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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树在春天一棵树在春天
打开大门打开大门

□杜思高

站那么直 有时候还眩晕恐高

树木的内心一定是陡峭颤抖的

它逼迫自己沿着想法攀爬

它知道低处的地位

要遭受牛羊的撕咬咀嚼杂草的欺压缠绕

这么多年啦

牛少羊稀

可它一直还在向上生长

人啊 刀砍斧凿 虫啮蚁噬

也是它一生的牛羊

握手风 摇晃着舒展腰身

在雨水到来的时候借机流下泪滴

骨头举着花朵

仿佛举着一生的自豪荣耀

把一段辉煌泼洒

肩上栖息鸟巢 落满霜

头上从不生白发

摇落后遍地都是黄金

有时候要列成一队

要聚成一群 守成一片

为了活命

一群素不相识远离地心的陌生人

用粗细不一的根

在地下黑暗里摸索着取暖拥抱

像多年不见老家明事理的旧亲

不管冬天多么漫长 一声不吭

把嫩芽的钥匙插进春天的锁孔

哗的一声打开紧紧关闭着的大门

春天赞歌春天赞歌
□吴浩雨

梅城公园

准备好了一部春天传奇的序言

花香，照亮睡醒的鸟语

梅花一朵朵，在枝头飞翔

在春天的幸福里

听一听此起彼伏盈耳的色彩

做一介使者，传递春光

大地与天空运筹帷幄

田野萌发着希望，农民一锹一锹

把春天夯实

如果想听到赞美的歌声

请打开包裹着春天的花蕾

没有坦途，所有的枝叶

都在为季节开山劈路

我相信春天，铜铸铁打

总会如期而至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和风雪一起

冰冻，沉淀，然后融化。而现在

只需打开那扇窗

呼吸光芒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

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苦有

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

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

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

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勿避崄

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

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孙思邈《大医精诚》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原本应该喧闹的

春节一下子冷清了下来。即便是红红的灯笼

挂满了大街小巷，也掩盖不住这彻骨的清冷。

街边香樟树稠密的枝叶在寒风中瑟瑟轻舞，似

乎在追忆昔日城市那急管繁弦的繁华，又似乎

在低声诉说着这一段坎坷的褶皱岁月。

湖北，黄冈，二月，一个微雨的下午，我正

参与街道防控疫情志愿者行动。放眼望去，

长长的街道显得格外清冷，两旁的店铺更是

门可罗雀。在蒙蒙的细雨中，我独自一人走

在长长的街道上，身影显得分外单薄。倏忽

间，一声“烧退了！”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循声望去，在临街一个温馨舒适的房间

里，一位年轻的妈妈抚摸着不足三岁的女儿

的额头，又看了看温度计，惊喜地对医生说。

“嗯，那就好。”医生笑着应了一声，便开始

收拾起药箱来，随后又交给她一盒药，嘱咐道，

“用温水调服，每日三次，三天后就应该没什么

大事了。”医生说完，背起药箱，转身便要离开。

看情况这位医生应该是街道联合医疗卫生机

构“家庭医生”中的一员。

“请等一下，还没付您诊费呢。”孩子的妈

妈连忙叫住他，又从床头柜里拿出一张钞票

放到他手里，由衷地感谢着，“真是太感谢您

了，您是一位真正悬壶济世的大夫。”

