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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腾

春天的花!夏天的树!秋天的落叶!

冬天的枯木! 这些我们普通的四季之景

在她的心里都是天堂" 把她捧在手上!迎

着风!如果她是花瓣!触碰到她的风一定

会改变方向!随着她的余香旋转!让她优

雅地落地!成就不知谁的美梦" 如果她是

蒲公英!触碰到她的风一定会加速!推着

她尽可能地飘向远方! 降落到不知谁的

耳边!讲着远方的故事" 如果#$

这%如果&并不是她"她也想优雅地

落地! 她也想有谁听一听她的故事!可

把她捧在手里!迎着风!它只会慢慢沙

化然后从指间逝去"她连四季之景都不

得见!又怎敢奢求" 她是地球上很多贫

瘠的土地!她真的不想贫瘠!她也想拥

有春夏秋冬的景色"

如果她不贫瘠!她的春天也该是五

彩斑斓的"知名的不知名的花儿都开始

绽放!嫩绿色的小草簇拥着花儿一起歌

唱!那边清澈的小溪映着白云的倒影欢

快前行!溪边有人折下柳枝!采下花草!

为自己的孩子'爱人'朋友编织春天的

花环!想和天上各式各样的风筝斗一斗

艳( 这可忙坏了鸟儿们!一会和风筝比

肩说说悄悄话!一会盘旋在花草上为她

们的歌唱增加伴奏) 多热闹的春天啊"

等到了夏天" 林阴树郁郁葱葱!睡

莲也染上了红妆!蝉儿齐声歌唱!看那

透蓝的天空中飘动的棉花糖变幻各种

形状" 树阴下!有只小蚂蚁被地上的粼

粼光斑耀得迷了路!走走停停!歪歪扭

扭地绕着光斑寻找回家的路" 炎炎夏

日!午后来场不大不小的雨!那简直就

像演唱会一样振奋人心*咕咕呱呱的各

种叫声!水面上鱼儿不停吐出的七彩泡

泡被低身飞过的蜻蜓不小心碰得炸开

来!小水珠使水面上涟漪不断!闷热的

夏天一下活泼了起来)

过不了太久! 就是桂花开始飘香!

菊花开始绽放!银杏叶开始变黄!枫树

叶开始变红的时候!这是秋天来了) 秋

天多漂亮啊!到处都是黄澄澄+金灿灿'

红彤彤的!成熟的果实和粮食不仅让农

民们喜笑颜开!也让那些准备过冬的小

动物们过了把嘴瘾"

丰收过后就是冬天了!大多数植物

都褪去了自己本来的颜色和外衣!没有

哪个时候比现在更统一了!所有的植物

都披上银妆!最特别的应属梅花!她的

白衣上有或红或粉或白的点缀!站在近

处!还有幽香洗刷你的嗅觉"

如果她不贫瘠!这些普通的四季之

景就是她孕育出来的她的天堂"她想留

住花草树木!可贫瘠的她并不能使它们

追逐阳光,她想留住一些经过她的流水

或者上天恩赐的雨水!可贫瘠的她总是

被冲得伤痕累累) 她每天都在祈祷!祈

祷她的兄弟姐妹不要变成她现在的样

子! 祈祷人们能够善待她的兄弟姐妹)

她也想有春夏秋冬!哪怕只是一朵小花

的从生到死)

善待我们脚下的土地!你的一点点

努力都会让地球上少一点贫瘠!多一处

春夏秋冬)

沙颍文艺组版编辑!童晓霞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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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家乡的春天) 春天!田园风

光!诗意盎然) 蓝天白云下那满是绿色

海浪一样的麦苗!在春风轻抚下!一浪

越过一浪!一波高过一波,那大片大片

金黄色油菜花!在阳光照耀下!吸引着

忙碌采蜜的蝴蝶! 犹如画家墨笔画出

的绝美图画, 那弯曲小道边不知名的

红花绿草! 散发出刚被露珠沐浴过的

迷人清新) 那被果树丛林怀抱着红砖

绿瓦的村庄!是那么宁静'祥和) 看!大

娘院子里的鸡欢快地跑出院子! 在胡

同里悠闲自在地觅食, 二婶的孩子正

用袖口抹着鼻涕蹲在门口跟一只小狗

玩耍) 儿时的我正在院子里用画笔粗

线条地画着春天 !春天里有树 !有家 !

