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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桐 花 开
清明时节袁 回乡的路上充满了
熟悉的乡音袁熟悉的气息袁一草一木
间充盈着浓浓的依恋遥 呜呜咽咽的
流水声袁 是那连绵不断的丘陵间沉
闷而伤心的音乐浴 桃花尧李花尧油菜
花尧梨花已然调零袁高大的落叶桉尧
葱翠的紫竹林尧 绿意喷洒的芭蕉树
环绕着的一座座小洋楼默默萧立遥
有两棵油桐树静静地生长在杂
木林立的小山坡上袁 粗壮的躯干上
枝繁叶茂袁 墨绿墨绿的桐叶在太阳
的照射下泛着光亮遥 高挂的油桐花
玉雕般的脸蛋上有着粉红的脉纹袁
像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袁 眼眸
明亮而清纯袁 没有一丁点的脂粉气
息遥 它们的花瓣大而厚实袁小喇叭状
的单层五瓣花儿或五朵一簇袁 或六
朵一簇点缀叶间袁非常讨人怜爱遥 这
幅略显单调却不孤单的画面袁 牵引
出扮靓童年的油桐花世界遥
油桐树是最常见尧 最好培植的
树种袁又称野五月雪冶袁它不择地势的

高与低袁不分土地的肥沃与贫瘠袁在
悬崖边袁在石缝中袁在山岗上袁在低
洼里袁一旦生根发芽就能茁壮成长袁
长成枝繁叶茂的绿色世界遥 它属于
重要的工业油料作物袁 生产出的桐
油是外贸紧俏商品袁 其果皮可制造
出活性炭或提取碳酸钾袁 是建国后
国家积极扶持和发展的重要产业遥
那时候袁流行野家种千棵桐袁子孙不
受穷冶的谚语袁足见种植油桐对于农
耕人家是多么的重要遥
记得小时候那漫山遍野的油桐
树袁 是大集体时期社员们共同栽种
的袁几乎占据了村里的大部分坡地袁
长得就跟村里的小伙子一样壮实尧
敦厚袁又像村姑一般的质朴尧清纯遥
在野清明断雪袁谷雨断霜冶的清明期
间袁倒春寒一结束袁油桐花就开始肆
意开放袁一望无涯袁尽显芳华遥 油桐
花像无数双眨巴着眼睛的小精灵袁
一簇簇尧一树树开得是洋洋洒洒尧轰
轰烈烈遥 淡淡的花香含蓄而悠远袁清

老石梯

心怡神遥 殷红的花萼尧洁白的花瓣和
金黄的花蕊袁 如一个个小喇叭任性
地呼唤着小伙伴们袁 不顾攀高的危
险爬上树干与之玩耍袁 这个时候若
被大人发现袁 会惹来一半是心疼孩
子尧一半是心疼桐花的责骂声遥
当蜂采蝶舞过后的花蕊捧出一
颗颗绿绿的幼果时袁 那一片片花瓣
白白的身躯袁恋恋不舍地脱离树干袁
在树与树之间袁 缤纷成五月飞雪的
画卷遥
为了能让油桐树高产袁 大人们
在田间播稻插秧的同时袁 也不忘抽
时间为油桐树除草剪果遥 孩子们贪
玩袁不顾烈阳高照袁依然会爬上树去
捉蝉袁在树下捡拾蝉蜕袁还会在树荫
下用葛藤缠绕在油桐树上做成秋千
玩耍袁玩饿了袁摘几片桐叶做成容器
去盛桑葚尧 樱桃吃遥 油桐叶很皮实
的袁 大人蒸馒头的时候就喜欢用它
代替白笼布袁 蒸出来的馒头有一股
子淡淡的清香味袁很好吃遥

