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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最珍贵
耿仪

!!!!!!

在我的脑海中! 有一片汪洋

大海!海浪拍打着岩石!不时发出

"啪啪#的声音$一浪又一浪的海水

送上来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贝壳!美

丽的贝壳里有一段又一段的温馨

画面!那就是我珍贵的回忆$ 我走

在沙滩上!拾起那个最亮%最大的

贝壳! 那里面有我最珍贵的画!有

我最珍贵的人&&&妈妈$

记得小时候! 您教我说话时

的幸福!记得您安慰我时的温馨!

记得您教导我时的语重心长!记

得您表扬我时欣慰的笑! 记得您

批评我时那满满失望''

记得我第一次叫您妈妈时!

您感动的泪水(记得我会走路时!

您开心地抱起我( 记得我成绩优

异时!您满意地点头(记得我骄傲

时! 您的声声劝告( 记得我失败

时!您淡淡的鼓励''

我因有您的言行而有了榜样!

我因有您的教导而懂了礼貌!我因

有您的满意而开心!我因有您的失

望而悲伤! 我因有您的劝告而自

敛!我因有您的鼓励而重振$

渐渐地我开始懂礼貌! 大家

夸我时!我知道是妈妈的好$妈妈

啊!您可知道!大家的夸奖也抵不

过您的一笑$

有时我胆小!不敢说话!您总

是微笑地望着我! 因为您的眼神

里有鼓励!我才有了信心$就算很

小声地喊了一声! 您也满意地对

我微笑$

在班级中!我有些独僻!您在

家却安慰我道)要交新朋友啊*渐

渐地我有了朋友!我变得开朗!因

为您的一句话!我就要成长$

放下贝壳!放眼望去!金黄的

沙滩上! 有着无数贝壳在闪闪发

光! 每个贝壳里都有我最珍贵的

亲情!这都将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头跟着脚走
阿慧

!!!!!!

