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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客翩翩来
王天瑞

去年末!我住进了新房" 虽然#高高在

上$ 的新房只是简单地刷刷墙% 铺铺地板

砖!但比起&茅屋为秋风所破$人家!已是十

分的满足十分的欣慰了' 亲朋好友闻讯后!

就前来观看和祝贺" 去年的
!"

月
!

日!我

的三位小老乡在来我家前!经过反复商量!

到花卉市场上精挑细选了两盆正在盛开的

仙客来" 当他们笑逐颜开把仙客来摆放在

我的厅堂里! 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洒进

来!白墙与绿叶%红花相互辉映!顿时满屋

生机盎然!朝气蓬勃" 我们心旷神怡地谈读

书%谈文学%谈创作((

三位小老乡走后! 我就凝神静气地观

察仙客来) 倏然间!仙客来的花朵越开越娇

艳!越开越美丽"

我虽然没有养植过仙客来! 但却虔诚

地追寻过仙客来" 早在五六年前!我闲暇自

乐!在翻阅唐诗%宋词%元曲时!竟没有发现

一首关于仙客来的诗词*在翻阅&唐宋八大

家$和明清的散文时!也没有发现一篇关于

仙客来的文章) 这么娇艳美丽的花怎么没

有引起古人的关注呢+ 其实!这并非古人的

疏忽) 我在追寻中发现!仙客来原来生长在

欧洲南部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等国! 在新中

国建国初期才从那里传入我国) 这样一算!

仙客来安家落户在东方的黄土地上! 才仅

仅几十年的光景) 就连仙客来的名字!也是

从西方音译过来的) 我国古书上当然不会

闪动仙客来的足迹和身影)

仙客来的花朵! 单生于从土里长出的

花茎顶部) 花朵下垂!花瓣向上翻卷!犹如

兔耳) 花色有红,粉%青%白!以红色居多!且

红得像燃烧的火焰) 于是!仙客来又名一品

冠%萝卜海棠%兔耳花%篝火花%翻瓣莲) 仙

客来的花期较长! 从当年的九十月份到第

二年的四五月份!时间长达半年) 之所以仙

客来很珍贵! 就因它能在百花凋零的季节

勇敢地喷香吐艳)

更奇观的是! 当四五月份温度上升到

"#

摄氏度以上!仙客来就叶枯%花谢!开始

休眠了) 不能浇水!不能施肥) 直到九十月

份温度下降到
"#

摄氏度以下!仙客来又渐

渐苏醒!开始展叶开花了)

仙客来的观赏价值极高!是一种&世界

级$的观赏花卉!被养花爱好者推举为&盆

花中的女王$)

今年初!我意外得知!仙客来是山东省

青州市的市花)我很是不解)遂于元月
$%

日!

贸然给青州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写信!询问青

州市与仙客来是怎么结缘的) 其实!我身在

河南省周口市!根本不知道青州市委的宣传

部长姓甚名谁!只是贸然写信) 实在没有想

到!我很快就收到了高凌云部长的来信)

王天瑞先生

您好!

首先感谢您对青州市的关心"关注! 我

来青州市任职时间不长# 经了解$确定仙客

来为青州市市花是在
"%%!

年#其原因有三%

一是从仙客来的习性上说$ 它比较适宜在

当地栽培$易成活$长势好# 二是种植习惯#

在青州市的黄楼$ 有一个传统花卉种植村

叫芦里$村里有一位花卉种植大户李洪儒$

他在
!&&%

年前后开始大面积试种&培育仙

客来$此后仙客来在当地大面积种植# 仙客

来当地俗称'一品冠($其花开时节恰逢我

国传统节日元旦&春节$此时北方鲜有鲜花

开放$亲朋好友礼尚往来送盆鲜花$时尚实

惠# 仙客来花形别致$娇艳夺目$烂漫多姿$

花期较长$很受欢迎# 第三$随着当地农业

结构的调整$ 青州市从
!&&%

年前后开始在

黄楼&东坝几个乡镇大力发展花卉种植$仙

客来是当家品种#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仙客

来由最初的两三个品种$ 发展到现在的十

多个品种#

"%%!