桐果成熟后袁由绿变黄再变黑袁
大家采摘回家袁去壳后晒干果粒袁再
售到生产桐油的厂家袁酿制桐油袁供
给所需要的厂家和个人袁 用于制造
油漆尧油布等袁还可用于照明遥 叶重庆
草药曳记载院油桐花具有清热解毒尧
生肌的功能袁 与泡油糅合在一起可
治疗热毒疮尧天泡疮袁与桐油放在一
起炮制袁还可治疗烫烧伤遥 把烤热的
桐油放于掌心袁 揉搓在婴儿的肚脐
和背心袁可治疗婴儿感染的风寒尧拉
肚子等遥 冬春交汇季节袁油桐树叠生
出伞盖般的冻菌体袁可拌炒肉片袁鲜
嫩可口袁香气如蕈遥 枯死的桐油树干
长出呈椎形的乳白色桐油虫袁 富含
大量的蛋白质袁是低脂肪食物袁用茶
油煎炸至金黄袁酥脆爽口袁吃了养阴
益肝袁对治疗阴虚盗汗尧失眠等有一
定的作用遥

油桐树一身都是宝袁 在土地刚
分下户后袁仍是农耕人家的希望遥 只
有少部分肥沃的土地挖去了油桐树
用来种植粮食和蔬菜袁 仍有数以亩
计的油桐树迎风而立遥 采摘的时候袁
虽然较大集体的采摘场面相比袁不
再那么闹热袁 仍旧能使大人小孩们
快乐而欣喜遥
时过境迁袁 油桐树虽然已渐渐
淡出了人们视野袁 但那一群群清丽
的身影犹如情窦初开似的少女们袁
仍然驻扎在我的心城遥 瞅着眼前的
两棵油桐树袁 突然想起白居易 叶答
野桐花冶曳中的几句诗院
为君发清韵袁风来如叩琼遥
泠泠声满耳袁郑卫不足听遥
受君封植力袁不独吐芳馨遥
助君行春令袁开花应清明遥

芭蕉花
阴秦
有一天袁妻子说院野勇啊袁别人给
我讲了个治头晕的偏方遥 冶
我说院野啥子偏方钥 我少坐点班袁
锻炼锻炼就行了遥 冶
野很简单袁 就是用芭蕉花与冰糖
蒸猪心吃袁听说效果不错遥 冶看着妻子
关心的眼神袁我说袁那就试试看吧遥
上班的学校毗邻长江袁农户的房
前屋后袁田埂菜畦边袁长着一笼笼葱
绿的芭蕉树袁 几处连成一片片芭蕉
林袁粗大的主干高达三四米袁长长的
椭圆叶片恣意地向上向下舒展袁绿荫
如盖袁翠色欲滴袁可谓野扶疏似树袁质
则非木袁高舒垂荫冶遥 偶有一串青色的
芭蕉高挂枝头袁垂下紫色如心的芭蕉
花袁掩映于绿叶间袁煞是娇美遥
妻子找农户摘下几个芭蕉花袁掰
开紫红的苞叶袁 滚落出剔透的水珠袁
苞叶根处袁 长着一簇簇黄灿灿的花
根袁穗状的花蕾散出一袭清香袁越往
里掰袁蕉花变淡黄袁略带淡紫袁更细更
嫩遥 妻子取下一捧蕉花袁与切片的猪
心盛在碗里袁洒上冰糖袁放在蒸锅里
蒸近半小时便好袁端上桌来袁夹上一
筷子放进嘴里袁淡淡的涩袁淡淡的香袁
淡淡的甜袁猪心鲜嫩可口袁喝上几口
浓浓的汤汁袁味道鲜美遥
隔三差五地吃了两月袁发现头晕
的事大有好转袁 血压也没以前低了袁
妻子也顺便吃了些袁 她的脸红润起
来袁有若那芭蕉花心的淡红袁吃了半
年袁病好了遥 后来离开了学校袁调到了
县城机关工作袁 整天沉在办公室袁忙
着大量的公文材料袁熬个通宵也是家
常便饭遥 我又开始出现头晕袁血压下
降袁精神疲惫的症状袁于是又想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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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香
识书