就这么朝街头一站! 看见无数行人在

走!匆匆的!像被一根长鞭紧赶着!分不清

谁是谁的脚!但有一样我看清了!无论是男

人和女人!毛驴和狗!都是头跟着脚朝前迈

步!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我晃晃地跟上

他们!哒哒的!迈动一双穿着高跟鞋的脚$

几乎踩上一个人的脚! 是只簇新的鳄

鱼牌皮鞋$ 鳄鱼急促地跺了一下脚!想把鞋

上的脏跺回到我鞋上! 鞋面上其实什么也

没有! 他只是白费了力气! 但他还是吼了

声!没长眼呐你* 他的眼明显是熬红的!一

夜没睡!又不得不起的那种$ 我想说!我的

眼睛好好的在脑袋上长着呢! 可他没空让

我说!他很快笑个不停!对着耳机说)"不是

骂你的宝贝儿! 我咋能舍得骂你呢+ 我老

婆+ 不是不是!一个傻大姐儿'',鳄鱼自

顾朝前游了!一摆尾淹没在人流里$ 我对着

他的背影想! 不知哪里才是这条鳄鱼真正

的家$

他最先是站在一棵树底下! 这是我们

豫东小城常见的桐树$ 一看这老兄就是进

城务工的农民! 他走过他的土地来到了城

里!敦厚的面孔上!到处是黑青的胡茬$ 他

好像在数梧桐树上的树叶! 是那么专注地

去数!就像是数他积蓄的钞票!和媳妇团圆

的日子!儿子考学的分数$ 他突然望着天空

笑了!阳光在他眼波里闪耀!每一根胡茬都

挑着美好!每一条皱纹都藏着开心$

我从没见过如此干净而彻底的笑 !会

使人联想清晨玉米叶子上的露珠! 和地头

朝着太阳开放的葵花$ 我定定地看去!隔着

一条很窄的小路! 身旁是蚂蚁般永不停歇

的人群!我在他的微笑里安宁下来!我在享

受一滴水的快乐! 我的眼里溢出水来$ 我

想!他们虽然生活艰苦!却拥有世上最真实

的快乐和幸福$

不知是人先看见人! 还是狗先发现狗

的!反正人和狗都很兴奋$ 我一直跟着我的

脚走!没发现身边这么热闹!当我站下看他

们时!他们已经热闹得不可开交$ 南来的那

人噔噔地从我身旁跑过! 裹带一股复杂的

风! 听见他在风里惊呼)-哎呀呀* 是王总

啊* , 手里牵着的黑犬还是比他抢先了一

步$ 北往的那位也咦了一声! 说)"马厂长

吗+ 我没做梦吧* ,他的白毛爱犬两声狂吠

配合他的抒情$ 各自掏烟!争让了两回!彼

此交换!点上!一时烟雾缭绕$ 我在雾里看

不清他们的表情!但从交谈中!知道他们曾

经是同僚!现在不是了!将来也未必是!他

们的谈话不咸不淡$ 我就看狗!狗们缠绕在

一起!嗅了嘴巴!又嗅尾巴!一见钟情的样

子$ 这边!狗的主人都有些说不下去了!都

去看狗!看黑白两个畜生好不遮掩的亲密$

南来的先把黑狗拉开了! 北往的在白狗腿

上狠踢了一脚!白狗叫了一声!黑狗也回头

叫了一声$ 他们的主人在转身的一瞬!就黑

封了各自的一张长脸$

望着两条腿的人和四条腿的狗!我想!

狗心隔着厚厚的毛皮却能看见狗意! 人心

蒙着薄薄肚皮却难看到人情$

一个女孩!应该说一个美女!长发细腿!

在街头走成一道可人的风景$ 她只管走路

不去看人! 因为她知道满大街的人都会看

她$ 美女都自信!不像我!长成刘欢这模样

也自信!还到处说!生就一副明星脸!怎么

看都是明星$ 我正笑着!女孩却哭了!她接

到一个电话就开始哭了!哭声越来越大!我

在路边替她窘着!这么美的女孩!要哭也要

选个僻静地方! 在大街上乱哭像什么样子

呀!起码也要等过红灯啊*

女孩站在斑马线上对着电话哭泣 !汽

车的鸣叫似森林里动物暴动! 还是听清女

孩的哭喊)"你说要娶我的* 为什么啊+ ,

女孩被交警扯走了!斑马线上空空的!

我在想! 爱情这东西!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呢+或者说它压根就不是什么东西$一片梧

桐树叶从枝头翩翩坠落!滑过我的肩头!在

马路上狼狈的翻了几个滚! 又被疾驰的轿

车裹带到半空$ 我扭身走掉!不忍看它再次

从空中跌落$

脚下是一条小溪!流动的!泛起暗红色

的波纹!像破裂血管涌出的肮脏的血$ 我收

住脚!担心那脏水污了我的鞋子!一时不知

道脚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 就这么一抬头!

看见一屠夫和他挥舞的板斧$ 他好像挥舞

了好一阵子了!上衣成了累赘!裸露的肉膀

子和斧刃一样惨白$ 在两间门面房前的水

泥地上!一头驴只剩下了上半身!胸膛已被

砍开!两条前腿一左一右的仰张着!随屠夫

的板斧一下下震动$ 马路边肉架的铁钩上!

挂着驴的下半身!褐红的肉一条条垂挂着!