有鸡!有鸭!有做饭的母亲 !有去麦田

里施肥的父亲) 最美的风景莫过于当

街那一群爷爷奶奶们! 他们在暖阳下

闲侃!荤素搭配!怡然自得) 他们下棋!

用树枝与坷垃子当棋子! 用大地当棋

盘!在上面画上楚河汉界!过五关斩六

将!拼得你死我活,那通往集镇的平坦

土路上!三三两两赶集的青年男女!说

着最通俗的情话!哼着最朴素的情歌!

这一切!连村庄都喜得眉开眼笑)

乡愁是家乡的夏天) 夏天!鸟语蝉

鸣!树木葱茏!骄阳似火) 田地里一望

无际的金黄被绿色点缀! 原来那是刚

丰收了金黄麦子的麦茬儿与秋种子发

出的幼芽) 田地里有锄草的父亲!嘴里

吧嗒着劣质香烟!头上顶着草帽!那被

烈日晒得黑红的脸!斟满了细密汗珠)

父亲双手抓着锄头木把炳 ! 侧身 !弯

腰!前腿蹬!后腿弓!嚓!一下!嚓!两下!

再笑着扶锄把柄站直身子! 用肩上搭

的那条被汗水浸湿的毛巾!抹一把脸!

再换个姿势锄草) 那被风传来的校园

琅琅读书声!夹杂着蝉鸣的歌喉-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 真让人听得心欢腾*

乡愁是家乡的秋天) 秋天!风轻云

淡!五谷丰登!色彩斑斓) 那金色的大

豆在秋阳照耀下!熠熠生辉,喜于收获

的母亲! 把带豆角的豆秧儿平摊在打

麦场!与父亲一起用石磙碾!用木棍捶!

放在扫干净的马路一边!一边晒!一边

让行人踩,那黑色的绿豆角!个个像黑

色的精灵!铺天盖地,白色的是母亲收

获的芝麻!籽儿特小!母亲往往教育我

们-做人呀!要学芝麻!别看小!就是有

用,红色的是家门前那棵石榴树!个个

红灯笼一样高高挂起! 为小院增添了

浓浓喜庆气氛) 那红玛瑙一样的红枣!

在秋阳照耀下!也闪闪发光) 母亲最喜

欢枣! 看到枣马上想到早生贵子之类

的吉言) 看!就连我们院墙上都晒满了

玉米棒子! 小鸟们急得在树上叽叽喳

喳!看着母亲的眼色行事)

乡愁是家乡的冬天) 冬天的村庄!

没有树叶的枯树丫! 在排排红砖绿瓦

的房屋衬托下! 变成了文人笔下绝美

的乡村水墨画) 水墨画里!有飘零的雪

花!有摇曳树枝的寒风!有戴着棉帽'穿

着红碎花厚棉衣的我!伸着双手!尖叫

着!接那一落进小手里就融化的雪花)

屋子里传来母亲拖长音的喊叫声 -乖

儿...回来!外面冷) 母亲一边用哈气

暖手!一边还不忘纳鞋底!绣鞋垫!缝新

棉衣) 是啊!母亲这个时候往往忙碌着

一家人的新年新衣! 盼望着新年一家

人都穿上新衣)

现在!虽然生活在离家乡不远的周

口!可回家的次数很少!只在逢年过节

回家看看) 那曾熟悉的乡亲面孔如今

已烙上岁月的痕迹! 但问候的话语仍

是那么亲切+温暖) 家乡的土路变成了

清一色的水泥路! 家乡的红砖绿瓦被

排排的两层小洋楼取代! 家家没有了

男女青年!只有年迈的老人+可爱的孩

子) 而只有我的家!还是那古老的红砖

绿瓦! 被林立的小洋楼淹没在阴影里!