年
'

月
!&

日$经青州市人

大常委会决议通过$ 确定仙客来为青州市

市花# 目前$青州市是长江以北最大的花卉

集散地$从
"%%!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
!"

届花

卉博览交易会# 花卉已成为青州市农业六

大支柱产业之一#

再次感谢您对青州市的关心&关注! 欢

迎您来青州市做客&指导#

中共青州市委宣传部 高凌云

!"#$

年
!

月
!$

日

青州市选上这种&世界级$的花卉来当

市花!的确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我把高凌云部长的热情来信送给亲朋

好友看! 大家从信中看到了娇艳美丽的仙

客来)

三位小老乡送我的这两盆仙客来 !是

极优品种!它们同时开放着
"(

朵左右的大

红花!越开越娇艳!越开越美丽)

厅堂里摆放着娇艳美丽的仙客来 !生

活中洋溢着甘甜和芬芳)

盛开吧!仙客来-

歌唱青春
樊昊霖

从夏娃偷偷摘下苹果的那刻

开始!人类就开始逃出牢笼!走上了

操纵自己命运的道路) 驱动她的只

是人类永远的好奇心与逆反心理!

却未想到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间!

另一个苹果则击中了人类最具智

慧的头颅) 牛顿的故事不论真假!

都在改变已知! 在探索世界的道

路上留下了漂亮的一笔)

接下来! 又一个苹果横空出

世) 乔布斯!这个完美主义者与偏

执狂! 给人们设计了一个全新的

感知世界! 让一种产品成为一个

宗教! 一部分人类开始思考新世

界的可能性)

泛舟史海! 人民虽然是历史

的主体! 但伟大人物作出的伟大

贡献在不断修正历史前进的方

向!助推着历史的前进) 雷锋同志

那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之中$的精神!感染着

一代又一代的人) 正是他们的坚

持不懈! 才有了世界一点点的改

变) 要想改变世界!就要先改变自

己!坚持到底!毫不客气)

如果按人生结局来看! 那么

这世界上会有三种人.失梦者!圆

梦人!追梦者) 失梦者的成功叫做

平庸圆滑! 圆梦者的坚持不懈叫

做改变世界! 追梦的我们大都曾

幻想过!然而大多数的自我!都紧

抓住某个理由! 在现实与梦想的

颠倒中失去反向感! 面对曾经嗤

之以鼻的潜规则与不公平俯首称

臣) 他们无力改变世界!去告诉追

梦者.瞧!你还不成熟!等你长大

后就会发现!你无力改变世界) 可

是! 当爱因斯坦被老师认定为智

障儿时! 谁又会想到就是这样的

人彻底改变了你的时空观呢+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 那就让

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以

刚克刚) 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

位天生聋哑的小女孩! 自幼酷爱

小提琴! 但在成功路上却遭到同

样学习小提琴的闺蜜唾弃) 人总

有哭泣的时候! 但总有人会在你

迷路时!给你指南针) 她遇到了一

位街头卖艺的小提琴艺人) 女孩

用手语问道.&为什么我和其他人

不一样+ $艺人答道.&为什么你一

定要和别人一样+ 音乐是有生命

的!轻轻地闭上双眼!你就能感受

到音乐) $从此!女孩发疯似的练

习小提琴 ) 有一次!女孩的闺蜜

无意间看到街头卖艺的他们 !不

禁心生醋意! 在古典音乐大赛前

打伤了艺人并摔坏了女孩的小提

琴) 比赛临近尾声!闺蜜那近乎完

美的表演为大赛画上了休止符 !

可就在这时! 女孩拿着胶粘的小

提琴走上舞台) 她默念.就算我手

中的小提琴早已破碎! 我依然能

奏出属于自己的音乐) 终于!琴声

戛然而止!静默几秒后!全场掌声

雷动!大家欢呼雀跃) 故事讲到这

里!我想说!每个人在完成梦想的

过程中! 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

难与挫折!但不要紧!这只是完成

梦想的排练!请微笑着!一步一步

往前走) 坚持我的路!不抛弃!不

放弃) 阳光依然照亮你前进的路!