“举手之劳，过奖了。”那位医生又将钞票

放在桌子上，笑着说，“诊费就不用了，我们是志

愿服务。前面的街道处有定点治疗的地方，像

你家这种不方便去定点处当面问诊的情况，我

们都会上门问诊。只要药物不是特别贵，我们

都不会收费的。更何况当下疫情肆虐，治病救

急是我的分内工作，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再

见了。”说完便摆摆手，转身走出房门。

回家的路上，天仍然下着毛毛细雨，而我

却觉得整条街道都蒸腾着暖暖的春意，和着

雨中清幽的气息，在我的鼻尖跳跃，是那样令

人陶醉，令人遐想……

清浅的日子，风已吹绿如眉的远山。独

坐书房，饮一杯清茶，再次渴望去流浪。

想去看看别处的城市，或者别处的村

庄。体味人们各自不同的生活，聆听人们互

异的方言。

对未来，从不做过多设想。不再把得失

寄予眼前，不再用光阴谋取稻粱。丢开纠缠，

忘掉阴晴圆缺的变幻；摆脱桎梏，获得灵魂的

自由。

只想去作一棵树，一瓣花，一抹残霞。个

性的散漫自由，是一种解脱，一种途径，只是

将自己的内在充盈。

每当暖阳初照，心里就溢满温情，想对谁

说。夜色阑珊时，那份醉意，分外清晰。想去

喝茶、聊天、休憩，读书听音乐。

读书也是为了解忧。少年的青涩是眉间

的淡愁，远离家园，却不是离散的注脚。游离

的是自己心灵的求索，是上帝恩赐的一壶

清酒。

知心朋友，非必要知冷知暖，只是喜欢你

的喜欢，忧愁你的忧愁。共痴共笑共糊涂，共

举一杯酒，共赏一出剧。台上的是疯子，台下

的是傻子，演的疯了，看的傻了，所求仅只是

心灵的共鸣。

今天的结束，是明天的另一个开始。这

一纬度的死，是另一纬度的生，所以不惧怕

死，也不在乎怎么死。不贪恋生的温暖，死也

未必寒冷。将生命望成一池秋水，锁清秋于

眉间，自由就开始了。

喜欢诗词，喜欢纳兰与仓央嘉措。想去

的地方，要回的地方，都同样是生命的归宿，

虽然与他们素昧平生。花开的瞬间，雨落的

一刻，也是同样的情思，同样的颤动。

只是，内心深处的起落，失意时的高歌，

可否忘记了自己？你不问，我也不说。一切

都在时间里泯灭，在光阴里旖旎。蹁跹的身

影，淡淡的回眸，瞬间就已成灰。

于是，心里渴望一场雨。

一场空灵的雨，凝成思量，却又放下，结

成冰霜，必自消融。来的去的，没有邀请，也

不送客。如果是命数安排，我不抗拒。只不

过魂里梦里，有些泪光。就让风吹过肩膀，一

枚落叶，是归去的方向。

也许，不言不语方为人生。希望与期盼，

换眉间一抹清尘。细细想来，思虑仿佛是一

个古雅女子，不染青黛，不着胭脂，只在内心

埋一枝青莲，白色长裙上，绣一朵蓝色芙蓉。

欲问离去的身影会否孤单，漂泊的流云

会否凝雪。

不与太多人接触，独自清雅。翻开卷宗，

如翻开自己的内心。只愿保持孩童的天真，

不被俗世沾染。

横一支短笛，访山峦几许，清溪翠嶂，待

春风十里。一花一草，朗月繁星，谱一阙

传奇。

寻常巷陌，听花开的声响；踯躅海边，见

涨落的潮汐。数十岁生命，一日一日地度过，

快也由你，慢也由你。不曾迷失，不觉空寂，