满院子的葱绿翠竹已高过我们的瓦

房!也像要与男女青年一样!出去闯世

界似的) 父亲常模仿古人说-宁可食无

肉!不可居无竹) 于是母亲便像照顾我

们七兄妹似的照顾竹)

思念母亲时!与老父亲一起回家乡

看望已故母亲! 我知道母亲早笑得一

脸灿烂出来迎接我们) 这让我想起季

羡林老先生的话- 世界上无论什么名

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

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 即使母亲一字

不识) 所以!回家!享受与母亲在一起

的那一幸福时刻!即使母亲痴呆* 即使

母亲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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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阳春三月!沙颍岸边+川汇生

态园那片片桃林破蕾吐艳!粉红一片!

芳菲烂漫!流光溢彩!其色分外媚人)

%满树如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

尤其位于西华黄桥颍河畔那一望无垠

的桃林花海!遮天盖地!凝霞敷锦!风

前笑舞!点染得沙颍春光无限明媚)花

盛期间!身临其境!顿感春光浴面!心

旷神怡哉)

桃花!是蔷薇科的落叶小乔木!分

果桃和观赏桃花)观赏桃花有绛桃+碧

桃+撒金碧桃和寿星桃等)食用有大白

桃+水蜜桃+黄金桃+银杏桃+黑将军+

毛桃和蟠桃等等) 这些果香四溢的桃

果或白里透红或红黄辉映!其色泽+形

状+味道奇异香甜!各有千秋) 早熟的

五月鲜能赶上端午节! 晚熟的时逢凉

秋上市) 俗语讲-%桃三李四杏五年) &

桃树一般三年就会开花结果)唐/白居

易的0种桃歌1云-%食桃种其核!一年

核生芽!二年长枝叶!三年桃有花) &相

传宋代诗人石曼卿在海州为官期间!

目睹当地荒山秃岭!花木稀少!便命人

用泥浆裹着桃核!埋在荒岭野沟内!结

果数年以后!便满山桃花似锦!秀丽如

画) 此君可谓我国植树绿化的第一名

%公务员&)

我国古代著述中! 桃花常被颂述

为种种美好的象征) 0尚书1曰-%武王

克商!放中于桃林之野) &这一和平图

景!颇具象征谐和之意) 0梦书1说-%桃

为守御!辟不祥) &远古常用桃木+桃枝

辟鬼!近古亦有用桃符辟邪) 宋/王安

石0元日1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

新桃换旧符) &桃花象征着美丽!古今

民间早有%桃红粉面&之语)相传!唐太

宗与杨贵妃在皇宫御苑观赏千叶桃花

时! 唐明皇曾折下一枝插于杨贵妃头

上!笑曰-%此花尤能动娇态也) &另一

个美丽传说!唐代博陵崔护!清明时节

郊游口渴!去一农家讨水喝!恰遇一农

家美女!依桃而立) 崔护说明来意!村

姑十分热情地给了他一碗水) 崔护甚

是感动) 但因萍水相逢!未通衷曲!匆

匆离去! 常惦于心) 崔护来春旧地重

游!但见柴门紧闭!丽影无踪!只有一

树桃花依然迎春怒放)诗人感慨万千!

