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春天里读书
!

高曙光

!!!!!!

今天是惊蛰!气温回升很快!春阳已是

暖融融的了!阳光亲吻着杨柳的枝条!春风

扬起地面的沙尘!旋起地上积攒的在冬天落

下的枯叶! 新校区的荷花湖水已经涨起来

了!校园东面的贾鲁河水淙淙流淌!麦苗已

经返青!追施过化肥的麦田绿意很浓了"

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的那个春天!那是一

个湿润的春天!那年的春天我在古城开封的

河南大学读书"

虽然已经是春天了!但这座古城依旧是

冬天那样的老态!天空是灰蒙蒙的!细密的

雨丝在风中抽动着! 空气中弥漫着土腥味

儿!街道上湿漉漉的"

这座故都确实有 #天街小雨润如酥$的

景象% 开封的街道狭窄!街上有撑着伞慢慢

走着的人" 商贩撑起了遮雨棚!街道两旁的

地摊前面有三三两两讨价还价的人!远处的

铁塔还在这样的灰色调的空间里静静矗立

着"

在阳光街的街口!一个戴花镜的老太婆

正收拾旧书!一只白毛狮子狗卧在一本旧杂

志上!这是一个旧书摊" 我信手拿起一本旧

杂志 ! 封面上印着醒目的仿宋字&&&'当

代$!这本书距今已经十四年% 翻开书!一股

陈旧纸张的气味扑鼻而来! 书页已经发黄!

只是目录上赫然印着作家的名字!不知是因

为这些名字的原因还是老太婆太殷勤地劝

告!我还是以高出这本书原价一半的价格从

那枯瘦干瘪的手中接过了这本旧书%

那只狮子狗挪了挪身子!一张清晰的女

孩的脸从狗的身下露出来%

雨依旧不停地洒落((

我像揣着一件古董一样回到了宿舍!上

铺是法律系的一位学生!看到我从怀里掏出

这本旧书笑了笑%我躺在床上翻阅这本旧杂

志%

!"#$

!那时自己刚上小学!所拥有的也只

是靠偷家里鸡蛋卖给学校门口摆摊的苦劳

老头所得的钱买来的小人书%

今天在书店里再也找不到那些很便宜

的书了%我收藏的小人书如今已一本也没有

了!大概是被邻家孩子拿去叠了四角或者被

老鼠咬文嚼字彻底粉碎了%

一阵笑声把我从沉思中拉了回来!那位

法律系的学生正坐在法律系自编的书本上%

我的这本旧杂志如同刚出土的文物!但在我

的眼里依然是新奇的%

旧书不一定就是旧知识!真正的文学是

永远新鲜的! 如同一代又一代人读 )红楼

梦*!只有认知的差别!没有新旧之分" 文学

是与社会共存的!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本书

中的一段话在我接连受到打击精神极度颓

唐时居然给了我理解和安慰!这也使我读懂

了这人生的要义"

'我是一把剑!一有残缺就要抛弃+我是

一块玉!一有瑕疵便应该自毁"因此!我时时

陷在绝望中$"

我又一次翻开那本旧杂志!找到了那段

话!便又一次在泪光中审视追求完美的主人

公那短促的一生"梦残缺了!但它终究是梦!

心爱的东西失去了就如宝剑残缺了总还是

宝剑!一块有瑕疵的玉毕竟还是玉"

我猛然醒悟了, 残缺与瑕疵是常有的!

完美和无瑕永远是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境

界罢了"

一本书!一本旧书!给了我冷静和清醒!

使我在思想上得到了涅?! 也犹如一坛酒!

只要品尝!总会得出美味来的"

我从教至今已有
%&

年了! 舞弄文字也

是
%&

年了!于今依然喜欢在春天里读书!嗅

着花香!和着鸟鸣!在蓝天白云下遐想!这就

是春天里的读书"

同事突然问桃花什么时候开-

我说!桃花是春天里的书!春阳就要把

它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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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顺名

一

寻梦三湘作壮游! 风骚独领觅清秋"

西边霞落天一色! 如画江山目尽收"

二

天南海北聚英贤! 江岸观潮谋巨篇"

百侣携游掀浪遏! 堪当梁栋效当年"

三

沧桑数载立江中! 笑傲群峰唱大风"

谁主沉浮堪旷放! 中华崛起建奇功"

四

江上风平云有影! 岸边波动水无沙"

千帆竞渡浪花起! 赶月追星船又发"

铁奶奶进城
!

王天瑞

!!!!!!