凝视、聆听，浅笑、低语，喜悦如一个孩子。

阳台上的花开，灿如诗句，初春的弦月，

细如柳丝。推开窗子，迷蒙了眼眸，找不到

自己。

在清晨，在黄昏，在惊蛰后的鸟声里，枝

头绽放，都只为那一抹青霞。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诗歌的国度，从诗经

里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的盛唐气象，再到毛主席“数风

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革命情怀，诗歌可以说

是中华历史悠悠文明长河里不可或缺的文化

瑰宝。自南阳走出去的才女杜红升（笔名：虹

笙）一手写诗歌，一手写散文，二十年笔耕不

辍（出版有一本诗集和一本散文集）创作出了

很多优美的作品。她的诗歌极具个性体验，

对生活的审美和人生的无常都有着独特的表

达与探寻。

通 过 杜 红 升 女 士 诗 集《在 最 美 的 光 阴

里》，可以看出她是一位心中有爱，走笔如风，

善于用文字编织梦想花园的知性女子：“天光

锦绣/这从容的光阴用金色铺就/勒马于原野/
疾行的人此刻回眸/来路苍茫风拂袖/眼前江

河滔滔”（《十月》）。“蝴蝶会来/蜜蜂会来/金
龟子会来/童年的光影会来/外婆的呼唤也会

来/她青蓝色的衣襟上/沾着园子里的露珠/她
起 早 去 花 园 里 走 了 一 圈/采 回 了 早 餐 的 食

物”（《我若拥有一个花园》）。在驾驭文字，构

建自己诗歌城堡的能力中，可以窥见外表温

文尔雅的虹笙，内心世界的强大。当然，虹笙

的诗歌并不缺乏细腻的内容：“走在夜晚的经

六路/踩着法桐树浓密的影子/有你可以想/有
黎明会到来/这都使我微笑/使我感到生活的

柔软”（《走在夜晚的经六路》）。她的诗歌在

继承女性作品传统艺术形态的同时，也有着

很多后现代表达形式：“给我燃烧的炉火/给
我跳动的温存/给我可以裁剪的洁白/给我做

一袭春天的舞裙/给我酣梦的深夜/给我透亮

的清晨/给我永不枯竭的诗意/给我一望无际

的纯真”（《大寒》）。这些喷薄而出的才气，化

各种意象为诗歌服务。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大家之作，

其言情必沁人心脾，其写景必豁人耳目。”虹

笙的诗歌就有这种气象，她准确地描写出生

活和爱情的刻骨体验：“花开是对生命的承诺/
而爱才是魂与魄的圆满……任所有的风划过

花瓣/不发一言/直到你明亮地出现/带来光带

来电/带来惊悸的颤栗/让她瞬间将这尘世贪

恋”（《八月》）。尘世间的爱情，普通人的相恋，

也因此而得以升华，把内心的体验和宣泄推

到极致，使读者可以从阅读中轻易找到共鸣。

虹笙的诗歌对美好情感的着墨与感怀也

毫不吝啬：“如果时光是酒/我就是微雨杏花

三月天/斟一杯时光饮下/愿你/春风剪剪北归

燕/如果时光是锦缎/你就是波光粼粼的海面/
裁一方冰冷的温柔/我愿意是鸥鹭翱翔海天

间/自 和 你 遇 见/每 一 寸 光 阴 都 与 你 有 关 ”