你依然是最闪亮的星星)

百年前!梁启超说.&少年强!

则国强!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

地球) $半个世纪前!毛主席讲 .

&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但

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

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年轮里面

有钟!鬓角里面有钟!就算暂停全

世界的钟!也停不了一秒钟) 想象

一下你的孙子孙女! 满眼充满光

的瞳孔!正等着你说!你那最光辉

的一次传说) 很久以前的我!只想

装懂!装作什么都懂!可当我懂得

生存的规则之后! 却什么都不想

懂!因为!俯下全身是为了全力冲

刺!低下头颅!是为了再次高高的

扬起) 如果人类的脸!长的全部都

相同!那么你和别人的区别!就看

你是怎么个活法 )

闪开! 请让我们歌唱自己的

青春!因为当你的白发,皱纹紧贴

你的轮廓时!你最终的朋友!就是

此刻那些最爱与最痛的人和事 !

就是那些不一样的回忆((

乡 音
张新安

!!!!!!

时值隆冬!冰上走的季节)

在京城 &东兴楼$ 与几位周口乡贤小

聚)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你端我敬!正喝得

酒酣耳热之际!余怀中揣暖的那只紫蝈蝈!

突然助兴般&格吱,格吱$欢快地鸣叫起来)

众人闻之!皆放杯停箸!把惊异的目光投向

余问.&身上何物鸣叫+ $

余自鸣得意地告诉众人.&蝈蝈! 从周

口老家带来的(($

蝈蝈!周口人称蚰子) 节肢动物!昆虫

纲!直翅目) 脸长方!略前倾!基本垂直) 牙

尖!紫红色) 二触角须呈丝状!触角一般长

于身) 身体呈扁或圆柱形!雄性前翅附近有

发音器!网纹翅一般为左搭翅!即左翅盖于

右翅之上) 鸣叫发声时两前翅斜竖起!通过

左右两翅反复摩擦! 从而发出节奏感极强

的,悦耳的声音) 两翅愈大愈厚!摩擦就越

强劲有力!发出的声响也就愈大)

蝈蝈的体色有鲜绿,黄绿 ,草白绿 ,褐

色) 周口人称褐色的蝈蝈为紫蚰子!紫蚰子

在保暖的畜养条件下能越冬) 在寒冷的冬

天!给畜养者增添莫大的生活乐趣)

史料记载! 商周时期人们把蝈蝈和蝗

虫统称为 &螽斯 $!到了宋代!人们又将蝈

蝈与纺织娘混为一谈!直到明代才有了 &聒

聒 $,&蝈蝈 $的称呼!并被誉为蟋蟀,金钟,

油葫芦四大鸣虫之首)

我国的蝈蝈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延续至今)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大禹就开创

了崇拜蝈蝈的先河!古文中&禹$就是&虫$)

由于大禹是以禹虫///蝈蝈命名的! 因此

禹虫便成了大禹氏族的图腾) 后世便以禹

虫的习性来崇拜,祭祀大禹) 0荀子1有所谓

&禹跳$) 扬雄0法言1说.&巫步多禹) $都是

说后人祭祀大禹时跳的舞蹈! 大多都是模

仿蝈蝈那样的跳步) 而0诗经1中相传为周

公旦所作的0七月1中&五月螽斯动股) $意

即农历五月蝈蝈开始两翅相互摩擦! 发出

动听的鸣叫声) 和0螽斯1篇中&多如羽毛的

螽斯! 生生不息地繁殖) 好像你美好的子

孙!盛况空前呵) 多如羽毛的螽斯!群飞蔽

日) 好像你美好的子孙!生生不息呵) 多如

羽毛的螽斯!纷纷地聚集在一起!好像你美

好的子孙!不可胜数呵- $的记述!则堪称世

界上最早描写蝈蝈的文字) 全诗用明快,生

动,形象的语言!兴,比,赋的笔法!热情洋

溢地颂扬了繁殖能力极强的蝈蝈的种族兴

旺) 反映了生产力低下的时代背景下!我们

的先人对生命繁衍, 人类子孙兴隆的企盼

与祝愿) 而由此诗产生的成语&螽斯衍庆$!

