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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瑛

初到井冈山!心情起波澜"

往事浮眼前!忆昔毛委员"

秋收起义后!军心很涣散"

要想力量强!三湾须改编"

为提战斗力!一师变一团"

加强党领导!支部建在连"

入住八角楼!袁毛共肝胆"

井冈山斗争!光辉思想闪"

农村围城市!武装夺政权"

朱毛会在此!意志无比坚"

为解山上困!主力下赣南"

敌人怎知情# 攻上井冈山"

军民齐上阵!黄洋捷报传"

错杀袁王人!井冈遭沦陷"

小井卫生院!百十余伤员"

敌人凶暴残!官兵全遇难"

举手齐宣誓!烈士墓前瞻"

人人心里酸!热泪湿襟衫"

如今井冈山!旧貌换新颜"

大家齐欢喜!同有幸福感"

井冈山一别!何日再相见#

重返工作岗!责任扛在肩"

改革新时期!人人挑重担"

井冈山精神!代代永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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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耕宇

咏怀
隧道漫漫似通天!云海茫茫山连山"

五年相思梦又圆!今日重上井冈山"

五指山
云锁五指山增色!雾绕杜鹃花盛开"

众揽豪迈情万丈!独瞰江山画如海"

听雨
抱翠湖上极目望!杜鹃为我送芬芳"

忽听耳边炸雷响!落下雨丝润井冈"

清平乐!井冈山
晴空碧透!山高路途遥!井冈万

里披毓秀!千里风光独好" 沐浴血火

岁月!缅怀先烈事迹"承载红色精神!

共创中国梦想"

菩萨蛮!咏怀
雨中漫步井冈山!缅怀先烈志更

坚"石阶三千三!指能摸到天"听闻英

雄事!激昂心潮翻"精神励我辈!代代

永相传"

凤凰台上忆吹箫!咏怀
雨中漫步!云海茫茫!井冈之巅

舒畅"天下第一山!今日同往"英雄碑

前立壮志!中国梦"实现跨越!敢为敢

当"

忆秦娥!黄洋界
追往昔!激战正酣炮声烈!炮声

烈!钢枪紧握!赤旗猎猎"燎原星火昭

日月!井冈豪气永不歇!永不歇!富民

安邦!志坚如铁"

水调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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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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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七青干人!充电井冈山" 缅怀革命

先烈!陵园献花圈" 鉴赏主席诗词!聆听

红色故事!会师纪念馆" 重走挑粮路!小

井宣誓言"

思周口!沙颍汇!我三川" 贯彻崛起

方略!鮸力克时艰" 创建文明城市!实施

追赶跨越!上下战犹酣" 继承红军志!吾

辈当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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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

一柄木梳

檀木清香

从千年老山而来

沉淀着岁月风霜

从千里故人处来

留有玫瑰余香

清晨

我沾着一缕阳光

挽青丝细梳妆

看花绽放

听鸟鸣唱

每一缕阳光

在心池流淌

晚上

我沾一滴露水

步轻履扣纱窗

数满天星

吻一弯月

思绪与发飞扬

一柄梳子

檀木清香

握着这头

梳着那头

梳着思恋

梳着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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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雪静

开在尘外的玉兰花
世间之花!大多开得含蓄婉约!能称

得上豪放的!大概非玉兰莫属"

我们校园旗台西边有几株玉兰" 每年

早春!玉兰花都会如约前来!花苞如心!洋

洋洒洒!毫无遮拦!很多人都说她像一群

白衣仙子!皎洁美丽!执着孤傲!好似开在

尘外" 想想也是!她从绽放的那天起就保

持着向上的姿态!仰望苍穹!昼迎阳光!夜

伴星月!坚挺无畏!不但有绝世的容貌!而

且有绝世的姿态"

我常立于树下!仰望!痴想!觉得她就

是没有心机的傻丫头!开起花来!有股子

不顾一切的泼辣劲儿" 骨子里一共就蓄了

那么些热情!急急火火全拿出来了!竭力

伸展着花瓣!往更高处送!怕谁看不到似

的!心急火燎地开着!甚至等不及叶子出

来衬一衬"

谁这么开花儿呀!都敛着!藏在叶子

后面!犹抱琵琶半遮面!欲开还羞!吊足了

胃口才好!让人千回百转地找才好!蓦然

回首!她在灯火阑珊处才好!让人惊喜#惊

艳!才能一见倾心!有再见的热情" 而玉

兰!总少了这些小手段"

或许正因为她的简单和纯粹!一到春

天!我心里就会有一份惦念!想着玉兰该

打苞了吧!该开花了吧!好像我们是相识

了很久的朋友!直到看到她来了!花开了!

才会心安" 那一树繁花!总会让人想起青

春#爱情这些美好的字眼"

我喜欢她那清雅的气质!不与百花争

艳!不贪恋美好春光!当别的花次第开放

时!她便早早收拾起容颜!把清香和梦想

交给风去追! 把韵味交给树下的人去品"

开时! 那妖冶的妩媚和张扬呼啸而来!谢

时!那暗黄的花朵决然而去!那一种凛然

和悲壮!分明就是花中豪杰$

她硕大的花朵指向空中!让素简的校

园骤然清婉" 尤其是黄昏里!三三两两的

学生在花下悠闲地行走! 或者在雨后!在

深蓝色背景的映衬下! 宛如一幅水墨丹

青!忽然就生出岁月静好的感觉"

站在玉兰树下!我会无端想起席慕容

的%一棵开花的树&!并固执地认为写的就

是玉兰!还会有种错觉'我的前世定然是

一棵花树!是为了遇见一个人才守在他必

经的路旁!我怯怯地抬眼!期盼他能看到

我!哪怕只看一眼" 当他昂然走过!那失落

的心便如花瓣一样零落一地"

我不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没有玉兰

的那份决然! 也曾有过许多浮躁的光阴!