来往的风无力晃动它们! 只掀起一股股难

闻的腥臊$ 驴的血水混合洗肉的污水!在路

边的浅沟流成一条小溪! 眼看就要流到新

开的妇产医院门口了! 看样子还有向前流

的打算$ 自行车%电动车碾过血水!湿湿的

印痕像驴生前深浅的记忆$

女娃正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唱歌! 她的

歌声被挥舞的板斧突然砍断! 她第一次看

见躺倒的被砍开的驴! 自行车已经驶过妇

产医院!女娃惊恐地眼神仍没能收回$ 谁在

当街杀驴* 谁能把涂在孩子白纸上的血腥

和残虐抹掉* 我心底的吼声震得我浑身发

颤$

墙角栓着两头灰驴! 槐树鲜嫩的树叶

垂到嘴边!诱惑它们的大胃!可是它们却无

动于衷$ 一头的脖颈搭上另一头的脖颈!两

头驴相互安慰彼此支撑! 它们在板斧咔咔

声里!静静的等待!一动不动$

刚走到二板桥桥头!雨就下来了$ 雨滴

很大! 打在我的红风衣上立刻润几处黑点

儿!我仰起脸接雨!好让雨浸凉我的滚烫$

不断祈祷雨再下大一些! 那两头待杀的驴

就晚死几天$ 脚下干白的桥面很快就变得

黑湿! 我的红风衣也成了黑色! 雨落成了

网! 路人被网在雨里! 他们惊慌得东跑西

窜$ 雨冷却我焦荒的内心!我听见雨滴浇灭

心火的嗤啦声!我的脚步轻飘起来!走路的

样子有些不成样子$ 逃雨的人!从我的身边

逃得更快$

有一个人不逃! 他开始就趴在桥栏上

看水!或者是看水里值得他看的东西$ 反正

他每天都在这看!路人都不看他!他也不看

路人$ 我每在周末一个人沿街游荡时!常遇

见专业游荡的他! 他是一个不知从哪里流

浪来的痴人$ 雨让他蓬乱的头发顺溜很多!

雨顺着几缕长发和破衣襟顺溜而下$

有一个人踏踏跑过!公文包顶在头上!

跑过了又回头看一眼慢腾腾的我! 他吼)

"跑啊* ,看我没有跑的意思!又吼)"傻子* ,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桥栏边的傻子却说)

"跑啥+再跑前面还是雨* ,他朝公文包的背

影大吼一声)"傻子* ,

我忍不住大笑!笑得雨丝飘摇!只觉得

眼前这淋雨的傻子分明是一天才$

没走多远雨停了!雨把风也收走了!躲

雨的人还在某处躲雨!小街显得有些寂静$

我的衣服仍在滴雨!可我并不在乎!天能把

我的衣服浇湿!也能帮我晾干!果然!走着

走着!风衣就干了$

最先雨后走出的!是一个娃娃!挺小的

男娃!小到仅有一岁左右$ 他格格笑着蹒跚

地走!使我想起初次下水的绒绒的小鸭子$

他小面包似的一双小脚! 走在粗粝的石子

路上!娃娃走得痛并快乐$ 他兴奋地盯着自

己的脚面! 对这双能让他自由移动的小脚

新奇而欣喜$ 他在这个雨后的下午!第一次

从屋子里走到了街上$

他那还算年轻的奶奶! 母鸭子似的呱

呱叫着从后边追来了$ 她知道!街上的路处

处险恶!任何一个小坑!一块碎石!都能让

娃娃跌倒!奶奶更不敢去想飞驰的汽车!张

口的窨井!还有微笑的人贩子$ 奶奶把娃娃

抱起紧搂在怀里!但娃娃不肯!在怀里踢腾

并尖声哭叫! 他要用自己的小脚开始人生

的大道$

我在不远的树下对娃娃说)"小马要趟

过自己的河!只有亲自试过才能知晓$ ,

饥饿牵动我的脚步!我走进一条小街!

这条街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清和街! 两边都

是清真小吃$ 我在一个小吃摊前坐下!带杜

瓦的招牌在头顶晃悠$ 摊主是个年轻的姑

娘!头上搭一方绿纱的盖头!她端一碗胡辣

汤给我!长长的睫毛护佑清潭似的双目$ 我

热热的喝上一碗! 又吃了两个鲜美的羊肉

包子$ 吃饱了!并不走!看姑娘有条不紊地

忙碌!她盛汤!收碗!拿包子!收钱!沉沉稳

稳和和气气!一坐上她的小吃摊!再焦灼的

人和胃都会平静下来$

两大锅胡辣汤很快卖完! 姑娘收拾好

碗筷时!竟然轻轻地唱起歌来!歌声清泉般

流过我的心头!小街沉浸在绿色的宁静中$

清水河
梁海燕

!!!!!!