铁奶奶要进城了!铁奶奶明天就要进城

了!铁奶奶进的城不是县城.不是市城.不是

省城!而是首都北京城" 小村呼啦一下子就

沸腾了"

铁奶奶进城!亲戚们就乐!邻居们就笑!

亲戚邻居们乐着笑着就争先恐后向铁奶奶

家走去"

铁爷的小名叫'铁$" 他家人气不旺!上

下几代都是单传!他的辈分就高" 全村
=??

多户.

!???

多口人!除了两个白胡子老头叫

他叔!其他人有的叫他爷!有的叫他老爷!有

的叫他老老爷" 铁奶奶和铁爷结婚后!无论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也就顺其自然地叫她铁

奶奶了"

村里老年人都知道! 铁奶奶是个苦命

人"

铁奶奶
<

岁那年!娘就亡故了" 爹为她

娶了后娘!后娘为她生了弟弟妹妹" 她就在

刀尖上过光景 ! 一天到晚忙罢家里忙地

里&&&洗衣.做饭.喂猪.放羊.割草.拾柴.

剜野菜((炎炎夏天!她的小脚磨得血泡成

串"寒寒冬天!她的小手冻得血流不止"她和

铁爷结婚后!公婆待她像亲闺女!岂料好日

子不长!公婆因病相继去世!一双儿女意外

夭折"当她生下小强后!铁爷又撒手西去"铁

奶奶很坚强" 铁奶奶说!我就是难死苦死累

死!也要把小强拉扯大"村风和谐!邻居们热

情相帮!你送一碗米!她送一瓢面!大家有饭

吃!绝不叫铁奶奶饿着" 有一年!我回乡探

家!见到小强!心里酸酸的" 那时!我的工资

每月才
!??

多元! 就掏出兜里仅有的
<?

元

钱送给小强"铁奶奶不让小强接"我说!接住

吧!钱不多!解不了大急!供买个油盐吧" 小

强高中毕业那年!看到上大学一年需要万把

块钱!心想!我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还不把

娘真的难死苦死累死啊" 小强毅然放弃高

考!回到家!对娘说!娘!从今天起!我养活

你"小强背起行李奔向北京"小强更坚强!这

一去就是
!<

年"开始是在北京西城区卖菜!

卖着卖着就办起了蔬菜公司! 并任总经理!

又娶了妻.生了子.买了房!明天小强就开车

回来接他娘进北京城哩"

铁奶奶进城!铁奶奶就哭!铁奶奶哭得

大放悲声" 周围的人!有的哽咽!有的抽泣"

铁奶奶说!我离不开你们啊/大家都说!我们

也舍不得你走啊/不是吗-小村虽小家虽穷!

铁奶奶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汗水浇透

了土地!泪水洗濯过庄稼!乡邻乡亲们!处处

是温暖!真的要离开!实在难割难舍啊/ 突

然!宝他娘说!哭啥哭!铁奶奶是去享福哩!

应该笑啊!应该哈哈哈地大笑啊/顿了一下!

宝他娘又说!小宝要有强叔那能耐!我早就

搬家了!我给小宝写信说!小宝!你在广州快

些买套房!你有了房我就给你看孩子去" 宝

他娘真逗/ 很多人就抹着眼泪笑起来"

铁奶奶进城!几个老人就愁!愁得唉声

叹气"一个老人说!上大学的走了!当兵的走

了!做官的走了!打工的走了!他们在城镇里

站住脚后!带走了妻子儿女!带走了父母!很

多人肯定是不会再回来了" 又一个老人说!

近几年!全村搬走
<?

多家了!天南地北的!

咱这个姓将来续家谱就是个大难题"

我听着老人的议论!心想!在纵横千里

万里的祖国大地上!伴随时间的前进和条件

突变!有的村庄由热闹变冷清.由兴盛变萧

条.由辉煌变衰败甚至彻底消失!而城镇却

越来越壮大和繁华!这也许是时代发展的一

条规律"

哈哈哈((铁奶奶那里又溅起一阵笑

声" 宝他娘举着手机说!大家听听!俺小宝

说!他的房子买好了!正在装修!准备很快就

来接我哩/人们惊诧惊奇惊叹"铁奶奶说!我

往北!你往南!将来咱就见不上面了"宝他娘

说!咋见不上面哩!现在地球变小了!咱交换

一下电话号码!可以打电话!还可以上网!啥

时候都能见面!比在村里见面还方便哩/

哈哈哈((又是一阵阵笑声/

菁菁小草
!