阴钱 昀

翻开周鹏程新书叶旧年的雪曳袁唯美典雅的
词句尧精致巧妙的构思尧丰饶充沛的情感袁带领
我们走进一个诗意隽永的艺术世界遥
叶旧年的雪曳一书题材丰富袁编排见匠心袁
第一辑野山水行吟冶中袁28 篇诗文仿佛打开一
幅幅画卷袁画卷里既有北方草原的壮阔袁又有
南方山水的绮丽袁 这些画面感极强的场景袁用
优雅而抒情的语言袁让读者随着作者的笔触在
画中游览袁阅读的过程仿佛同游的过程袁有身
临其境之感袁那些打动作者的山水袁化成一句
句诗行袁 他把山水中最美的一面呈现出来袁作
者描写的景致静中有动袁清新空灵而又富有浪
漫的气息袁这样的风景既熟悉又陌生袁既真实
又虚幻袁如叶彭水的水曳一句院野一条峡谷袁装满
彭水的水的全部未知曰一排竹筏袁解开彭水的
水的所有密码遥 冶峡谷尧竹筏是熟悉的景物袁未
知尧密码两词又是虚实幻境相互交替袁作者把
山水诗化了袁从文字编排上是散文化的袁但语

家里人一阵欢喜遥
后来问了身边的医生朋友袁原来
芭蕉花蒸猪心袁钾镁锌等元素含量非
常高袁确系一剂宽心通脉尧平肝通经
的良方袁 也有提升免疫力的功效袁颇
受古人珍爱袁在江南的园林中袁达官
贵人的庭院里袁 皇家书苑的亭角边袁
都会种上一两株芭蕉树袁旁侧还植上
几株樱桃 袁到了 野红了 樱桃 袁绿 了芭
蕉冶的时节袁那风景一厢独好遥
闲暇时袁翻看唐诗宋词袁寄情芭
蕉袁咏其甚多遥 唐代翰林韩偓诗曰野深
院下帘人昼寝袁红蔷薇架碧芭蕉冶袁写
出花能解语的野无我之境冶遥 钱羽诗曰
野冷烛 无 烟绿 蜡干 袁 芳 心 犹 卷 怯 春
寒冶袁 写出芭蕉叶好似含情少女渐展
美好情愫的无边春色遥 白居易有诗
野隔窗知夜雨袁芭蕉先有声冶袁李商隐
有诗野芭蕉不展丁香结袁同向春风各
自愁冶遥 最是女词人李清照袁把芭蕉写
得如此唯美而惆怅袁野窗前谁种芭蕉
树钥 阴满中庭袁阴满中庭袁叶叶心心袁
舒卷有余情冶遥
但于我心里袁 没有那雨打芭蕉
野早也潇潇袁晚也潇潇冶的感伤袁有的
是对芭蕉花的无限眷恋袁看那蕉心饱
满着袁蕉叶舒展着袁蕉花绽放着袁舒卷
含情袁相依相恋袁丹心不改袁恰似爱的
温暖遥 看过王维的国画叶雪中芭蕉曳袁
大雪消融袁芭蕉如袖舒展袁寄喻生机
盎然的美好袁 我也画了一幅国画袁题
诗叶爱的芭蕉花曳院
窗外芭蕉碧如玉袁
窈窕绿影正当时曰
蕉花叶叶云舒卷袁
夜雨声声两相知遥

中袁那血脉相连的呼唤袁那隐而不露的伤痛袁抒
情方式是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袁 正如诗经所
言院野哀而不伤袁 怨而不怒冶袁 无论时光如何流
逝袁 与生命血脉相连的亲情永远是最难割舍
的袁在叶这片土地曳叶老家的老屋还要老多久曳等
文中袁往昔如昨袁历历在目袁作者把浓郁的思念
和深沉的悲痛全部浓缩在文字里袁读来令人动
容遥
第四辑野灯下漫笔冶袁这辑文中大多妙在意
境深蕴遥 在叶与一只蝶妖相遇曳中院野潺潺溪流袁
依依红花绿叶袁都被她袁卷进了高高的山梁袁湖
泊泛起微微波光冶袁潺潺尧依依尧高高尧微微几个
叠韵词的巧妙运用袁 具有抑扬顿挫的韵律袁让
诗句有了节奏变化之美尧民歌音乐之美遥 紧接
一句野我送她半壁江山袁一条河嫣然一笑冶袁凝
练精短的词句展现了意境深远之美袁不同的读
者有不同的暝想与感悟遥而叶听风曳叶一个游僧曳
等文又表现出飘逸清灵尧物我两忘袁清静禅心