村后的小河有一个美丽的名

字&&&清水河$

听村里的老人讲! 清水河是

一条人工河!早些年!为了确保沿

岸农田的丰收! 数万人用铁锹平

地开挖了清水河$ 在我儿时的记

忆里! 清水河正如她温柔美丽的

名字&&&河水清清!长流不息$河

里水草丛生! 鱼虾嬉戏! 燕子点

水!河畔牛羊悠闲漫步!一座小桥

横卧在水面上$

夏季的清水河是个乐园$ 夕

阳西下! 忙了一天的庄稼汉从田

里归来!跳进清澈的河水!洗去一

身的疲惫! 洗出一个清凉的好心

情$ 夜色渐浓!满河星光灿烂!蛙

声阵阵!从河面吹来潮湿的风!带

来丝丝凉意(几点烟火明灭!两三

个老农正在谈论着丰收的好年

景$一场透雨过后!小河涨得满满

的$河边桥头!几处钓竿静静地垂

进清清的河水$"青箬笠!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恍如一幅江南

垂钓图$小河是富饶的!也是慷慨

的!总有捕不尽的鱼虾$

不知什么时候! 小河里冒出

了密密麻麻的"迷魂阵,!大鱼小

鱼"通吃,$夜晚!常有手提矿灯的

农民沿清水河捕青蛙! 甚至有人

一夜捕获上百斤! 第二天一早去

卖$青蛙少了!地里的害虫越来越

多!庄稼喷施了很多农药$地头河

边!破碎的玻璃农药瓶随处可见$

小河生气了$有一天!人们突

然发现小河变了"脸儿,&&&清清

的河水变成了浓黑的 "墨汁,!还

散发着阵阵难闻的腥臭! 河面上

泛着白沫!到处漂着死去的鱼儿$

据说!是某造纸厂排出的废水$

小河沉寂了! 迷茫地望着小

村$ 岁月匆匆!清水河时黑时清$

有一年!清水河终于流出了清水!

露出了久违的笑脸$ 但清水河变

了脾气!旱时能干死泥鳅!涝时汹

涌的河水能漫过小桥$

怀念哦*家乡的清水河*那清

清的河水!青青的水草!数不尽的

鱼虾!满河的蛙鸣''

麦收记忆
张慧敏

!!!!!!

"一夜南风起!小麦覆垅黄,$

刚入初夏! 急性子的麦子迫不及

待地黄熟了! 转眼间又来到麦收

的季节$ 每到此时!我的脑海中便

会出现母亲顶着火爆的阳光 %挥

汗如雨%弯腰执镰于田垄间%收割

一束又一束金黄麦子的情景$

记得我小时候! 身为教师的

父亲在外地教学!不经常回家!他

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却与种地

无缘!对庄稼活很不在行!于是家

里的大小事情就交给了母亲$ 那

时的母亲年轻能干! 把家打理的

井井有条! 地里的庄稼收拾得利

索干净$ "三秋不如一麦忙,!每逢

麦收的季节! 面对
/

亩地成熟待

收的麦子! 独自在家的母亲便犯

了难!父亲指望不上!孩子小又不

顶用!眼看地里的麦子跃跃欲出!

