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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军 作

刘 成 题

泰顺，这个名字一起出来就老了。老

归老，却不是暮气。世面见过，沧桑阅过，

繁华看过，然后淡定、安稳、从容。泰顺是

个安静地方，不是“晚年惟好静”的静，而是

天高皇帝远，爱谁谁，岁月静好的那种静。

泰顺，明朝景泰年间设县制，五百多年

的历史，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县内群山环

绕。山里面有没有神仙？不晓得；倒是有

泉，水是灵透物，泉就是水中仙了。泰顺的

泉不是一般的泉，是氡泉，据说含有40多种

微量元素，对种种病有奇效，很神。氡泉俗

称火热溪，四时热如汤，冬日尤烈。这种温

泉倘若就在山林间，再有几个杨贵妃，冰肌

玉骨，奶糖似的浸融在雾沼沼的水池子里，

真也是神仙思凡，情趣盎然了，但这种图景

既使不涉风化，也是过于风月了，还是留在

影视剧里惊鸿一现、旅游广告里招蜂引蝶

比较妥当。度假村泡温泉，是将温泉分散

至酒店的每个房间，水龙头一扭，哗啦哗啦

流之不竭，热络倒也是热络的，但“汤”味难

免寡淡，内涵也不宜深究了。

泡温泉的酒店，以楼房为单位分做N个

区，楼房之间随着山势，以回廊接引。山坡

上枝叶披拂，群草时深时浅，回廊如黑蟒，盘

踞半山，起承转合，笼络着画蛇添足般的十

几栋楼。或许是八九栋，没有细数。在房间

里，听得见林间鸟声啁啾，风声缜密、树叶喧

哗，关关节节都松散开来，倒真是休闲。

回廊仿廊桥而建，泰顺以廊桥著名，在

泰顺，未见小姐，先见梅香，梅香已经如此

风姿，小姐的绝色让想象力奇痒。第二天

巴巴地跑去瞻仰，再次发现了想象跟现实

的差距，廊桥，并非一座接一座，首尾相接，

连续成廊，绵延成风景，演绎成传奇。廊桥

更像个阁楼，木瓦皆黑，第一眼看觉得老

旧、粗笨，待轻浮的情绪过去，定睛再看，檐

角飞扬，一翘生百态，年深日久，阳光和风

雨交蚀，廊桥的老和旧，被岁月打磨出了包

浆和莹泽，生了底气，添了沉着，端庄稳重，

一派大家闺秀遗世独立的风姿，廊桥外表

高冷，腹脏里面却是百姓厅堂、日常情怀，

路人歇脚乘凉，乡亲家长里短，小贩兜售时

鲜果蔬，奇异果毛葺葺，茶叶蛋光溜溜，廊

桥边常有几棵老树，香樟或乌桕，枝枝相覆

盖，叶叶相扶将。离开时，隔着很长的一段

距离回望，群山溪流，绿肥白瘦，其上一截

纤腰，寂寞，孤绝，又随遇而安。

这样的廊桥在泰顺有一百多座，永庆

桥雍容，南阳桥秀气，霞光桥道貌岸然，仙

居桥飘逸出尘，仙居桥上加盖飞檐画角，就

是北涧桥；红军桥上添一个游龙般的回廊，

就成了文兴桥，薜宅桥平民百姓，刘宅桥高

门深户，此桥彼桥，大乔小乔，美人千面，个

个清绝。

泰顺的老，不只廊桥。遗址旧迹，随处

可见。

仕水矴步，修建于清嘉庆年间，至今正

好200年历史。石头凿得方方正正的，嵌在

河水中间，交错的一根拉链似的，高低错

落，锁不成严丝合缝，也没想严丝合缝。石

头们交错成链齿，变成了两座桥，蜻蜓点水

似地过河，同方向的人携手而行，反方向的

人狭路相逢，水浅时走低，涨潮时就高。某

年某月某一天，山里的俏妹子在石桥上，

“路逢白面郎，醉簪花满头。”可不就心如鹿

撞？一时间满溪浪花都化云朵，可故事刚

发生就老了，类似的戏码儿不知道演过多

少出儿了。

泰顺一副闲笃样子，旧桥老路，现世安

稳。喝茶喝三杯香，叶似初花，汤如碧水；

饮酒饮红曲酒，酒香沸腾、绵延不绝；吃菜

当是白须笋，清脆入口，唇齿含香。泰顺还

有亦食亦药的灌木，名木大青，嫩叶可做茶

饮，消毒祛火，唤做“小青”。华栋最爱小

青，谈起小青时，仿佛那不是可入饮的树

叶，而是前世他的植物情人。他们的名字

勉强可凑成上下联，横批不妨就：泰顺。

在说了这么多之后，泰顺被形容成了

这样一个地方：慢、静、旧、闲。这当然不是

真的。泰顺环山，但海并不远，山那边就是

海，泰顺听不见潮声，却能感受到海潮的推

送，像打一场耐心持久的太极，一掌接一

掌，徐徐而来，闲庭信步似的，力量含糊在

闲里面，毫不含糊。海潮带来了倭寇，带来