也便成了喜贺子孙满堂的吉祥语)

而把蝈蝈作为宠物畜养! 则是许多国

人的雅趣之一) 据说宋代已开始有人畜养

蝈蝈! 明代从宫廷到民间养蝈蝈已较为普

遍) 明太监若愚在0宫中记1中写道!皇宫内

有两道以蝈蝈的名字命名的门!一曰 & 百

代$ !一曰 & 千婴$ !这毫无疑问是延续了

远古时代对蝈蝈的生殖能力的崇拜)

入清以来! 社会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蝈蝈热) 寻常百姓与达官贵人不说!仅帝王

而言!从康熙!乾隆直到宣统!历代清帝无

不喜欢蝈蝈)

在文学艺术界! 蝈蝈历来也是艺术家

们乐于表现的题材之一) 现代著名画家齐

白石先生!是画花鸟鱼虫的高手!他画的蝈

蝈形神俱佳!活灵活现) 特别是配上大写意

的瓜果,花草之后!蝈蝈就更加显得细腻,

出神入化!令人赏心悦目)

无独有偶!远的不说!我邻座那位头戴

贝雷帽,肤色白皙,温文尔雅,举手投足一

派学者风度,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

系中国画专业, 中国褚遂良文学艺术研究

会副会长的&一默堂$刘子默教授!对蝈蝈

的挚爱!就丝毫不逊色于齐白石老先生)

当他以艺术家特有的敏锐! 听到我怀

揣的蝈蝈鸣叫! 又得知是千里迢迢从家乡

带进京城的! 当即用商量的口吻征求余的

意见道.&能否取出!让吾等一观+ $

余看室温尚可! 遂爽快地应允道.&有

何不可- $言毕!即从腰间往上一点点挤装

蝈蝈的葫芦!从脖颈处掏出!打开盖儿!先

将那蝈蝈倒至手掌之中!然后以拇,食二指

捏住其颈部!将其放到餐桌上)

颇为抓彩的是!在众目窥窥之下!那小

精灵竟然不怯不惧!趴定后稍一愣神!便蹬

腿弓腰!弹抖双翅!欢快地&格吱,格吱$鸣

唱起来)

优美动听的叫声! 引起刘子默极大的

兴趣! 他引颈近距离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蝈

蝈鸣唱时的神态!欣喜若狂地连声惊呼道.

&乡音,乡音啊- 我一定要把它画出来- $其

他几位老乡听到这久违的乡音! 一个个也

都意往神驰!激动不己)

周口人忠厚朴实 !言重九鼎 !吐口唾

沫能砸出个坑) 次日!刘子默果然将取名

0乡音1的蝈蝈画出) 并题跋曰.&画者!不

在大!不在多) 逸品者寥寥数笔!便得其神

韵)今画乡音小品!旨在观物生情) $画面中

的蝈蝈!更是逼真传神!趣意盎然) 诚如戏

词里唱的那样.&伸条腿,蜷条腿!刺棱棱两

膀蹬着筋儿!忽灵灵两眼偷看人儿!那个小

嘴它呱哒呱哒喝露水! 仔细观看它简直像

个活的(($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寒暑更替 !生命

轮回) 大自然魔幻般的神力!实非生命所能

抗拒) 尽管它有时能承受三灾八难!强大得

惊人*有时却似深秋老树上的黄叶遇霜!脆

弱得不堪一击)

$

月
&

日下午!那小精灵终

因没能扛得住家乡的低温! 令人遗憾地走

完了它的虫生之路)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在生命的最后

一刻!它似乎在拼尽全身的精气神!软弱地

抖翅悲鸣几声) 虽然少气无力!但余已心领

神会!它是在用生命的绝唱!与精心畜养它

多日的主人告别) 那几声已不着调的呐喊!

