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咏山茶花

!

钟祥

友人送我一株山茶花! 叶茂花

艳!却了无芳香"花谢时竟整朵落下

而完整依旧# 人谓此花为花中之$清

高者%!诚然也&艳而无香!不媚世俗"

凋而不零!从容风节& 实乃花中之君

子!芳群之高士也& 遂感而咏之&

其一

叶花丰腴着红装!

一身芬芳却内藏"

免仰他人鼻息臭!

更无蜂蝶闹嚷嚷"

其二

待到春归无觅日!

百花飘瓣不自持"

请看此花着落处!

仪容不减盛开时"

淮阳羲花园樱桃花诗会诗词作品节选

羲花园樱桃花诗会

!

徐青锋

万朵樱花簇粉团!清姿逸态映雕栏"

春游疑入瑶台路!幽径遥通花果园"

起灶升烟烹野味!提壶分酿醉农餐"

相逢喜话羲皇事!别后还将魂梦牵"

羲花园赏樱桃花随感

!

晨之风

元宵羲苑果花娇!群木丛中竞俊梢"

曲径通幽藏雅舍!小桥横空卧春潮"

扑轩画意升身畔!入酒诗情话楚骚"

难有人间好美景!他天再聚品樱桃"

西园诗会

!

齐彦海

竹林春水碧!木屋隐红樱"

人面邀花发!诗怀共酒倾"

绝闻车轧轧!时送鸟嘤嘤"

何处武陵渡# 西园一忘情"

寻春羲花园

!

郭凤

一路寻春至!波清小径幽"

暂将尘世弃!且作画中游"

樱雪开千树!海棠露半羞"

今为花下客!不醉岂能休#

游陈州羲花园小记

!

王东

羲花园内赏春樱!两岸不输十万兵"

醉卧桥头寻旧履!何时赠我小先生"

羲花园赏樱花

!

张永海

当年故地又重游!小径深深满院羞"

未饮春光人却醉!引得诗意上枝头"

鹧鸪天!春游羲花园

!

张瑞德

日丽风和闻杜鹃!羲城如黛涌紫烟"

几丛新竹摇晖影!十里樱花绽笑颜"

光灿灿!水潺潺!木楼点缀绿云边"

闲庭盈目霞千树!犹是珠莹果满园"

喝火令!樱桃花

!

张蕴

最解东君意!初开正恰时"粉团千簇

满园痴" 乍暖又寒何惧!许我舞娇姿"

莫叹花期短!轻吟语万丝"此番情愫

问谁知# 且自流香!且自美城池!且自占

春时早!育果第一枝"

蝶恋花!诗友聚羲花园赏樱花

!

阮淮凤

吾敬羲花园径路"不只迎春!自在红

樱簇" 庭倚轻言谁玉柱# 帘前不远常青

树"

友聚游园欢笑处"茗品林间!画意诗

情舞" 万物复苏曾有悟! 时光未老情常

驻"

鹧鸪天!早春羲花园赏樱花

!

冰小曼

丽日羲园翦翦风!画眉声里踏歌行"

小桥绿水接曲径!亭榭青竹伴媚樱"

如雪冷!若梨清!幽香明艳一丛丛"

冰姿引惹诗心醉!几度回眸忘返程"

临江仙!樱花

!

杜秀丽

欲笑还羞娇靥!半推半就东风" 休辞

花信与春工" 翠眉依鬓展!粉面拟妆红"

颍水连天一碧!诗情漫惹花浓" 谁吟

佳句在芳丛# 殷殷知我意!可惜又匆匆"

清平乐!羲花园闲聚小记

!

朱曾一

樱花蝶戏!醉解早春意"两脚碧绿清

幽路!绕尽晓虫嘶处"

桥头杨柳青青!磨坊怀旧留情"诗友

吟诗速记!人醉把酒临风"

小南风!外三首"

!