麦熟不等人!她起早贪黑!抢收抢

打$

麦收那几天! 母亲天不亮就

起床!先把饭做好!安排好我和弟

弟吃饭!她就带上馏好的馍!提着

水壶! 拿着镰刀和草帽! 赶去地

里$ 直到快中午了还没见母亲的

身影!弟弟闹着找母亲!我就领着

弟弟下地$ 平坦如垠的麦田!金光

闪闪的麦浪! 只见母亲正屈腿弯

腰!狂舞镰刀!一排麦子整齐倒放

在左边!身后留下刺人的麦茬!眼

看着地里的麦田逐渐被分割成片

儿%成块儿$ 此时!正值晌午!太阳

特别威猛!天地间如一口蒸笼般!

只见母亲带着草帽!满脸通红!两

眼迷离!汗珠子随着脸颊往下淌!

但她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我赶

紧喊母亲!见到我们!她放下手中

的镰刀!把我们引到树荫处!说 )

"饿了吧!看我!光顾干活!忘回去

做饭了$ 这是邻家你二奶带的变

蛋!你跟弟弟先吃!我把这垄割完

就回去$ ,"妈!你吃吧$ ,"我刚才

吃过馍了!你们正长身体!别饿着

了$ ,说完!母亲又全力以赴投入

麦收中! 而她从早起到中午只吃

了一个剩馍$

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化的大

型联合收割机! 麦子割完后大多

都会拉到打麦场 $ 我们家劳力

少!没有人打场!母亲就把我家院

子打扫干净后当场! 再把麦子用

架子车拉回来! 一捆捆码在院子

里!拉完后找来脱粒机$ 这时!左

邻右舍的就会互相帮助! 几家轮

流打$ 待发动机"突突突,地冒出

黑烟%"轰隆隆, 地带动着脱粒机

一侧的大履带运动起来的时候 !

大家就如同事先安排好似的各

就各位$ 有递麦捆的! 有在出草

口处往外叉草的 ! 有接麦粒的 !

有撑袋口的! 母亲就在进麦口处

往机器里推麦捆$ 整个打麦场上

尘土飞扬! 麦屑麦糠麦草被强劲

的机器动力吹得漫天飞舞! 空气

中能见度明显降低! 人人灰头土

脸( 再加上发动机 "隆隆, 的声

音!即使肩并肩!说话也得喊着才

能听到$

刚打的麦粒是湿的! 需要晒

上三五天才能收起来! 这几天我

也忙碌起来!晒麦时我要摊均匀!

收麦时我要撑袋口$ 反复几天劳

作后!麦子完全晒干!母亲把装好

的麦子用架子车拉回家! 专门腾

出一间主房! 将筒形农膜放在中

间位置! 把麦袋挨个垛入农膜筒

内!然后把口封起来!这是全家人

一年的口粮$

贾平凹先生曾在一篇序言里

如斯说)丰收了那么多麦草!炫耀

的却是那么几颗麦粒$ 经过了这

么多程序麦子终于归仓! 中间劳

作的艰辛可想而知! 而母亲却从

未说过一句怨言!总是默默承受$

如今! 母亲早已随父亲吃了商品

粮! 已经好多年没有下地割过麦

子! 但每当麦收季节来临她总是

念念不忘! 麦收的景象已经深深

地印在她的记忆中$

遥望麦收
郭宏景

!!!!!!

又闻到了麦香味儿$

小满过后! 中原大地到处萌

动着丰收的意蕴$ 矮壮齐整的小

麦在拼命地呼吸阳光 ! 扬花灌

浆 !充实上面儿 (叔伯兄弟们则

从不同的打工地陆续回到家乡 !

腾仓扩容!整理机具!备战麦收$

而我!一个地道的农家子弟!