十步一回袁二十步一转袁它高袁更有奇伟的高
峰袁锁进云层浴
好静的山野遥难怪那些显赫一时的达官要人袁
来于喧嚣之中袁选择了这么个幽静之地袁另建起他
们的生活秩序遥
这里静袁静得有些令人发冷遥
上山的生活之路袁唯有一个选择院登上峰顶遥
寻着他们的脚步拾梯往上袁跨在了峰顶袁莽莽
原野尽展画卷袁凭眼辽阔心扉顿开袁感受到一个新
起点正在开始噎噎
享受阳光的赐予遥在初春的天气袁我为寻找这
阳光登峰破雾袁看见了雾锁的蓝天袁我忘却了一个
冬天的寒冷袁找到了绿色里蕴藏的温暖遥

脚尖前是形销窳损的两口井袁 实在没有什么
特别之处袁正是这无特别之处的普通袁才可鉴当时
之心要要
要
一眼纵然通天袁也是普通的井浴
一眼虽然接地袁仍是帝王的井浴
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袁 但眼下的两口井袁如
眼如镜的良苦用意袁大约是让后人猜测袁磨出些
事理要要
要
一口凿在青石上袁不象饮水之井袁莫非那个落
魄的建文帝终也算明白了袁 这天这地之间的相通
关系钥
浩然苍天袁可鉴的教训已经不少袁每个朝代留
下的文物遗址袁偏又是一桩桩过失后的遗训袁两口
井袁对苍生万物袁以及后生究竟有何等可存的价值钥
我以为袁两口井中袁不只是盛下沧桑之水袁更
是一个对春天的赞美缩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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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桃花
阴蒲 苇
再见桃花时袁晨雾氤氲了我的发梢
我却固执地将手指头伸向繁茂的桃枝
桃花紧缩着身子袁羞涩了粉红的花蕾
桃花的美艳袁惊呆了我意想中的模样
生怕她一不留神就从我的手心悄悄滑落
我爱怜的眼神袁躲不过春天俏丽的生机
我用双手接住这天赐的良缘袁轻拥入怀
似乎稍有迟疑袁桃花就卸去了盛大的装束
鲜嫩的花瓣便会纷纷潜入春天明媚的帷帐
再见桃花袁就这样一直守住她的绽放
在阳光的露珠里袁舒展一些甜美的小情节
让所有的时光都驻足在芳香四溢的桃枝上

唯 美山 水 与 悠 远 乡 愁
言有诗歌所特有的美感遥
第二辑野人生散曲冶袁以刻画人物抒写情爱
为主遥作者把人生旅途上那些令他难忘的人放
进时光里去回溯袁去感知袁野多情自古伤离别冶袁
这份野情冶是亲情友情和爱情袁这个野别冶是生离
和死别袁 诗句渲染出依依不舍的寥落心境袁让
读者感觉到这份野情冶比山高比海深袁但在离别
的伤感中又给人淡远悠长的回味遥
第三辑野旧年的雪冶袁是乡愁情结最饱满的
一辑遥 他把一半的篇幅留给了家乡袁作者描写
故土的文字最为动情袁他寄深情于笔端袁一条
弯弯曲曲的青石板路袁 一道哗哗流走的溪水袁
一间摇摇欲坠的老屋袁 一口青苔斑驳的水井袁
这些乡土的物象是他情感表达的出口袁文字中
流露的是思念袁透露的是伤感遥 记忆深处的家
乡袁储存了太多关于悲喜的细节袁时间越久远袁
回忆越清晰袁对生于斯长于斯故乡的包容与直
面袁铭记与珍惜都流淌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文字