再见康桥

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

小南风醒来的具体时间

它睡在麦尖尖上

睡在温厚的雪被下

一睡!就是一个冬天

而麦子!总是要拔节的

麦子一拔节!噼噼噗噗地响

扎得它一痒一痒的

只好翻个身!起来

咯咯地笑着!满世界去疯了

它把草芽芽拽出来

把油菜花花拽出来

用柳笛!吹出一团一团的柳絮

用彩云系住风筝的尾巴

大雁飞过!

捎回你日思夜盼的锦书

被它抢走了!不知道藏哪里去了

此时!它又顺着你的手臂

攀到发梢梢发辫辫上来了

你看!你的发梢梢绿了

发辫辫绿了" 微微仰起的脸庞

也被涂成了一朵桃花

一群粉紫的小花在沟沿下约会

如果我继续往前走!

就会错过她们

幸好我停下来了

并扭过脸来!看见了她们

就在安静潮湿的沟沿下

一群粉紫的小花!

举着微微的清风

和香气!在悄悄约会

她们的衣裙是紫色的

花瓣是紫色的!花蕊是紫色的

微微的喘息!也是紫色的

我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

但我记住了她们的美

在春天的一角!如此明媚

桃园

这片土地不是我的

果树不是我的!果子更不会是

但我爱这里!

爱这些盛开的桃花

春天的美色

因为爱!我总是小心翼翼而来

小心翼翼而去" 小心翼翼地

将这些盛放的美!

一一收在眼底$心底

成为春天里一个富有的人

并和富有的人一样!

会在无人之处

比如此时的这个月夜!

将秘藏的珍宝

从心底搬出!一遍一遍

看了又看!数了又数

韭菜

听不得春风稍稍一吹

韭菜!就将地皮啄破

钻出尖尖细细的小脑袋来

先是三个叶!再是五个叶

长到七个叶的时候

父亲说!可以割着吃了

我们就拿出早准备好的铲刀

将这一根一根!一撮一撮

鲜嫩的!儿时的光阴

割下来!仔细码好

放在干净的竹篮子里!带回家

做成韭菜煎饼" 韭菜炒蛋

韭菜面叶" 韭菜饺子

喂养一茬又一茬青青黄黄的日子

并且!割得越快

它们长得越快!越葱翠$茂盛

绿汪汪的

让人觉得!生活就该是

这样一畦神奇的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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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片油菜花
!外一首"

!

卞彬

它的香溢了出来

溢得那片地的周围到处都是

这是温暖的三月

这是麦苗青青的三月

那片油菜花把它独有的黄

毫无保留地

绣在了田野上

让蜜蜂在这里歌唱吧

让蝴蝶在这里飞舞吧

让阳光在这里沉醉吧

让风儿把这里的一切

传到别处去吧

那片油菜花

多像一帕柔软的手绢

擦亮了春天的眸子

无题

思念已走了很久

你仍在远方

日子是一条

无法缩短的路

很多时候

我只想来到你面前

轻轻握住你的手

让时间慢慢地老去

我不说话

我的声音全世界都会听到

用书香妆点生活
焦辉

生活的闲暇里!打开一本书!让油墨

香弥漫四周&静静地读着美丽的方块字!