战争，他们把倭寇一次次打走。如今，取代

倭寇的是时代的变迁，水泥钢筋芒刺般地

以发展的名义扎进来，突兀而暴烈，一排排

的楼房，在泰顺摆开了麻将牌，构就了新旧

时代的赌局。发展，像团火药末撮在泰顺，

咄咄逼人；慢、静、旧、闲，不集中，却漫漶于

在在处处，无所措手足，于是，凭命由天。

泰顺有一种竹子，叫雷竹。雷竹生雷

笋，雷笋的特别之处，是平时生长极慢，几

乎到了可以忽略的程度，但每逢打雷，竹笋

便会快速生长，当地人会在打雷之后挖笋，

雷笋不大，据说味极鲜美。

为什么鲜美？因为生于颤栗？

没见过雷笋，却为它心疼不已。

泰顺这样的地方
□金仁顺

在印象里，母亲似乎永远都是开开心心的，那份开心，真是

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怎么说呢？即便是小时候家里过得很是

紧巴，天天为吃饱饭而犯愁的时候，也没见过母亲的脸上有多

少愁容。

其实，人这一生，又哪能总是开心呢？

这次五一回家，闲聊中，母亲说，前两天，山东来电话，说小涛

这个月的20日结婚。小涛是我舅的儿子，也是母亲唯一的侄

子。在乡下重男轻女的习俗中，舅舅在母亲家的地位是显而易见

的。而小涛在母亲这个家族中的地位，就和舅舅一样，甚至远远

超过舅舅。母亲话中的意思，是侄子的这个婚礼，她无论如何也

得去参加的，而且舅舅在电话中也一再叮嘱，让母亲一定回去。

“唉……”母亲这时长长地叹了口气，极不开心地说，就怕

回去了家里的鸡没人喂了，还有，爸爸从来都衣来伸手、饭来张

嘴惯了，回去了，谁给爸爸做饭？还有，这年龄大了，万一在回

去的路上有个什么事，那可怎么整？还有……

当时，我对母亲说，没有了，我陪你回去好了。爸爸也适时

地插上一嘴，说，“鸡，我喂。”顿时，母亲眼睛一亮，欣喜地说，

“真的？”一副好开心的神采。但紧接着，开心就不见了，低头看

着自己穿的暗红色上衣，相当不是心思地说，“我穿什么衣服回

去呢？那年回去时，你五姨就说了，二姐，你就这一件衣服啊？

怎么哪次回家都穿着它啊！”

母亲最后这句话，让我心里格噔一下，然后，定定地瞅着母

亲穿的这件上衣，是啊，似乎每次回家时，看见母亲穿的都是这

件衣服。刹那间，觉得自己这个儿子当的太不够格了。

好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懊悔中，决定下午拽着母亲去逛逛街。

“逛什么逛？家里也不缺什么。”母亲说。不过，说是这么说，到了下午，母亲还是

乖乖地跟着我到了商场，望着琳琅满目的各式时尚服装，母亲迈着轻盈的脚步，开心

地穿梭在其中，不时地停下来，摸摸衣角，看看款式，偶尔会说一句，谁家老太太前几

天就买了件什么什么样的衣服，那架式，哪像是76岁的人啊。当母亲在一件红黑相

间的衣服跟前停下脚步后，售货员热情地让母亲穿上试试。有些慌张的母亲连忙摆

手，说，不试不试。这时，我突然发现，母亲在拒绝了售货员的热情后，刚走了几步，就

又回过头，再次扫了一眼刚刚看过的衣服。于是，我连忙喊住母亲，说，“喜欢咱就试

试！”没想到母亲和我说的话，竟是：“我这么大岁数了，穿那么贵的衣服干啥！”

瞬间，我心中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似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母亲啊，母亲，

咱们现在日子过好了，不用再像从前那样省吃俭用了，不就是一件衣服吗？再怎么贵，

又能贵到哪去？咱们现在想的不是怎么度日了，而是怎么去享受生活！但想归想，说

归说，又有什么理由来责怪这一辈子省吃俭用惯了的母亲啊？该责怪的，是自己平时

为什么就不能像现在这样主动陪母亲逛逛街买件衣服呢？

我连忙把售货员喊过来，让她把母亲刚刚看好的衣服

拿来，不容分说地让母亲穿上。母亲说，这件衣服的面料是

韩国的，款式也是最流行的，今年老太太都时兴穿这种衣

服。说话间，母亲已经把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然后，瞅瞅袖

子，再看看衣襟，表情别提有多开心了。身边的售货员说，

“老太太，这衣服就像是给您定制的一样。”

