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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白杨、杏树 ......有多少树木
枯荣在世间，而在我的心目中，是樱桃
树最先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我小的时候是在姥姥家长大
的。儿时的记忆里，在靠窗前的院落
中有一棵老樱桃树，它有很多枝干，
成伞状。大概有一人多高。每年的
四月份，当它从冬眠中醒来，被春风
吹绿了枝叶、吹红了花蕾的时候，仿
佛青春又回头了。弥望满树盛开的
繁花，像雪、像云又像霞。芬芳的花
朵引来了满院嗡嗡叫的蜜蜂和翩飞
的蝴蝶。

几场风雨过后，花瓣飘落，枝头便
开始孕育果实。个头不大，由青泛红，
一两个月的时间便成熟了。一树樱桃
带雨红，鲜艳欲滴，像红玛瑙一样。摘
下来尝一口，又酸又甜，沁人心脾。这

时我最惬意的事情就是放学以后和小
伙伴们一边吃着樱桃，一边在树下玩
捉迷藏、弹溜溜等游戏，度过着无忧无
虑的童年时光。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气闷热，掉
起了雨点。我有些口渴，来到树下，望
着树梢上那几嘟噜晶莹剔透的樱桃，
想摘下却够不着。这时已经退休又要
去打更的姥爷正巧路过这里，见此情
景，二话没说，飞快的登上煤池边的围
墙砖，吃力地为我摘下一大棒樱桃后
便匆匆离去。雨越下越大，风雨里姥
爷的背影亦愈来愈高大。回到屋里
后，姥姥又叫我快吃饭。看着眼前热
乎乎的饭菜和又红又大的樱桃，又看
看姥姥那布满血丝的双眼，我知道这
是她昨晚为了给被服厂赶活锁扣眼儿
又是彻夜未眠，心里五味杂陈，怎么也

吃不下去，只任由泪珠大滴地滑落桌
前。直到姥姥亲手把一颗最大的樱桃
放到我嘴里，我才回过神来。望着姥
姥那皱纹舒展的笑脸，我初步体味到
了生活的艰辛与甘甜。

多年以后，我才理解香港歌星陈
美玲那首歌的含义“花儿树儿是一家，
我们就好像是树上花，树儿树儿充满
了爱，慢慢地滋养着我长大。”我们这
一家不就像这颗樱桃树一样吗？我虽
远离父母，却不乏关爱；日子过得虽清
贫，却充满了温馨。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时光如梭，岁月如流。如今这颗

樱桃树和慈爱的姥姥姥爷已故去几十
年了，但我依然永远怀念他们那婆娑
的身姿和音容笑貌，永远怀念那樱桃
红艳的时节……

是在流浪的途中
还是在未曾醒来的梦里
当潮水还在远方喘息
隔着山川、森林和滩泽

我的心呵
早已随着涨浮跌宕

是搁浅了
无处泊靠呢

还是失却了主人的牵系
月亮升起的夜晚
遥望飘荡的白云

你就忘记了身边的荒凉
梦想着扬帆

风儿殷勤执着地召唤
潮汐不离不弃如约而至

每一次都摇旗呐喊
每一次都声嘶力竭

但不系的舟啊
还在怨念着曾经的帆

心里心外 梦里梦外
曾经的你现在的我
现在的你曾经的我

纵然鲜衣怒马地生活
即使伤痕累累地躺平
都是遥如前生的记忆

不要怀想 却只能怀想
老死的荣光 苦难中的高贵

一如每个夜晚的月光
看似温柔的抚慰

却也是无情的覆埋

○李晓

○甘武进

春 联

马江诗语

○林宇

雨 夜 乐 声

○林荫侬

月光下的独白

《有福之州》中国画 蔡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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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逸的
在雨网的濛濛里冲刺
突破我醉酒的心路
于雨夜的宁静里
只有蓝色的波光

在心灵闪烁
白色精魂从暮色中遁隐

水与石阶撞击出冰凉四溢
情感

半掩的少女形象
烛光摇曳窗台

雨丝剪断隐约树影
那份思恋

一只倦鸟青青的
睡成波状

是谁打破天籁
如丝乐声侵入梦境

弥漫如幻世界
五指轻拂 起落跌宕
唇尖微抿 往事如丝

雨中的乐音温存多湿的梦意

○万德

记 事

注意到了银杏叶
开始落叶了

我胆小，怕踩到树叶
天完全黑下去之后

我们改走了另一扇门
进入店堂

原木打造的门，有点落漆
净手之后，大家开始用餐
与沉溺的天空一起用餐
彼此都不会感到惊讶

似乎有人开始想歇息了
他们原路返回

我喜欢胡思乱想
喜欢停留在原处

在等待与逝去的世界说话
等着充斥各种问题

或以酒壮胆，写几句歌词

○郑光华

酒·新茶 分咏

把盏消春尝嫩绿
举杯解乏买微醺

翠蕊生津香四座
老罈滤液历陈年

初泡芽尖馨访客
三巡窖底暖归人

○齐滨

樱 桃 树

临近年关，在城镇人流较大的步
行街上，数十米长的道路一侧挂满了
各式对联。扎马步、蘸墨汁、提起笔、
挥着字……一些民间书法家现场挥
毫，在众人的围观中，十分利索的手写
功夫，让一副春联从下笔到写好收起
只需约几分钟时间。在这样的地方，
在这样的氛围里，我的脚步常常会停
留下来，在墨香中感受浓浓的年味，感
受着传统文化的代代相承。