内心慢慢也闲淡下来了!灵魂安妥!精神

渐渐清爽! 生活里的琐琐碎碎和不良情

绪!如风吹浮云!都散去了& 书香妆点的

生活!才有情趣!有韵味!有雅致和大气&

书!记录了人类文化和博大思想!承

载了无数智慧和精深道理&读书!不但增

进了我们的文化水平! 而且提升了我们

的思想境界& 书! 教会我们如何世事洞

明!引导我们如何高质量的生活!提升我

们的气质和品味! 指导我们的工作和学

习!让我们活得优雅和高贵!让我们懂得

怜悯和感恩&

我们不妨随身携带一本书! 在快节

奏生活的缝隙里!在喧嚣闹嚷的角落!轻

轻打开书!安静地读几页!享受独处的美

妙!沐浴书香的愉悦&与书共度一段美好

的时光!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有次我去蛋糕店买蛋糕! 看见一位

等待取蛋糕的女子! 安静地靠在暖黄色

的柜台旁!悠然读着一本小说&我扫视了

一下书的内容!是
.$

世纪美国作家梭罗

的'瓦尔登湖(&女子安静地读书!神态安

详美丽& 我见惯了排队或等待的人因为

急躁而阴沉的面容! 看见女子在等待的

时刻!闲适地读书!周身散发出优雅的光

芒!不由为之感动& 从此!我也随身带一

本书! 在排队或等待的时光里! 安静地

读!不但打发掉了心急的难耐!还能多读

很多的书&

在饭店点餐后!总有一段无聊的时光

等待上餐& 我翻开随身携带的'卡夫卡短

篇小说选(!等饭菜上来了!我合上书& 对

面不知何时坐了位清秀的男孩!看样子像

是附近高中的学生& 他问)$叔叔!我以看

下你的书吗* %我点点头说)+当然可以# %

我把书递给他!他道谢后打开书读# 我吃

完饭!男孩的饭菜也来了!他合上书还我!

笑着道谢#男孩的笑容很温暖!走出饭店!

我还沉浸在男孩的微笑里# 是书!让陌生

的我们彼此展现了友好的微笑#

周末!坐在阳台上!泡杯香茗!打开

一本书!在书香里度过一个静美的下午#

或者带上书去郊外!躺在青草地里!读几

首诗歌!望蓝天上的白云朵!听几声鸟儿

的欢鸣!内心更加安适#清风里弥漫着花

香和书香! 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心旷神

怡# 一回头!蝴蝶合拢了翅膀!正安静地

立在打开的书页上!像沉浸在书香里!不

舍得离去似的#

吴贝 摄

早春生态园拾句!外二首"

!

薛顺民

休闲寻去处!

郊外沐朝阳"

堤岸疏竹短!

平湖线柳长"

莓香弥沃野!

游客醉毡房"

举望三川绿!

思怀赋雅章"

春晨雨中漫步

晨起寻芳沙颍滨!

轻烟漠漠雨纷纷"

堤边翠柳舞幽岸!

滩外行人唱早春"

兴起推声寻雅韵!

归来沽酒会佳宾"

难得假日花前叙!

留待诗朋慢慢斟"

春山拾韵

满山苍翠郁葱葱!

举目春光入画屏"

碧水红楼摇幻影!

丹台旭日沐清风"

流霞浓雾绕绝壁!

紫气浮岚佑古城"

深涧谁人抚管乐!

引来雀鸟互争鸣"

贺华耀城!外一首"

!

刘彦昌

一座华耀城!

豫东明珠升"

平地楼厦起!

筑巢引凰凤"

万商云潮聚!

物贸八方通"

喜看周口市!

满眼皆繁荣"

周口农业大品牌,节选-

分田到户联产制!

打破集体大锅饭"

调动农民积极性!

农村改革有贡献"

形势发展情况变!

开创新路是必然"

商水农民刘天华!

专心种地点子鲜"

创办农业合作社!

土地托管和流转"

农社基地加农户!

闲散土地连成片"

集约管理六统一!

降低成本劳力减"

农机农技相结合!

科学种田优高产"

农民入社发工资!

外出打工也分钱"

农社农户双共赢!

三农稳定国泰安"

座谈汇报中南海!

总理听了笑开颜"

!熟练"的颠覆 !陌生"的探险
!!!读阿慧中篇小说"俺和平#有感

于 华

读阿慧的'俺和平(!跟着那个名叫

+花朵儿%的小姑娘迤逦而行!不觉走进

一个让人目不暇接. 心潮难平的陌生之

城#

当 +风把身后老枣树密集的树枝摇

起来!在一群女人的头顶潇洒地甩了甩!