自从走出家门后!因工作关系而

距离麦收现场越来越远 !以至远

得只能遥望了$

曾经!麦收是一年当中最为紧

要的农事活动!麦子收成的丰和欠

也极大地影响着一家老小%一个地

方甚至整个天下的生活$麦收时节

无闲人!就连耄耋老人%牙牙学童

也要投入收割抢打的战斗!与天地

争食$ 打从记事以来!每年麦收的

烙印就一层一层地镌刻%沉淀在我

记忆的深处!永志难忘了$

三十年前甚至更早期的农

村!闭塞而传统!贫穷却舒缓$ 无

论生存环境还是生活轨迹! 都是

沿袭千百年传承的乡间旧俗$ 在

靠天吃饭的年代! 农民感念着皇

天厚土的恩泽! 对小麦的生长和

收获有着近乎膜拜的神圣感$ 从

麦子种到地里开始! 农人们便天

天精心侍弄!天天祈祷上苍!能够

风调雨顺!有一个好收成!有顿饱

饭吃$

终于迎来了麦收时刻! 劳力

们趁天气!抢农时!在热气蒸腾的

麦田里甩开膀子挥镰收割%装车!

拉到麦场晾晒%碾压!然后举杈起

场%扬麦!环环相连!既紧张又有

序$老人和孩子们则负责做饭%送

水%拾麦穗%看麦场%晒麦籽等!分

工明确!又相帮相助$ 一亩地!一

块田!整个麦季!就这样被大人孩

子辛勤地一镰镰收割! 一杈杈装

卸!一穗穗碾压!一粒粒晒干&&&

真是一粒麦子一滴汗*

镰刀割麦的霍霍声伴着石磙碾

压麦穗时的吱呀声! 回荡在历史的

上空! 悠长的岁月也在这麦场合声

中走向了深远$ 我的童年时光也就

这样遗落在了热浪滚滚的麦田里$

如果说孩童时参与麦收多少还

有些游戏和玩耍的成分!那么!少年

以后投身麦收一线! 则是真真切切

地感受到了农活的苦累! 同时也深

切体会到了父母和乡亲们的艰辛$

农家孩子的学费多半来自麦子收成

后的卖粮收入!因此!麦忙时回家助

收!便成了我们的自觉行动$

意气少年奔赴麦场! 燃烧的

激情抵挡不了麦收各环节的繁重

苦累$ 割麦不到一个来回!腰酸背

疼得恨不能躺在麦秆上不起来 (

麦场里一轮接一轮的摊场%装垛!

直累得手臂酸麻!举不起麦杈(小

心翼翼地帮着扬麦%打落子!怕因

不谙技巧!而使麦子白白抛洒(即

便是用上了脱粒机! 一家人围着

机器展开"人机大战 ,!一个个虚

脱得站不起来! 吃不下饭''正

是有了这些刻骨铭心的麦收经

历! 但凡那时从麦场里走出来的

孩子们!很少有糟蹋馒头%浪费粮

食的( 也正是不堪麦收农活的重

负!让多少农家子弟发奋自强!以

图能跃出农门!改变命运$

终于熬过了六月麦收! 又接

连战胜了黑色七月! 一纸通知书

改写了我们的身份! 却把更多的

苦和累!留给了身后的父母乡亲*

虽然我们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 !

虽然我们远离了 "汗滴禾下土,!