多年前，我曾“主动”写过春联。那
时，村里有位老先生，毛笔字写得非常
好，年底写春联时得提前预约才行。那
年，父亲请到老先生来我家写春联。父
亲裁好红纸，母亲递上烟和茶。老先生
侍弄好笔墨后，戴上老花镜开始了。他
的架式很酷，虽然写得很慢，但很认
真。写好后的春联摆在堂屋的地上，那
些苍劲有力的大字在红红的纸上散发

着活力、灵性与清香，在我心里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象。

读小学高年级时，老师教我们学
写毛笔字。每当我拿起毛笔，心里就
想起老先生写春联时的情景，想到他
那些苍劲有力的毛笔字，我抓住机会
在废旧报纸上、甚至自家的墙壁上认
真练习。那年过年前，我跟父亲说：

“过年的春联不用请老先生了，我自
己来写。”父亲听后很高兴，把大红纸
买回裁好，母亲也在旁边帮忙。时间
不长，我就写完了家里所需的春联。
虽然写废了几张红纸，字与老先生写
的相差很远，但父母特别高兴。

就这样，我开始年年为自家写春
联了。有时候，左邻右舍也请我写，我
受宠若惊从不拒绝，更是倍感珍惜。
我知道，春联不仅仅是能写会写，更应
懂得春联的要领和妙处。人们欣赏春

联不仅是书写者的书法，更重要的是
文采，能表达需要者的意愿。村民们
贴好春联后，可在茶余饭后细细品味，
慢慢领会其中的意思。于是，每当我
看到一副副根据村民家境、愿望从自
己手中写出的春联时，心情不由增添
了几分欣慰和充实。

如今，我长年在异地打拼已很少
写春联了。数次回乡下陪父母过年，
看到村里的对联很少有手写的了。大
家在街上买回一叠印刷而成的，纸质
好，字体好，又配图，还有金字，既便宜
又漂亮。手写的春联离我们越来越远
了，只是在城镇里的某个僻静的角落，
年底时才能看到几位上了年纪的书法
爱好者艰难地坚守着，偶尔可以看到
书法名家义写春联。如此现状，我只
能一声叹息和惋惜，更加怀念那“手写
对联”的璀璨时代。

○一只鹿

记 春 节
我察觉春节的气息，最先从“吃”

上开始。
凛冽的冬风里，奶奶在忙碌。从

腊八开始，每到一年的这个时节，奶奶
会选几种带颜色的豆子，放入水中洗
好，再挑出里面匀称、饱满的部分，与
糯米一起，放入锅中，熬煮至熟。每
年，喝上一碗香甜的腊八粥，如此对我
来说，方是春节正式拉开了序幕。

除开腊八粥外，临近大年初一，家
家户户总是要为春节置办一些吃食。
从街边的小卖部、装潢华丽的超市、流
动的摊贩中，陆续将甜蜜的糖果、沉甸
的香肠、蒸熟的包子圆子运回家中，也
运回一年饱足的盼望。在我家，年前
两三天，奶奶总自己做馅儿，送到街上
包子铺里一同包好，蒸熟了再拿回来
吃。家里做的馅儿，用料总实诚，肉与
菜都是最好的，火盆上烤，放锅里蒸，
都散发一股甜蜜的香气，勾得人久久
不忘。

一年总要闻到了这样的香气，才
能唤起年终的饱足，仿佛跋涉过千里，

终于可以停下来，好好地歇一歇。
吃食之外，到了年三十，要升对

联。春联，寓意着春日的祝福，即便是
年味儿淡漠的现在，奶奶也从不放
弃。说起来，那些对联的内容我早已
忘记，但有一年的对联，是我爹从市场
上买回了红纸，再从家里摸出不知何
年的金粉颜料，拿毛笔蘸了，再笔走龙
蛇一番，如此方成。而每年奶奶的门
前，也必定是有人踩凳、有人掌眼、有
人糊胶、有人围观。真到了手中糊满
红色、门上也“福”倒了的时刻，年味儿
便如家中留的晚灯，点亮了每一个人
脸上的笑容。

回想起来，幼时我过年，街上还不
禁烟，鞭炮啪啪作响，据说能驱散名唤

“年”的怪兽。但年年怪兽并未来，小时
放鞭炮，也就纯粹图一乐。鞭炮的声
音，于年尾年头的冰冷中，好像能释放
出一种敌意，因觉得被严寒欺负，是以
也要用鞭炮吓退它。于是春节里选的
鞭炮，不是花哨得涵盖了种种的颜色，
便是响声要震动天地，花花绿绿，轰轰