就此门楣留诗一首 -%去年今时此门

中! 人面桃花两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

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数日后!崔护再

次探访! 不料那姣美的村姑却因思念

他而亡)崔护悲悔至极!抚尸哭曰-%崔

护在此!崔护在此*&顿时泪如泉涌)正

当崔护哭得死去活来时!忽然间!一道

红光闪烁! 那株桃花瞬间化作美女飘

然而至) 从此!他们喜结伉俪!白头偕

老)后来文人以桃花为素材撰写的0人

面桃花10桃花扇10火里桃花1 诸多戏

剧历代久演不衰)

类似这样的吟唱和传说很多!可

见桃花早就为古今人们所喜爱了)

桃花在我国园林花卉中占有很高

的地位)人们将桃树视为五木之精!将

桃花作为美好事物的化身传颂) 古人

称赞美好的娇容为%艳芳桃李&!将理

想幸福的生活喻为%世外桃源&!太平

盛世称为%桃林&!0诗经1中称赞美丽

的婚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唐代

诗人刘禹锡描绘当时民间观赏桃花的

盛况时吟道-%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

不道看花回) &

历代文人墨客对桃花的评价颇

高!曾留下了盈千上万的诗文)五代前

蜀/韦庄词-%桃花春水渌! 水上鸳鸯

浴) &晋/陶渊明的0桃花源记1中说-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落荚缤纷) &唐代/王维诗-

%春来遍地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

白居易诗 -%忆昨五六岁 ! 灼灼为芳

华) &李白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汪伦送我情) &韩愈诗-%百叶双桃晚更

红!临窗映竹见玲珑) &张旭诗-%桃花

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宋代/

陆游诗-%花径二月桃花发! 霞照波心

锦裹山&) 辛弃疾诗-%啼鸟有时能劝

客!小桃无奈已撩人) &杨万里诗-%正

是春光最盛时!桃花枝映李花枝) &徐

俯诗-%双飞燕子几时回! 夹岸桃花蘸

水开) &苏东坡诗-%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唐寅诗-%国色自来

多命薄!桃红又见一年春) &秦观词-

%碧桃天上栽和露! 不是凡花数) &清

代/曹雪芹0红楼梦1诗-%桃花桃叶乱

纷纷!花绽新红叶凝碧) &当代毛泽东

诗-%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园里可耕

田) &

陶渊明在0桃花源记1中塑造了一

个宛然如画的世外桃源! 曾引起了不

少人的遐想和向往) 那只不过是陶公

幻想在乱世中有块避难苟安的乐土!

当然!只是空想的乌托邦而已)沧海桑

田!今非昔比!而今祖国已是一派锦绣

河山!放眼中州大地!沙颍三岸何处不

是%桃花园里好耕田&*

绝句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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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苗吐绿! 油菜花点燃金色的希

望)

爹早起听见村头柴草垛旁!哭声异常)

%啊!老天给我的孩子
+

& 他跛脚走

去!抱着小花被里的她!欣喜若狂)

日子一晃!她会爬柴草垛了!傻娘

憨笑!爹鼓掌)

爹说-%我挣钱!你照顾姑娘)&娘点

头-%嗯) &幸福!像花一样)

爹收破烂!一瘸一拐的背影往返大

街小巷)回家的路!他异常欢畅!空钱袋

丰满想望!三轮车上多了奶粉+玩具+小

衣裳$$

那天! 一对夫妇在柴草垛找到他

们!拿一沓钱给爹娘)傻娘哭天喊地!爹

揉搓着手说-%让孩子决定吧* &白发迎

着夕阳闪亮)

她说-%我不走!你们就是亲爹娘)&

记忆的河流!流淌着温馨的时光)

她成为省城的医生!回乡接爹娘)

村口的柴草垛旁!一座新坟!她喊

着爹!泪断肝肠)

6789:;

常全欣

听到楚永田老师去世的消息!是在

春节过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 春节前

后! 病魔缠身的永田老师身体每况愈

下!一直入院治疗!本想着会慢慢康复!