只是每次看到这一树绽放在春天里的白

玉兰!心就会充满感动和力量"

长满回忆的桂苑
八月的校园!花香四溢!扑进鼻孔的#

萦满身的#空气中无处不在的香是从学校

教学楼前边的桂苑飘来的"

一树一树的!金黄的#米粒大小的桂

花!密密麻麻地缀满枝头!在阳光下!满树

的花朵闪着金色的光芒!仿佛绿叶丛中点

缀着碎金!特别耀眼!特别美丽" 金黄的花

配上深深的绿!给人一种端庄素雅之美"

(叶密千重绿!花开万点黄)" 金黄色

的花瓣在绿叶的映衬下!宛如娇羞的小家

碧玉" 它没有牡丹的国色天香!也没有水

仙的清新淡雅!她的香不似梅的(暗香浮

动)!也不似莲的(清香四溢)!但它热烈#

芬芳!人在花下会醉!有满心的欢喜"

很多个夜晚!我和朋友晚饭后到桂苑

倒走锻炼" 新月初上!清辉满地!两个或长

或短的身影! 在月光和灯光下忽东忽西"

桂花树们很安静!叶子像被月光铺了一层

霜!连花瓣都被月光过滤成淡黄色" 附近

的教室里有埋头奋笔疾书的学生!也有咬

牙切齿大声背书的学生" 他们没有时间欣

赏桂苑夜景! 也没有人理会桂影里的谈

话"

我们常常是从谈论孩子开始!孩子的

学习#生活习惯#精神状态!中间插入一些

服装款式#流行色彩或者烹调新法!如果

一方有烦恼或心结! 另一方就苦口婆心!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直到委屈的人露出

笑容" 一个小时飞快过去!踏着月光回去

的时候!桂香侵衣!桂影婆娑!不觉心旷神

怡!脚步轻快"

夜很清凉!心里却充满了温暖#感动

与美好"

桂树初栽的时候! 我曾和学生约定!

等桂树开花!我们在此聚会留念*桂影婆

娑的时候!我跟学生说!桂树开花的晚上!

我们要在月下背诵桂花诗" 可惜!种种原

因!这些愿望并未实现!如今他们虽天各

一方!却时常问我桂花的情况" 这些桂花!

已然种在学生的心里!成了他们绵绵的牵

念"

岁月无声!桂花无语!年年在那沁人

心脾的花香里流连沉醉!只是!有些桂花

成了故事!有些成了感觉!也有些成了年

华"

魂牵梦绕天使街
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 无论走到哪

里! 最怀念的一个是
899

米的深层水!一

个就是天使街"

天使街其实是校园的中心大道!因为

冷不防会有鸟粪从天而降!学生们便戏称

(天屎街)! 我却自作主张地称它 (天使

街)"

中心大道两侧是美丽的法国梧桐!有

些年头了" 春天!树上的幼芽像梦一样渐

渐舒展!让人产生无穷联想*夏天!白色粗

壮的树干配上繁茂油绿的枝叶!在阳光的

照射下发出淡淡的绿光! 使她们更显高

贵*秋天!漫天飞舞的梧桐叶在瑟瑟的秋

风里旋转着落下!蝶一样翻飞*冬天!她站

在冰冷的寒风里像一名无畏的勇士"

有几棵梧桐高大挺拔!高擎着翡翠般

的碧绿巨伞!气宇轩昂!站立在礼堂门前

两侧!像学识渊博的夫子!迎接着前来求

知的学子" 硕大的叶子随着微风摇摆!发

出清泉小溪般的瑟瑟声! 给人宁静和安

然"

在我心里!梧桐树是很美丽的树" 她

的枝叶茂盛!树干笔直!而且还有一颗宽

容的心"

树是鸟的天堂! 有了这郁郁葱葱的

树!才有叽叽喳喳的鸟!它们或合唱!或独

唱!把树干当成舞台!把树叶当成观众!尽

情表演!不知疲倦"

我不知道这些梧桐树里!究竟隐藏了

多少种#多少只鸟!但它们的叫声总是那

样准时!那样错落有致!那样兴高采烈#无

忧无虑"

每天早晨! 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过

后!楼前楼后!各种各样的鸟儿呼朋引伴!

叫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很准时!犹

如清晨军号吹响士兵晨练!准时得使人习

以为常" 暮色降临的时候!麻雀们又像听

到哨声一样!先在头顶盘旋!再齐聚树上!

叽叽喳喳地叫起来!如千指弹弦!铮铮琮

琮!嘈杂乱耳" 久居于此!我深切地感受

到! 校园的清晨是被清脆的鸟声唤醒的!

夜晚是在鸟的呼唤声里降临的"

鸟儿精明灵巧!略通人性" 树下有人

走过时!它们便商量好似的!集体停止歌

唱!偶尔有调皮的鸟儿!故意在同伴都停

下来的时候拖声长腔才停下" 它们很少不

分时间地大小便! 树下行人少的时候!它

们才集体放心地排泄!这时树下便如雨点

降落般一阵噼里啪啦! 遇到不守规矩的!

放肆拉在行人身上! 也不会有人因此恼

怒!旁边的人会开心地说!今天你中奖了!

中奖的人便看看树!摇摇头走开"

(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过去!殷

实之家常在院子里栽种梧桐树!作为祥瑞

的象征"

校园里栽种的梧桐树!我想!意义会

更深远吧"

井冈山咏怀一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