撒下几把淡黄浅绿的碎花%时!一个年轻

女子风风火火地跑到李家门口大喊大

叫)+李和平/李和平/%于是!一出爱情奇

剧就此拉开序幕00

您也许会想!不就是女追男呗!有啥

稀奇* 别急!细看便知)李和平乃李庄李

家的+标志性%美男!又高又白#可这位主

动找上门的名叫绿梅的女子却又黑又矮

+像个枣核%#这样的女追男!您以往见识

过吗*

单是丑女就足以让读者惊疑迷茫的

了!何况接下来还有+奶奶%代表李家全

家心愿说的一句响当当的话)+不在教门

的不娶!长得丑的不要/%对号入座!绿梅

不但+长得丑%!而且还是+不在教门%的

汉族女# 至此!就不仅仅是+山重水复疑

无路%而是+绝无路%了/我不能不为作者

阿慧捏一把汗111写丑女追美男已经很

难很难了!再加上这+教门%和家庭两大

难关!分明就是险而又险了/

想不到!跟着+花朵儿%姑娘一路前

行! 刚走到小说中段就大吃一惊111和

平与绿梅+成亲%了/谁也没有逼迫谁!男

女双方乐意!双方家庭满意#如此突然峰

回路转!您说奇也不奇*

细看方知 !绿梅的 +女追男 %!靠的

不仅仅是她真心加决心的大胆+痴追%!

还靠她以热心和耐心发动的温暖 +围

追%111她通过她父亲找手套厂的副厂

长,她父亲的学生-!把加工手套的活儿

拉到李庄!说是让全村妇女+挣俩活泛钱

儿%!其实是为了+更加顺理成章地进入

他,李和平-的村庄.他的家.他的生活%#

这样!天长日久!在+看她教村人缝手套

的认真劲儿!对父母的真心劲儿!做家务

时的实诚劲儿!看他时的痴情劲儿%这一

连串的四个+劲儿%的+围追%下!李和平

终于+感动%了#

绿梅如愿与和平+成亲%了!继而又

生了+胖小子%#倘若小说到此结局!这出

颇为奇特的爱情剧也可谓皆大欢喜# 但

作者阿慧不!她还要小导游+花朵儿%姑

娘领着读者继续往前走#

工厂!炼油炉爆炸!李和平被烈焰吞

没#医院!血水淋漓的李和平昏迷在病床

上!绿梅追着医生喊)+割俺的皮00%

家里! 出院后的和平从水盆里看见

自己无眉.无发.无耳.无鼻尖!只有+一

对黑眼珠.两个黑鼻孔.一个下嘴唇.一

口大白牙%的可怖的+怪物%形象#

院里!绿梅陪和平晒太阳#她伏在他

耳边!还像他没变成+怪物%以前那样轻

轻地唤)+俺和平00%

院里!+怪物%样的和平正在剥玉米#

绿梅气呼呼跑过来拽起和平往屋里拉!

说)+再生个孩子让人看看! 俺和平是不

是个大丑鬼/ %

绿梅又生了个漂亮的小女儿#

和平抱着病危的绿梅! 绿梅说)+俺

和平!俺要00死在你怀里# %

第十二天! 绿梅幸福地死在 +俺和

平%怀里00

读'俺和平(至此!我泪如泉涌.感慨

万千/什么是最纯最真的爱情*什么是最

赤最诚的爱情*绿梅的一句+割俺的皮%!

胜过多少高富帅和白富美千句万句的

+我爱你%* 面对当初英俊如玉而今奇丑

无比的他!绿梅那始终如一的一句+俺和

平%!胜过多少才子佳人千句万句的+海

誓山盟%*

'俺和平(是得过冰心散文奖的散文

名家阿慧第一次+越界%创作的小说# 初

露锋芒就如此新奇犀利! 真让人惊喜不

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