但是却没能与即将到来的这个春天相

逢)我们这些曾经怕过+爱过+想念过永

田老师的学生和晚辈们!不由自主地回

忆起了和他在一起的旧时光)

楚永田老师是上世纪
,$

年代的

师范毕业生! 是当时学校里为数不多

的公办老师! 深受师生和村里人的尊

敬和羡慕) 他学识渊博!都说他%天文

地理都懂&!写出的字骨力遒劲!有魏

碑体的味道) 我和楚永田老师认识比

我的同学要早) 我的父亲和永田老师

是同事!从我读小学的时候开始!他们

一直负责在假期里看管校园) 在一个

个假期里! 我经常听永田老师讲一些

稀奇古怪的故事! 说一些幽默滑稽的

笑话!什么%蛙子叨鱼&+%大禹治水&+

%吕洞宾倒骑驴&等段子!都听他讲过!

有些细节至今还记得) 这位老师很有

学问!这是永田老师给我的最初印象)

后来我上初中了! 永田老师成了

我一年级班主任老师) 他擅长教代数

和历史课) 讲起代数!他从来不带教科

书!不带教案本!拿着一根荆条做成的

教鞭!两三支粉笔装在衣兜里!经常掏

来掏去!衣角上常常留下粉笔的痕迹)

神奇的是!他讲起课!和课本上一模一

样) 尽管如此! 他还是非常认真地备

课) 每本教案! 他都是一笔一画地去

写!写错了!用纸条贴上!不忘附上%谨

慎&二字) 备历史教案时!他还手绘各

种地图!用红笔+蓝笔清晰地标注上地

名+事件!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要事!都

通过他那一幅幅不太标准的示意图!

清晰地勾勒了出来)

永田老师在课堂上有一个标志性

的神情) 他那超高度数的老花镜!依附

在眼睛和鼻梁中间! 用一个油腻腻的

绳子系着) 看书的时候!他眼睛往下!

书上的字迅速放大!老花镜派上用场!

瞅学生的时候!眼睛往上!准能逮往一

两个调皮捣蛋的! 这一上一下的视线

交换! 成为我们留在记忆深处的表情

印象) 永田老师%处置&调皮学生的招

数很管用!把学生叫到身边!先温柔地

抚摸着学生的头发!趁其不注意!迅速

用手掂起鬓角上的一小撮头发! 再调

皮的学生!也会老老实实)

永田老师的敬业精神! 我们难以

忘怀) 他有一个全校师生公认的 %毛

病&-不按时下课) 下课铃响了许久!他

还在那里讲着+说着!眼看着下一节课

的老师已在门外等候! 他才突然意识

到!便不好意思地说-%要办事的!快去

吧)&

#$

年代初期!还没有实行双休日!

周六下午提前两个小时放学) 永田老

师便瞅住这个机会!利用担任班主任的

%职务之便&! 把历史课调到最后一节)

每到周末!他谈古论今!纵述天下!一堂

课经常会上一两个小时!原本可以提前

放学的周六!竟然比平时放学还晚) 但

我们都喜欢听!并因此增长了不少见识)

永田老师生活简朴) 他爱抽烟!衣

服上总会有大大小小的烟窟窿) 他不

太讲究衣着!在春秋天!外套总是比里

面的衣服小上一圈!且每件层次分明!

颇有规律) 现在!同学们搞笑地说!永

田老师%小衣外穿&% 窟窿衣服 &的穿

衣个性! 引领了
-$

年后的穿衣潮流)

永田老师有一辆老式自行车! 原来骑

着很顺手!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上车

子不太方便! 他找到修理自行车的师

傅!把自行车原本横着的前杠!用电焊

切割下!硬是改装成了斜式的)

永田老师虽是公办教师!但始终没

有丢掉农民的秉性)他为自己取的字叫

%立农&!大概是取%立志做农民&之意)

他在办公室前!开垦出一块菜园!种着

各种时令蔬菜!无偿供给学校的食堂!