刘亚军

!!!!!!

春临!乍暖还寒时!万物从睡梦中觉醒!

生命在不经意间萌动"光秃秃的枝丫和灰蒙

蒙的大地!等待春的使者去打扮和点缀" 生

灵得到阳光的普照.春雨的沐浴!开始孕育

发芽"

清晨!沙河岸!新柳如烟!水波荡漾!处

处氤氲着清新的泥土气息"漫步在松软如棉

的河岸! 忽见有米黄色的嫩芽破土而来!小

草伸展蜷缩的身体! 像一个初出巢的雏鸟!

鼓足了劲儿!破壳而出!似星星!似纽扣!似

松针!慢慢成长!缓缓舒展!给大地铺上了一

层绿毯" 缕缕草香沁人心脾!让疲惫的身心

得到彻底放松与疗养" 河边杨柳吐翠!鸟语

啁啾!偶见窈窕淑女款款从陌上走过!更增

添了几分诗情画意!这意境!应是绿肥红瘦"

草儿是自强不息的"草儿虽没有花的容

颜!树的高大!柳的妩媚!但她从不撒娇!也

不挑剔!自强不息地生长着" 她葳蕤于山之

脊!蓬勃在河之湄!遍及于田之野"因为她知

道生活对其没有太多的恩赐!更没有太多的

宠爱!她需要用自己的力量来生存!与命运

搏斗!与苦难抗衡!任凭将其踩踏!任凭风吹

雨打"她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她知道!

冬去春来!她一样会在这个明媚的春天欢唱

轻吟!因为她并不孤独!她的朋友遍及天涯

海角"

草儿是朴实无华的" 默默无闻的草儿!

将根深深扎进厚重的土壤里! 俯下身子!放

下架子!不事张扬!砥砺意志!为大地播种绿

色!为人们勾勒画卷!在她的衬托下!花儿才

出尽了风头!占尽了风流" 深接地气的草儿

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由此衍生了'草根文

化$.'草根经济$.'草根生活$"倚栏沉思!我

想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辛勤园丁!想到了

救死扶伤的白衣使者!想到了保家护国的钢

铁战士" 正是品质如草的他们!默默奉献着

自己的青春!推动着历史的巨轮滚滚前行"

草儿是不可或缺的"小草将自己的一生

奉献给大地!奉献给生灵" 草原上她让牛羊

吃得津津有味!纵情撒欢+沙漠里她让水土

有了依赖!不再流失+生活中她让人们回归

自然!吐故纳新+医疗中她让病人止痛活血!

药到病除"

小草!她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大地

的一往情深!她用三分的阳光!绽放出了七

分的灿烂" 人们或喜欢她 '离离原上草!一

岁一枯荣$ 的顽强+或喜欢她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的感恩+或喜欢她 '独怜幽草

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的淡定+或喜欢

她'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奥

妙" 小草受到人们如此喜欢和青睐!也算是

遇到了知音"

我敬佩自强不息的小草!更敬佩那品质

高洁的草根大众"

春天 我想种下
一棵小梨树!外一首"

!

王全安

!!!!!!

春天 我想种下一棵小梨树

我不是想吃她甜蜜的果

也不是想赏她洁白的花

早晨一觉醒来

打开门 我就走到庭院

围着她 转圈 跑步 站桩 练闭气功

直至汗流浃背

然后温和地看着她

唤她为亲爱的莉莉

与她交流

给她吟诵我梦中的诗歌

一阵东风吹来

我会告诉她

我感到无比惬意

晚上下班回来

我很累

我喜欢坐下来

坐在她身边

与她一起沉默

一起幸福地仰望无垠的星空

春天 我想种下一棵小梨树

陪着她一起成长

一起经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

一起经历风霜雪雨霹雳雷霆

一起坚持心中的梦想

快乐地活着

直到老成一截树桩

依然陪在她的身旁

春草的倾诉
从第一场秋风起

我就开始隐忍 退却

慢慢拢回生机

握紧在根

在黑暗的泥土深处

默默趴着

与蛇 青蛙 蚯蚓在一起

经历死亡般的冬天寂寞

只待春风又来

看我怎样抖擞精神

一一释放被压抑的激情

让翠绿一夜之间爬到上帝的额头

每一次崭新的开始都有着不一样的痛

楚历史

经历多少次轮回

我才觉悟到这般境界

#$$一边感恩泥土 阳光 河流

一边满怀微笑

不再埋怨世人

只见我的荣光

不见我的忧伤

散文

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