（《我的每一寸光阴都与你有关》）。这是对人

类爱情形态最深沉的表达与寄托。虹笙女士

的诗歌也有对生命致暗时刻的描写：“关于泪

水/关于暗夜的无眠/以及心碎的声音/一路上

的孤单/那是一个人坚强的吞咽/是群山之巅

寂寞的呼喊/在生命漆黑的隧道里/我依然告

诉自己不熄灭梦的光焰”（《清单》）。欣慰的

是，最后她仍有“梦的光焰”来给读者传递希

望和力量。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在诗歌创

作上，虹笙女士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叙事逻辑

表达，这是她在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的创作

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沉淀的结果。我个人

比较喜欢她“人生拾贝”系列和 2019 年创作

的一些诗歌，前者用词遣句凝炼深刻，直抵心

灵，能带给读者沉浸式的阅读感；后者把视野

投向芸芸众生：“三里河东路一个流浪汉/破
烂的行李在脚边乱扔/他坐在长椅上睡着了/
煤黑的脸上荡漾着笑容……在梦里他是王

者/如同在诗里你自由如风/北京的天是他的

被子/整个城市是他的宫城”（《在北京》）。诗

歌的意义，不仅在于表达个人体验，还有对周

遭世界的理性观察，对同类的悲悯，对事物本

质的提粹。虹笙女士的这些作品已经达到了

这个标准。未来，如何在创作中，把目光投向

平凡的众生，探寻诗意背后隐藏的真相，在关

照现实的同时，利用创作经验，直面诗人普遍

存在的“我为什么写，我要写什么”的深层

追问。

无论是到省会工作还是居京城庙堂，虹笙

没有忘记生养自己的故乡。她用手中的笔勾

勒诗意，守望家乡：“没有哪里比诗里更缠绵了/
江南的烟雨一直下着/塞外的金戈铁马/牵系着

春闺梦里的思念/少小离去的故乡/在层层山影

外呼唤/小轩窗里皓腕如雪/玉人吹箫/等你在二

十四桥月明夜晚”（《诗和诗意，之于我》）。故土

是每个人信之如山、仰之弥高的精神原乡，是

创作者的精神摇篮，它永远不拒绝任何一个归

乡人，一次次的重返，因此来说，出走故乡不是

背叛，刻意回避和遗忘才是。

以上，就是我一个文学爱好者，对虹笙女

士诗歌创作的一孔之见，不会写诗的人来谈

论诗，动笔时才体会到自己的困顿。在此，向

所有认真和坚持写作的诗人们致敬。同时，

期待读书和写作的朋友们能重新审视“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的初衷，坚信来日犹可期的理想与信