分明是在令人心碎地告诉余.&哥儿们!拜

拜啦- 与汝相约!吾明年托生后!咱再形影

相随!朝夕相伴(($

越冬蝈蝈的生命周期大约百天左右 !

余畜养的这只蝈蝈! 至少存活了
!"%

天!其

寿不算短矣) 尤其是生命的最后一个多月!

它随余搭火车!乘轿车!逛京城!游古刹) 以

长鸣的乡音!活生生的实体!从三个方面彰

显了其自身价值) 一是使余生长在京城的

小孙女对蝈蝈这种昆虫的抽象概念! 升华

为真切实感的认知* 二是慰藉了身在异乡

周口游子的思乡之情* 三是为余赢得了一

幅颇具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国画小品)

如此算来!那小精灵虫世一遭!亦不虚此行

了-

春天的怀念
胡新春

黏稠的雨像一张网罩住了春

天的夜! 母亲躲进羊圈里! 猫着

腰!手上沾满了羊水!脸上的焦虑

和欣喜被手电筒微弱的光线照得

阴晴不定) 那只老羊已经一声不

吭地产下了三只羊羔! 依然意犹

未尽) 又一个又湿又粘丑陋无比

的脑袋露了出来!母亲搭上手!直

到把羊羔最后两只蹄子拽出来 )

从始至终! 老羊只在跟母亲僵持

的时候吭吭两声)

从羊圈里出来! 穿过雨回到

堂屋!母亲才跟我说话) 她说这畜

生也仿人! 那年腊月夜里我一个

人生你的时候也是这样)

然而! 那个春天我让母亲比

独自在冰冷的夜里生我时还要痛

苦) 我得了顽固的神经衰弱!学上

不成了!在家里避难) 我考过全校

第一名!一度认为自己前程无量!

现在成了一只在石板上晒干的蛤

蟆) 我把母亲花半天熬好用细瓷

碗盛着端到我面前的汤药泼掉 !

把凑到我跟前撒娇的黄狗打得栽

一个跟头起来嗷嗷直叫) 我心安

理得地表现和挥洒我的痛苦 !完

全没在意我的痛苦到了母亲那里

会不会加倍) 直到一个阳光明媚

的上午! 母亲在村东那口长满节

节草的荒井边找到我! 她才第一

次在我跟前透露了心里比我深刻

许多的痛苦) 母亲泪流满面!拉起

我的手!带我回家!一路上一句话

也不说) 从此!夜里我屋里只要有

一点动静! 哪怕我翻身弄出的声

响大了点! 她都会马上从堂屋跑

出来!穿过院子!来到我床前 !装

着为我掖被子!然后慌忙逃开)

我天天躲在家里! 脾气变得

一天比一天坏) 有一次母亲在院

子里淘麦子! 准备晾干了去磨坊

打面) 她突然抬起头!说你闻闻这

味道!多好闻) 我不耐烦地看她一

眼! 没搭腔) 我知道她说的是花

香! 从院子前面那片桃林飘过来

的! 像布袋虫吐的丝一样到处游

荡) 她又试探着说!今儿天真好!

要不你去前面桃林里转转吧+

我到底出来了! 阳光真的很

好!在花枝上跳跃!风有温度 !长

了腿似的在林子里疯跑) 我的心

依然堵着! 红的白的花跟我之间

像是隔着块玻璃) 胸中的郁气走

开一点! 我就去想正在院子里忙

活的母亲) 心里一阵酸楚!把头抵

在一根树干上! 桃木若苦还甜的

气味一下钻进了鼻孔里) 我不知

道自己究竟怎么了! 心里长满了

荒草)

又是桃花盛开的季节! 我从

县城回家!穿过一片麦田!远远望

见那片花海) 这些桃树开花从来

像拼命!年年如此) 花枝从花椒树

编织的篱笆墙上骄傲地探出头 !