但每逢麦收等农忙时节! 有着深

刻的劳苦记忆的农家子弟们 !有

谁不在深情地遥望着家园! 不在

记挂着忍受麦场煎熬的父母乡亲

呢+

然而!也只能是遥望了$ 那曾

经的麦浪滚滚的收割现场%十里连

场的麦收场面%小心防火的麦场提

醒%各家各户的相互帮扶''众多

的麦收记忆不时重现在梦境!但现

实中却再也难以寻觅了$

应该感谢科技发展和机械化

程度提高!大大解放了人们的生

产力$ 麦收的形式也在一年年地

发生着历史巨变$ 从多年以前的

人工一镰镰收割拉打! 到十多年

前的机器收割后脱粒晾晒 !再到

现在的大型康拜因一次性完成

麦收全程!小麦收获的时间从半

个月减少到了三天 ! 甚至半天 $

如今!很多的农家小院里已经看

不到镰刀% 麦杈% 石磙等旧时的

麦收符号了$ 当几个人坐在地头

的树荫下! 喝着啤酒! 看着收割

机吞穗吐粒!眨眼间"麦罢,的景

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原大地

时!我们该为父母乡亲们的轻松

麦收而高兴!我们该为乡下的弟

弟妹妹们远离了麦收而庆幸$

庆幸之余! 我又为某些传统

的消失而感到遗憾和心痛$

亲历麦收! 让多少农家子弟

培养了可贵的节俭品质! 增添了

多么强烈的家园意识啊$ 当麦收

过后! 抚摸着晒脱了皮的黝黑胳

膊!我们内心的坚强也在陡增(更

何况!半个多月的麦收过程!乡里

乡亲的温暖相助%共担苦累!始终

让我们身处感动!力量倍增$而现

在!麦收是轻松了!可记忆的成分

里也少了许多难以消磨的印象 $

一个农村孩子的生活中如果没有

了农活的苦累概念! 他的成长经

历该是多么的苍白和乏味$

随着时代的变迁! 麦收的形

式可以改变!甚至人们的生活方

式和工作状态也都可以改变 !但

我们祈愿粒粒皆辛苦% 颗粒要归

仓的麦收精神不变! 麦收时节的

勤劳和感动常在$

所以! 正当焦麦炸豆的收获

时节!我遥望麦收!遥祝乡亲能有

一个好收成$ 遥望麦收!怀想一份

逝去的儿时记忆(遥望麦收!期盼

中原大地上的淳朴民风永存*

吴越感赋
薛顺名

一

宝地物华兵必争!

时时骤起喊杀声"

千载岁月匆匆过!

唯有钱塘潮未平"

二

吴王仁厚贯江东!

惜败越人亦霸雄"

未必志高成伟业!

管它身后作何评"

参观许世友将军墓
师建华

!!!!!!

戎马一生回故里!

五凤松下陪母亲"

酒和手枪是最爱!

大别川陕写神奇"

嵌字格!诗"酒#!三唱"

诗 钟

!!!!!!

莫怪酒粗酬雅客#皆因诗厚

妙难言" .一梦/

一缕诗情初醉我#几丝酒兴

又催人" .云儿/

苏子诗成嘲惠远#瘦丁酒满

醉文朋" .都烨/

但借诗香添一醉#好凭酒趣

对群芳" .梅影/

到底诗奇因学厚#直须酒老

是情浓" .瘦丁/

都烨附言!

诗钟是中国传统文学体裁

中的一种独特样式!是一朵奇葩$

诗钟起源于清末民初!与周口大

有渊源的民国四公子中的两位

袁克文0寒云1%张伯驹0丛碧1都

研究过诗钟并从事创作$现今!诗

钟在北京%广东%福建以及台湾都

很活跃$ 他们有钟友%钟社!而且

有办得相当好的刊物!如2燕山钟

韵3$ 在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的今天!周口市诗词学会的部分

诗友践行诗钟创作!诚一大雅事

也$恰壬辰芒种节前!瘦丁先生以

-诗酒,为钟题!以嵌字三唱为钟

格!诗友们纷纷响应!遂有诗钟数

比问也$实可贺也$壬辰芒种都烨

欣然为之跋$

壬
辰
初
夏
小
酌
联
句

都

烨

!!!!!!

榴红麦黄时节 !诸

诗友相约小酌! 美酒佳

肴!宾主尽欢$ 兴起处!

大家即席联句! 为梅影

词集即将付梓致贺 !限

时限韵!竞相争艳斗奇$

都烨起首!瘦丁颔联!一

梦颈联!云儿结句!吟得

五律一首!诚雅事也$时

.#-.

年
/

月
4

日! 梅影

不辞浅陋为之序$

一册梅花谱! 诸君

话短长"

清新兼淡雅! 淳厚

蕴苍茫"

疏影筛明月! 素心

袭暗香"

临窗吟妙句! 文采

自飞扬"

憩 恒宇 摄

立

馨
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