念，为创作出更多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而

躬身入局。

夏五六月，石榴花开。一簇簇如刀的石

榴叶，泛着莹莹的绿光。绿叶上面，托着一朵

花。花是石榴花，一朵、两朵、三朵，从叶片下

钻出来，花红似火，分外鲜艳，红得招眼。这

时，有黄鹂鸟从远处飞来，在树的枝桠间，一

蹦一跳，从这一枝跳到那一枝，“唧唧啾啾—

唧啾啾啾”地叫着，把日子叫得热热闹闹，缤

纷多姿。

老家的院子里，也有一棵石榴树。初夏

时节，石榴树开满石榴花。花开一两朵，多的

至数朵，有的开在枝顶上，有的开在叶片的叶

腋中，花钟形，开口处有裂牙，花瓣单瓣或重

瓣，红色或粉红色。那时小，淘气，喜欢摘石

榴花，然后把花瓣一瓣一瓣揪下来，对着天空

扬手一撒，看着一只只红蝴蝶飘飘而飞，觉得

格外美。

有时候会在石榴树上看到鸟，一两只，三

五只，在树枝上跳，仰着头叫。刚开始觉得很

好听，听一阵就听厌烦了，捡一块土坷垃，朝

着鸣叫的鸟，“嗖”一声投过去，鸟一颤，扇一

下翅膀，惊叫着飞走，我们就看着飞走的

鸟笑。

一想到小时候的事，就想起来，石榴树上

的鸟，确实是黄鹂鸟。想起那鲜艳的黄羽毛，

想起眼睛那一圈黑毛，想起那黑白相间的翅

尖和尾巴，黄鹂鸟就在眼前晃动。

有很多年，没有看到黄鹂鸟。美丽的小

鸟，不知不觉，就从眼前消失。我想找回消失

的黄鹂鸟。每次去一个地方，我就会在林子

里寻找，南阳的山山水水，我去了不少，但一

直没看到黄鹂鸟。

去年春天去唐河石柱山，听到一声鸟鸣，

十分熟悉，循着鸟鸣，突然就看到了一身黄色

羽毛的小鸟，那身影，多么熟悉。很惊奇，能

在这山中与黄鹂鸟偶遇，就走近看，还未走几

步，那黄色的身影就冲天而去，瞬间淹没在林

子里。我站在那里，心里空落落的，说不清是

遗憾还是后悔。

夏天，我在单位的院子里散步，突然传来

一阵“唧唧啾啾”的鸣叫声。一种久违的声

音，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反复地撞击着我的

耳膜。那声音，如行云流水般婉转动听，是黄

鹂鸟。我驻足，循声望去，两只黄色的小鸟，

在一棵桃树的枝叶间时隐时现。

我没敢走过去，怕稍有不慎，弄出点响

动，惊飞了两只精灵。我知道，黄鹂鸟是一种

很胆小的鸟，很少飞到树顶，只闻其声，难觅

其影。两只小鸟似乎是在桃树上啄食桃子，

过了一阵，它们可能是吃饱了，呼扇着翅膀飞

上了天空，消失在远处的林子里。

黄鹂，又名黄莺。主要有金黄鹂、黑头黄

鹂、彩色黄鹂、黑枕黄鹂等种类，羽色鲜艳，背

部、翅膀及尾部，分布着鲜艳的黄色羽毛和乌

亮的黑色羽毛。黄鹂是鸣禽，歌喉婉转，此起

彼伏，美妙动听。特别是在繁殖期，雄鸟小叫

似行云流水，悠扬颤抖，大叫时清脆悦耳，音

韵多变，有时似珍珠落玉盘，有时似燕语声

声，有时似云雀行云流水，妙不可言，深受人

们的喜爱。

在古代咏鸟诗篇中，黄鹂受到了众多诗

人们赞颂。比如杜甫的“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
叶黄鹂空好音。”比如韦应物的“独怜幽草涧

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再比如方千里的“碧

纱窗外黄鹂语，声声似愁春晚。”可以说，在众

多的鸟类中，吟咏黄鹂的诗作，多不胜数。

黄鹂鸟的美，早已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乡下时，每年的春夏之交，走进山野，

总能从树林或者灌木丛中，传来“唧唧啾啾”

的鸟鸣声。叫声清脆悦耳，带着一丝微微的

颤音。那声音好像是从天空中飘来，从林子

里挤出来，又好像是从灌木丛中弥漫开来，听

得我们如痴如醉。

我们一群小伙伴，就会循着声音找去，但

总找不到方向，似乎声音是从四面八方飘过

来的，弄得我们晕头转向。终于找到了黄鹂

鸟时，还未看上两眼，小鸟黑色的尾巴一翘，

呼扇呼扇翅膀，“唧啾”一声飞向天空。只留

下我们伸着头，仰着脸，瞪着眼，傻看半天。

我曾看到过小黄鹂。有一次，我们在一

棵低矮的柞树上，看到一个鸟窝。鸟窝很隐

蔽，在树杈上，上面有绿叶遮掩，不仔细看，根

本无法发现。鸟窝像一个水杯，外面杂草环

绕，里面有草茎、根须铺垫，窝内有三只小鸟，

通体金黄，很好看。小鸟看到我们，张大嘴

巴，唧唧地叫。过几天再去看，鸟窝空空荡

荡，金黄的小鸟已不知去向，我们还以为小鸟

出窝飞走了。

这是我唯一见到过的小黄鹂。此后上

学、参军，就远离了山坡。再后来，老家开荒

造地，山上的树，被砍伐一空，一座座山坡，光

秃秃的，没有树，就没有鸟。我也曾多次回到

老家，多次走向山坡，但山坡上除了一层层荒

芜的梯田，什么也没有。就连过去常见的百

灵、斑鸠、山麻雀，也很少出现在山坡上。

现在，单位的院子里，也有两棵石榴树，

我时常会走到石榴树下，也看到过很多鸟在

枝桠间蹦跳，但独独少了黄鹂鸟，这让我多少

有点失落。

好在院子里依然有很多鸟，成群的鸟在

单位院子和树林里飞来飞去，耳朵里灌满了

“叽叽喳喳、嘀嘀呖呖”的鸟鸣声。成群的八

哥、喜鹊、白头翁，在院子里来回溜达，还有斑

鸠、戴胜、灰喜鹊、啄木鸟、太平鸟等。闲暇

时，我就站在院子里听鸟鸣、观鸟影，在鸟声

鸟影中，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

黄鹂一声啼绿红黄鹂一声啼绿红

为生活而歌为生活而歌

悬悬 壶壶

虎啸风

心香一瓣

轻启轩窗轻启轩窗 独自盛开独自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