登建文峰顶

两口井

勇

偏方来遥
县城郊外袁沿江公路旁袁也常有
芭蕉树的婆娑翠影遥 阳光明媚的周
末袁 一家人驱车到郊外寻找芭蕉花袁
很容易就遇到几棵碧绿的芭蕉树袁我
们找来一把镰刀袁 绑在一根竹杆上袁
勾下一颗颗鲜紫的芭蕉花袁露水从蕉
叶上落下袁 像细雨一样打湿头发袁一
阵清凉舒畅遥
在芭蕉树下铺上胶席袁 搭起帐
篷袁吃着各式各样的零食袁给女儿讲
叶西游记曳袁孙悟空变成虫子钻进铁扇
公主的肚子袁逼她借来芭蕉扇扇灭大
火遥 讲大书法家怀素无钱买笔墨宣纸
时袁就用毛笔蘸水在院里的芭蕉叶上
苦练书法袁留下名作叶怀素芭蕉狂草
图曳遥 讲文学家郭沫若为了给妈妈治
病袁未经允许就翻窗去书馆摘取芭蕉
花袁却被重病的妈妈罚跪的故事噎噎
妻子摘下一片芭蕉叶袁陪着女儿玩锅
锅灶袁下跳跳棋袁看蚂蚁在蕉叶上拉
面包袁一起掰开芭蕉苞叶袁一芽芽摘
下黄嫩嫩的蕉花袁欢声笑语袁其乐融
融袁享受一下午的惬意时光遥
于是袁这芭蕉花蒸猪心成了一道
别样的家常菜袁女儿也喜欢吃袁年老
的父母也吃袁一段时间后袁家人的气
色都有了变化遥 妻子看我经常夜里还
在书房写东西袁 一杯一杯地喝茶袁想
了一个主意袁把采摘回来的芭蕉花放
在阳台晒干袁 装在茶盒里给我当茶
喝袁初喝这蕉花茶袁褐色的茶汤袁一口
涩味袁略带一丝淡淡地苦袁但时间一
长袁 却喜欢上那一股青涩的余香袁原
本上网迷糊的眼睛清亮了许多袁睡眠
也好了起来袁 头晕的情况愈来愈少袁

初春袁暖洋洋的太阳爬上了山梁袁在光的记
忆中袁推远了淡逝的年代袁窥探着深不可测的迷
雾遥 不知多少次了袁从此拾阶而上袁总感觉到心情
的沉重噎噎
为曾经的人还是为曾经的事袁 抑或是为今天
的人还是今天的事袁如此心思沉重钥
暗黄色的石梯袁一次次在过客鞋底下袁漫漫消
瘦了昔日的轮廓院建文帝走过袁孔氏家庭走过曰一
个个王朝走过袁一代代人民走过袁他们都在风雨里
谢世遥 唯独这石梯袁依然坚固于今日不灭的记忆遥
回首看袁当年付出血汗的工匠怎可知道袁经他
们肩扛手砌留下的袁 虽是一步步垒列起来的普通
石梯袁无意间袁却为时光搭建着一叠叠读不完的历
史和一梯梯登不尽的生命遥
阳光下袁这石梯给镀上了一层春天的黄金遥

回 望
的意境遥
在叶旧年的雪曳一书文字的修辞表现手法
上袁作者擅长采用提问反问疑问设问都多种形
式袁把读者带进一个深邃的空间场景袁比如叶秋
风问秋林曳一篇袁题目中带个野问冶字袁每段的段
落也是一问再问袁层层深化院野此刻袁你是沉睡
还是苏醒钥 冶野难道你们都是沉睡的巨龙钥 冶野这
些古老的姿势想要表达什么冶野你来自何方将
去向何处冶野海水还会回来吗冶野是否我们必须
回到远古冶袁这些穿越时空的发问袁引人注意袁
启发读者的思考和共鸣袁让读者由眼前的石林
想到宇宙的过去和未来袁思维更加辽远袁境界
更为开阔遥 诸如此类的问句出现在很多篇章
中袁作者运用得娴熟自如袁使文章语句避免了
平铺直叙袁如江河般波涛起伏袁气象万千遥
叶旧年的雪曳 一书展现了周鹏程在散文诗
创作上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袁是他文学艺术渐渐
成熟的一个稳健的脚印遥

阴 罗晓红
在时光中枯坐
只有我的名字是真实的
它替我占据着红色的想象
此刻袁没有一个字
一个符号在我笔尖旋转
这寒夜奔涌的袁是中国结一样的红
它和我的名字一起袁红成了狂热的火焰
红成了漫山的枫叶
有什么好难过的袁白色的冬天离不开胭脂
放下空的想象袁放下掌心的虚无
梦想的花瓣便张开了一点点
再多走几步袁梅花的香气便会落满指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