这时，已经把新衣穿在身上的母亲有些迟疑地问我，

“好看吗？”

我说，“好看。”

随后，我让售货员开票，交完钱后，见母亲正要脱刚刚

试过的衣服，赶紧说，“别脱，咱就这么穿着回家！”

“好咧！”母亲开心地答应着。

回家的路上，母亲没有想象得那么开心，而是喋喋不休

地说，过日子不能这么乱花钱，有钱得省着花，一件衣服钱

够两个月的生活费了……当有人从母亲身边走过不经意地

看了她一眼后，母亲说，“儿子，他们是不是心里在说，瞧这

老太太，什么衣服都敢穿！”说这话时，母亲不由自主地开心

笑起来，说，“这回去山东，你五姨可不会再说我，怎么哪次

回家都穿着它了……”

看着母亲如此开心，当儿子的，可真是羞愧不已，觉得

活了大半辈子，对母亲的亏欠实在是太多了，同时，也悟出

了一个道理：

只要有心，那么让母亲开心，真的就很简单。

让
母
亲
开
心

□

迟
建
边

庭院里的杏花一夜间呼啦啦地开了。而

我只是觉得寂寞。

站在某个瞬间回望，总是觉得曾经轻薄了

许多本应重厚相待的岁月。而在惆怅不已的

瞬间，这个瞬间就又倏忽而过，让你蓦然慌张

与无措。

昨晚的月色还在枝头留着淡淡浅痕，阳光

已经慢慢踱过来了。四月的北国有淡绿浅粉，

临窗远望，春日洁净的天空下，有着被湖水洗

濯过一般的空旷。那些云朵都去哪儿了？那

些蝴蝶都去哪儿了？那些一日比一日消瘦的

时光，都去哪儿了？这一刻有点安静，有点惆

怅。

“莫轻薄了岁月吧。”我对我说。

你看，细碎光线里有大片春意，在微风里

脚步踉跄，花朵的暗香也是微醺了的。时光的

轮廓变得清朗，我在春天细微而澄澈的宁静

里，我多想亦如这春天一样，细微而澄澈。

还有许多话尚未说出来，似这欲语还休的

春。期待着一树丁香的繁茂与明亮，在光线里

低声交谈。谁知道即将到来的时光会长成什

么样子，便也无须去想。让自己的呼吸和时光

一样缓慢，倒一杯热水看窗外草长莺飞，也许

倏忽间，岁月就这样逝去了，也未可知。

有多久了？没这样捧一杯清澈的水，清清

澈澈地想一些事情。

忽然就落起雨来了。那些雨中撑起的伞，

是一小朵一小朵春天的花朵，只有安静的心，

才能感受到细细的淡香。

雨后再看窗外。有数瓣落花，伶仃飘落。

就想，这世间最知道来去的也许却是花朵，一

场雨过后，便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得一派浩荡。

好似也不过就是一场雨过后，一片片白白红红

的落殇，鲜艳，而凌厉，刺得人眼睛发热。仿佛

一切都停下来，只有花，不知忧伤地落着。

那天在回家路上听一首曲子，莫名觉得凄

清与感伤。音符里明亮与苍茫，清澈与空灵，

糅合在一处，婉转在一起，只涤荡得茫茫尘世

一派空濛。有关流逝，有关离别，有关伤痛，错

落的音符一颗颗落在地面上，有清脆回响。像

是脚步趔趄的我，在命运的强大气势下，一步

步退让。

是的。花儿总会开了。花儿总会落了。

时光令我无措，我只用花朵计算它。于是让自

己也变成春天的花儿一朵，在时光里慢慢流

逝。

这样想着，这样写着，选了一幅莲花的图

画，就有淡香，浅浅地，浮上来。这一刻，我只

是一个安静着的文字女子，心底有素淡风花，

婉约雪月。在心底种下禅意，就可以从容地走

向时光深处的唯美花园。我相信是这样的。

时光多么静，就有多么美。

这样想着，这样写着，窗外正是盛春，雨色

与流光倾泻交织，樱桃树的绿叶间，有醒目的

白色花朵，时光仿若凝滞。而我知道，我已身

陷芬芳的文字之中，病入膏肓。但那又怎样

呢？我并不需要拿药来医，或者就如黛玉一

样，在月光下于水面上写一些淡淡诗行，一转

眼，便已是一生。

那亦是值得的。

一笺素光阴
□唐继东

清明过后，小区里树木泛青，草坪稀稀疏

疏地绿了起来。休息日人们不再窝在家里，三

三两两地走出来，在小区里活动，探寻春的迹

象。

突然有人惊呼，看，井盖！

井盖有什么好看的？人们不由得皱起眉

头。

小孩子用力扯着大人的手奔过去，而后陆

陆续续地聚了一些人。

井盖处竟然是一幅彩画，依托井盖的形