学生们也可以随意品尝) 他家后面是

一条小河!屋后正好是个河湾子!他看

好这一优势!闲暇的时候!他一锹一锹

地从河沟里往上端土! 硬是将屋后的

河坡加宽了五六米!种上了几排杨树)

听说现在的杨树!已经是第五茬了)

我参加工作之后! 关于永田老师

的消息! 只能从和父亲的聊天中得知

一些) 退休后!他和爱人住在一处小院

里!每天看看书+写写字!有时候还为

村里写一些宣传标语! 为街坊邻居家

的红白喜事写一些东西) 再后来!他患

上了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好在有国家

的保障+家人的照顾!晚年的生活算得

上幸福) 每年春节!我会在拜年的行程

里专门去拜访他!每次回到老家!也时

常去看看他! 我喜欢和他回忆曾经的

学校时光!喜欢和他谈论书法艺术!喜

欢和他评说历史上的风云人物) 每当

这时!他爬满皱纹的脸上!总会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在永田老师离开我们的第一个春

天! 我和他的学生们在微信群里聊起

他!大家都说!一眨眼!一二十年过去

了!我们长大了!老师却老了) 愿远方

的永田老师!一切安好$$

!"#$%

朱萸

-$.,

年
/

月
"

至
#

日! 在周口市委

党校组织下!参加春季乡镇班的
0-

名学

员到新县大别山干部学院进行党性增强

教育) 在大别山!我们被编入红
..

军
0-

师!穿红军服!走红军路!体验红军的生

活!参观红四方面军总部+二野指挥部+

王大湾会议旧址和红田遗址! 拜谒鄂豫

皖苏区烈士陵园和许世友+ 郑维山将军

墓!听老红军后代讲述先辈长征故事!心

潮澎湃!夜不能寐!赋诗八首以记之)

大别山
南北风光别异同!群山横亘傲苍穹"

兵家自古常争地!廿八年间唯最红#

穿红军服
西装久着已平常!大腹便便满面光"

同码军衣穿不进!可能难罩臭皮囊#

映山红
漏型骨朵五星般!四月开红大别山"

百万英雄魂魄在!何须啼血杜鹃还#

红田
信念无穷比铁坚!英雄三百染红田"

半分稻亩埋薪种!结队而来为再传#

许世友将军墓
少年习武背家乡!七古将军上战场"

平日尽忠为党国!惟余死后孝亲娘#

郑维山将军墓
奇袭金城只等闲!将军许郑隔重山"

授衔自请降星级!冬子魂归在旧关#

罗明榜
红军西出战楼兰!喋血祁连真可叹"

罗老孤身向东去!长征再次到延安#

红军小道
羊肠小道在山崖!处处危险一路埋"

吾党从来能吃苦!红旗才插北京街#

&'

2外二首3

徐桂荣

那是春天的喇叭

顺着时光的方向

一起从高空!往下吹

吹出紫色的雾!紫色的烟

紫色的!一大串一大串

嘹亮的声音

呜呜!咽咽# 呜呜咽咽

盛到极处就是败落

免不了生出些许伤悲

一场愈来愈浩大的合奏里

春天缓缓转过身去

留下一抹背影!由浅紫到淡青

蒲公英就要上路了

四月了# 蒲公英已经完全准备好

再来一阵合适的风

她就可以上路了

此时!我恰恰经过

只是我衣衫单薄!步履安静

带起的风!太微弱

如果愿意!我可以俯下身子

像儿时那样鼓起嘴唇

吹口气!送她一程

但我真的不愿意了# 活了这么久

已经明白$一切都是自然的好

停留抑或离开!太刻意都是伤害

春天就要转过身去

当花朵敲门的声音不再

春天就要转过身去

率领她的桃花梨花迎春花

一路北上!去收复失地

留下满目的葱翠

簇拥着小小的胎果

给这陡然升温的中原大地

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

被春天填满

又被春天掏空的世界!一下子

安静得像一钵粘滞的蜜

但楸树还是一树一树地粉了

女贞!举着一树一树的白

只是此时!无论粉还是白

都是安静的色泽

夏天就这样来了

夏天!是一个热闹累了的孩子

被春天哄睡之后

一直睡着!梦着

任布谷%青蛙%麻雀们

怎么叫!也叫不醒

!!!!!!

荡舟&云端'!宛如仙境#

宋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