炫耀并歌唱着青春和生命) 我匆

匆走过!双脚缠绕着犹疑) 我能想

象出母亲躺在床上的样子) 一辈

子坚强的母亲! 知道生命正在她

身体里迅速消失!她不甘心啊!无

力地摇着皮包骨头的手臂! 一遍

一遍地说!硬是把你打倒啊!硬是

把你打倒-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病

还是别的什么! 只知道从我记事

起!就没见她服过输!所以母亲这

句话有一种令人心如刀绞的悲

壮)

可是家里毕竟还有母亲 !当

我踏进家门后! 还能幸福地叫声

妈) 母亲躺在院子里的竹床上晒

太阳!听到我的声音!已经没有力

气答应了) 只是努力睁开眼!看看

我!然后闭上!从眼角流出浑浊的

泪) 坐在母亲身边!我的心尽管苦

痛! 但依旧踏实) 有这个人在身

边!我就什么也不怕) 院子里桃花

的芬芳依旧浓烈! 我甚至能够看

见花香在春光里浮沉飘荡的样

子) 只是母亲不会再费尽心思劝

我到桃林里看花了)

我只祈求! 母亲在这飘满花

香的季节里 ! 能够常常穿过夜

色! 穿过花满枝头的桃园! 穿过

家乡的原野!来到我荒凉孤寂的

梦里)

村野有感
韩学先

原野绿麦荡青波$

静看儿童笑乐呵#

彩色风筝飘舞戏$

白云片片过纤河#

楼台揽圣凭慧眼$

唱曲传情忆旧娥#

自恨相思无益趣$

梦醒泪尽弃纱罗#

咏 竹
佛晓

!!!!!!

不恋沃园绝腐染$

植根瘠土亦参天#

笑迎寒暑春长在$

铁骨虚怀奏凯安#

故 乡
路雨

是一个

能闻到稻谷麦穗清香的地方

是一个

能体味到亲情和温暖的地方

是一个

能勾起人们怀旧情感的地方

是一个

走出去让人无法释怀的地方

是一个

沿着记忆就可以抵达的地方

是一个

总想让人回转身张望的地方

是一个

梦中能想起老宅老屋的地方

是一个

让人感觉有炊烟飘起的地方

是一个

让人经常对孩子提起的地方

是一个

大街上有叫卖烤白薯的地方

春来百花开 邻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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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邓同学

走进豫东!走进田野!映入眼

帘的是好大的一块绿)

麦田就像一个大毯子)一块连

着一块!一块接着一块!直到看不

见的远方)

天有多大!地就有多大!绿就

有多大)

满眼的绿!应接不暇)

春天有春天的绿!夏天有夏天

的绿!秋天有秋天的绿!冬天有冬

天的绿)

雪压冬云!白雪皑皑!秧苗的

心中仍不灭对绿的憧憬)

秧苗为什么是绿的+因为有叶

绿素) 绿!是生命中的精灵)

植物学上说!叶绿素的功能是

进行光合作用!利用阳光把空气中

的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碳水化合物!

就是我们做馒头, 擀面条的面粉)

叶绿素!就是人类的面粉加工厂)

赤橙黄绿青蓝紫!让生命如此

灿烂辉煌)

日月星辰!风霜雨雪!让经历

都成为美好的记忆)

我们可以想象! 一粒种子!从

萌芽,出苗!到长成一棵庄稼!要动

员全身所有的细胞! 进行分工合

作! 经过几个月才能结出种子!完

成生命交接这么一个浩大的工程)

在岁月的长河中!种子让生命

世世代代繁衍不息)

叶绿素真的神奇)假如没有叶

绿素!人们吃什么呢+

一个老农!看到田里绿油油的

麦苗!就看到了丰收的场景)

土地不仅生产粮食!还能盖大

楼!修路) 每一寸土地都是如此珍

贵)

土地是生命存在的根本)庄稼

感恩土地! 人也应该感恩土地!敬

畏土地)

好大好大的中原之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