玉当作一根救命稻草用力地去

抓。 因为她知道，贾母一旦仙逝之后，只
有贾宝玉能够稳定她在贾府的生活与

地位。 所以，比贾宝玉早熟的她，有意识
地把全部的爱都交给了宝玉，想终生不
渝，白头偕老。 而无知的宝玉，哪能知晓
黛玉的一片痴情。 他在贾府的生活中，
一边有意识地恋着黛玉， 一日不见，如
隔三秋；一边又与其他姐妹游玩，增加
自己单方面涉世未深的情趣。 因为宝玉
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利和威望的贾母的

心头肉，只要宝玉玩得高兴，这些女孩
子的日子就好过了， 前景就有盼头了。
所以， 宝玉与这些宠着他的姐妹们，明
着打情骂俏，暗着鬼混。 无论宝玉怎么
做，即使过分，她们也都心甘情愿，十分
高兴。 但是，宝玉的这些行为，岂不伤了
痴情暗恋宝玉的黛玉之心。 但是，缺乏
有效沟通而不了解黛玉之心的宝玉，却

怪黛玉矫情不懂事。 所以，见落花而感
身世，怜花就是怜自己的黛玉，看到鲜
花的凋零就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将来，不
觉满目凄凉。 入情至深人绝望，入心之
人最难忘。 绝望中，黛玉才以葬花警示
宝玉回头，但宝玉却不解风情，憨憨地
帮着黛玉葬花， 这更伤了黛玉之心，直
至其抑郁而死。

所以说，黛玉葬花，不是触景生情，
而是在绝望中埋葬了初恋和爱情。 在生
活的环境里，到处凄惨阴森，看不到前
景的美好；在心上人的身上，看到的是
一个混世魔王， 走不到自己的内心深
处，不能心有灵犀，连红颜知己都做不
到，何况托付终身。 她看不到希望，找不
着一生的依赖和幸福。 情已灭，爱已绝，
心已死，活着也是灵魂出窍，行尸走肉。
后来，不管他人怎样对待她，都无济于
事。 黛玉在郁郁寡欢中一点点油尽灯
枯， 凄惨地离开了没有一丝挂念的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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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是你窗外的一株香樟
罗玉田

我想是你窗外的一株香樟

长久凝望着

屋里的灯盏

一点点

把我的青葱染黄

忽明忽暗的月光下

我摇晃的影子

拥抱了你

和你的钟摆

风乍起

窗台的几盆兰草扭了扭腰

听见你微微的叹息

是否会吹起你的诗行

姗姗迟来的雨

惊动了柴门犬吠，两三声
让十里春风落地生根

心里的风

也有了归宿

董雪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