隆隆，催来了春天，吓跑了冬日。人的
一生，以大哭为开端，同样要惊天动地，
表明自己是“生”。而“生”的气息，也就
藏在这些鲜艳的颜色里，藏在轰隆的
声音里，藏在明媚的喜悦里。

特定的仪式，招来特定的气息。
将生的气息在一年开头唤醒，这是

“年”这个节日从古传承至今的意义。
大年初一之后，各家各户访亲问

友，驱散年关的寒冷。是说，大年初一
吃的饭为“团圆饭”，而团圆这件事，直
到正月十五吃完元宵，才算是真正完
成。元宵佳节，赏灯赏月。人有悲欢
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而正月十五的
月亮，正是完满的圆月，是以年味儿到
这一天，才算是正经告终了。团圆到
了极点，之后的日子，一日一日便只是
要分离了。

不过还好，年留下来的生机、气息
与情感，又会在下一个“年”节里浮
现。而这之间的日子，它也会伴着我
们，从春到夏，自秋入冬，经历生活的
轮回。

春节，时间的陈酿
一艘船，驶入一年之中时光河流

的港湾，在这里做短暂的停泊，尔后也
是启程的码头。

这个码头叫做春节。眺望古代中
国春节的源头，这个盛大的传统节日，
有着对天地的敬仰，对祖先的敬
仰。 春节里，缅怀一次祖先，漫漫时
光之中感谢赐予我们生命的先人，让
我们享受着人生的欢愉，经历着命运
的悲欣，呼吸着节日浓郁的气息。在
风吹稻浪里，有着祖先勤恳耕耘的身
影，在漫天风雪中，有着祖先们耀眼白
头的闪现。

有人说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
站。一个地方成为故乡，要经过多少
年的浸润？好比一个家，如果墙壁里
没有亲人的气息糅合进去，你很难对

一个家有肌肤相亲的感受。想起有一
年除夕我回老家，在山梁上看见山下
绵延着一条小火龙，那是从天南地北
风尘仆仆赶回来的乡人，高举着呼呼
燃烧的火把，照亮着回家的山路小
径。其实乡人们大多数已在城里买了
房，但春节回老家过年成为埋在骨血
里的基因。在春节里，把老屋瓦楞上
的杂草清除，鱼鳞一样耸动的瓦脊，那
是乡愁涌动的细小波浪，把屋后的沟
渠清理干净，让开春后清凌凌的雨水
哗啦啦流，那是大地的乳汁，把老屋门
前上了锈的锁再换上一把，让回家的
人一打开房门，老屋里的气味顿时贯
通五脏六腑，村口那棵 200多年的古
银杏树，乡人们给它披挂上迎春的红
绸，那些栽树先人的身影在枝叶里晃

动了……乡人们在春节所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因为故乡是诞生我们生命的
血地，故乡有着我们祖先的气息。回
到故乡过春节，其中有着对祖先的感
恩，对祖先的敬仰。

在春节里，让我们去走一走亲
戚。我老家有一句话说，亲戚是越走
越亲。特别是乡下那些与我们血缘上
盘根错节的老亲戚们，他们扎根深山，
在平时亲亲热热的往来中串起了日常
生活的藤藤蔓蔓，也让亲情乡情在日
子里炉火一样温暖地燃烧着。在山
里，我家有几门亲戚，这些年来，他们
担着山里的藕、土豆、红薯、大米、玉
米、西瓜、南瓜、茄子、大白菜、老腊肉、
核桃、豌豆粉送到城里我的家，沉沉的
担子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这些敦厚

朴实的亲戚们有时站在门口也不进
屋，那些山里的瓜果蔬菜上，顿时扑来
老家山水的气息，一个微缩了的故乡
由此定格在心房里。今年春节，我还
要陪母亲去走一走山里的几门老亲
戚，那些山间的春节习俗，古风漫漫中
抚慰着人心，也传递着时间的恒久力
量。父亲在世时，有一个亲戚来我家
时，他和父亲坐在一起常常陷入沉默，
有次，这个亲戚突然站起身一声叹息：

“哎呀，我们的孙辈们今后还这样常走
动么？”父亲拉住他的手，用幽蓝如老
井的眼眸怔怔地望着亲戚喃喃说道：

“我们要把这个好传统传下去，人活世
上，咋能没亲戚呐。”

春节里有一种香，陈年老酿一样
温养着年味。这种香，就是书香。城

里的忘年交杜先生，体态修长，面目清
矍。每到春节，杜先生就要去收拾他
的书房，书房里有的旧书，纸张已经返
黄，其间还有簌簌而落的尘灰。有一
年春节，杜先生在书房里摩挲着那些
书页对我缓缓地说，我们可以做老朋
友了吧。我点了点头。临走前，杜先
生抽出 2本书送给我，一本是明朝张
岱的《夜航船》，一本是 1978年出版的
《中国植物志》。我把这一壶友情的陈
酿带回了家。那个春节散发的醇厚之
香，我至今难以忘怀。

今年春节，平时买下的一些书，我
还没来得及阅读，我会打开它们慢阅
读。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风起云涌
的山水，打开潮起潮落时间的一种方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