状，呈现出卡通片里那个“喜羊羊”的头像。粉

红色的皮肤，乳白色头发和衣服，喜羊羊伸展

着双手，似乎要拥抱你，憨态可掬。

很快人们就发现，这绝不是个例。一个又

一个的井盖都变成了卡通图案，有顽皮的猴

子，展翅的飞鸟，灿烂的向阳花，还有蜘蛛侠的

面具，美国队长的盾牌……画工精致，色彩鲜

艳，栩栩如生。

伴随着小区里散步的人们越来越多，天气

也越来越暖和了。人们热烈地谈论着这些图

案，啧啧赞叹着，谁都不忍心践踏。进到小区

送货的车辆，也都把车轮避开井盖。

可是，你知道么，这些井盖画是物业公司

的杰作。

他们满怀热情，图案是在网上、资料上精心

挑选的，在纸上反复临摹到成熟。作画前，先清

洁井盖及其周围，个别损坏的，要更换。作画

时，一丝不苟，不敢疏忽。画成，还要把不小心

滴落的颜料清理干净。

人们没有目睹作画的过程，似乎一夜的春

风吹来的漂亮的明信片，散落在小区各处。就

是要给你突然的惊喜。

在城市生活区，总是存在着物业公司和居

民的矛盾。双方有时还会爆发冲突，诸如居民

因故拒交物业费用，保安与业主发生厮打等

等。如此下去，只会越来越僵化关系，形成恶

性循环。

作为物业公司，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心态来

化解矛盾，拉近距离，以求彼此间的理解，这体

现了物业管理者的责任感和智慧。

你看，把井盖画成图案，貌似简单的一件事，

但实在是令人惊叹，意义非凡，值得称道。在这

春风徐来的日子里，为生活小区平添了几许温馨

几许活泼，让居民们感受到了物业服务者的良苦

用心，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体贴和关爱。

你能无动于衷么？

小区春天
□赵 欣

春 感

燕子呢喃，
交相畅述，
几番煦煦和风。
百草萌芽，
坡丘野甸青青。
鹅黄嫩绿长杨叶，
柳丝垂、帘幕娉婷。
美芳林、梨白如霜，
杏粉桃红。

寻诗最是薰风径，
步层阶曲榭，
水秀花明。
眺览波光，
悠然五过桥亭。
苏杭不再天涯梦，
比名园、俊美多情。
试遨游、春晓湖堤，
柳岸闻莺。

夏 日

依傍城边，
池连湿地，
柳林阴下风凉。
更是亭前，
花光忽闪荷塘。
承珠翠盖接天碧，
慢悠悠、叶底鱼翔。
溽烦消、气爽神清，
游兴徜徉。

迢遥水路船何去？
见迤逦岛远，
苇密齐樯。
荡冷波心，
菖蒲散放幽香。
穿桥过洞禽鸣处，
暂停棹、但待斜阳。
莫惊骚、浮卧天鹅，
嬉戏鸳鸯。

秋 韵

才过三伏，
风微气爽，
淡云无迹天高。
苇白枫红，
金黄片片蓬蒿。
老荷独有篷房立，
伴睡莲、妩媚妖娆。
五花林、落叶纷纷，
水面飘摇。

狂潮乐起流清韵，
遍坡堤港岸，
奏响松涛。
寒蛩浅唱，
应和殿阁鸣饶。
岛边宿鸟湖中雁，
唱九歌、笙管箫韶。
最强音、虫叫唧唧，
蛙鼓频敲。

冬 魂

林木披银，
苍天寥廓，
望中桥影横空。
覆雪长堤，
重经五柳连亭。
秋光旖旎今何处？
剩干荷、兀立坚冰。
似闻言、既必春来，
何畏严冬?

翻飞忽刮烟泡雪，
彻寒园灌冷，
万物迷蒙。
晴日风歇，
琉璃世界堪惊。
塔楼洲岛着装素，
寄幽思、尽赏晶莹。
且豪游、神会湖魂，
心领深情。

长东北生态湿地公园
□徐志达

母亲的印记
在清晨的灶堂里
风箱奏响的音符
夹杂着餐味拨醒睡梦

母亲的印记
在村口的晚霞里
翘首我回家的小路
从春到夏从秋到冬

母亲的印记
在穿针引线的烛光里
一个毛巾对折成我入学的新书包
一件旧衣翻缝成我过大年的礼物

母亲的印记
在没完没了的絮叨里
每一天都有说不完的叮咛
每一刻都有叙不尽的牵挂

母亲的印记
在拥挤的人生路上
只要时常搜索
就有取不竭的精神食粮

印 记
□王树锋

怀中山水怀中山水怀中山水怀中山水

好境由人好境由人好境由人好境由人

格调人生格调人生格调人生格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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