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刺玫
10
2019 年 5 月 11 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宋志芳

编辑：刘文菊

E-mail：liuwenju6886465＠163.com

10

·

今日追春到北隅，
乘奔百里自长驱。
银鹰问月飞鹏过，
灯影弥河天路铺。
雨润新苗凭我剪，
风裁细柳待君扶。
街头忽见丽人舞，
偷得嫦娥广袖无？

几度沦桑龙井场，
初阳今又耀边疆。
花开岭上千峰白，
稻种江边两岸香。
抗日村村英烈血，
育才校校栋梁方。
春来我是东风客，
鼓起秋千荡未央。

□王聪颖

到防川前哨
这山吹过那山连，
落地春风已近边。
且把三疆收满眼，
好将一水送余天。
雁栖湖畔犹堪舞，
虎踞雄关不敢眠。
立柱东方看土字，
谁人遣我到碑前？

访延边诸学校
新苗茁壮笑东风，
将遇青春色便浓。
好雨方浇千亩圃，
艳阳正染一云峰。
凌霜最喜东疆雪，
立志回看北国松。
我欲山中频问访，
山中更有几多重？

旅途拾诗
□刘增贵

宽窄巷
春遣少城花色研，
风牵古巷柳拂弦。
丹楼紫壁融中外，
绿榭红亭贯北南。
足踏当行八万里，
心驰任骋五千年。
人生阡陌多宽窄，
大道无为何窄宽。

王家大院
老巷静升宅地王，
旧街阔有五祠堂。
幽深舍外叠青翠，
富丽庭门饰锦璋。
德种心田家自泰，
安依福地府常祥。
纵横四海行天下，
遍布九州多晋商。

常家庄园
辋村富甲第一常，
锦苑耸阁迎旭阳。
卜地幽宅遵五势，
燕居课子守三纲。
开拓万里茶香路，
跨越九州国界疆。
大道有情辉日月，
匠心独具晋儒商。

夏来春去也，
陌上尚留痕？
遥望云烟处，
桃花开野村。

桃 花

五绝十首

问 春

芬芳庭外立，
粉面绿裙新。
谁晓卿之意？娇羞盼故人。

梦深人去久，
花落半途行。
好事唯晨鹊，
隔窗三五声。

□后天

花 事

酿 春

心 愿
身居尘世间，
久慕仙家好。
心与白云飞，
苍天共我老。

晚 春
桃花三五数，
雁语碧空长。
塞外春来晚，
柳青莎草黄。

立 夏
荼蘼不愿开，
谁忍今春了。
满目落英飞，
声声啼血鸟。

忘不掉你的大眼睛

春开万树花，
酿透邀朋饮。
醉卧白云边，
孤峰且做枕。

丁 香

深 山
百花坡上俏，
幽谷遗残冰。
君看白云外，
冲霄有独鹰。

春 逝
晨来冷雨停，
惹落梨花泪。
黄雀几相怜，
啁啾一曲醉。

□董艳华

命舛生山麓，
仍开一树花。
春来溪照影，
故土在天涯。

许多年之后，面对种种困难，
总会让我想起，她与我们相识的那
个下午。
火车缓慢地驶出省城，一节车
厢里尽是马拉松队员，充满了赛后
的欢腾，只有靠后排的角落里，坐
着一位大眼睛女人，她始终盯着车
窗外面，大片大片的黄土地渐渐远
去，凝视着窗外的大眼睛随着列车
的奔驰，
显得有些迷惘。
我们正闹腾得起劲儿，她突然
过来说：
“我也想跑马拉松，也想找
个师傅带带！”几位男跑友争相献
起殷勤：
“ 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
上！”这会儿，她刚刚还发呆的眼神
里，
突然闪出了一道光亮。
没过几天，操场上果然出现了
她的身影，她跑步的样子可真逗，
圆溜溜的屁股扭扭地像只大熊猫，
我们几个女生暗自嘲笑：
“ 就这身
段，
还想跑马拉松？”
万没想到，不到一个月，她就
从操场跑上了马路，而且越跑越
远。一天，她说想拉个长距离，挑
战一下自己的极限，我说：
“你跑步
还不到半年就想跑长的？马拉松
可不是闹着玩的！”
第二天，她果真拉开了一个人
的马拉松帷幕，竟然从半夜十二点
一直跑到早晨七点多，长达七个小
时之久！当我早晨遇见她时，她已

□高丽秋

过龙井市

□特邀嘉宾

夜宿延吉

蔷薇处处开

□雕虫斋诗稿

□江迅

□赵文楷

七律 旅次延边

鲁院的书屋

最美的风景在鲁院，最儒的风雅在书屋，到
过鲁迅文学院的作家学子们都光顾过百草书屋，
书屋不大，却容纳了文学的世界，诗的海洋；容纳
了诗人的浪漫、作家的梦想。
书屋安静别致弥漫着书香气息，门檐上由吉
狄马加院长题字的百草书屋牌匾，让人想到鲁
迅，仿佛鲁迅随处可在，那双犀利的眼睛在看着
我们。主楼的大堂里有鲁迅的铜塑像，我在塑像
下与鲁迅合影，心里充满了崇敬。在大门的右侧
墙壁上镶嵌着鲁迅的头像，开学的第一天傍晚我
到鲁院报到，在大门外我打量着周围环境，在这
里我将度过 20 天的光景，这是又一种生活的开
端，如生命重塑，欲火重生，在这里我的梦想会得
以实现，还会燃起新的激情和梦想。
“ 鲁迅文学
院”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八里庄 27 号，多少学子
能背下这个地址，这里牵动着每一个写作者的心
弦。
进入鲁院院内，小院不大，庭院设计也不复
杂，林荫小路两边有古色古香的长廊，有荡来荡
去的秋千，有紫藤花和香椿树。随着四月春的节
奏我们走进了鲁院，感受到了浓浓的爱意。37 名
学员来自 29 个省，南腔北调诠释着五湖四海，多
才多艺的京腔评调展示着 37 位娇子的才华。在
主楼的对面陈设着一排二层小楼，那里是百草书
屋和食堂，走进百草书屋犹如走进鲁迅笔下的百
草书屋，有文学的地方必有书，爱写作的人必爱
书，课余时间百草书屋挤满了人。步入百草书
屋，浓浓的书卷气扑面而来，紫檀色的纯木书柜
倚墙而立，上面布满文学书籍，中外名著和当红
小说、传记，满屋子散发着文学的气息。
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是我的一个梦想，搞文学
创作是我一生的追求，看到鲁院少数民族班、公
安作家班、军旅作家班等一期期的专业作家班我
就幻想着是否能够有残疾人作家班，全国追求写
作的残疾人很多，有作家梦的残疾人也有很多，
只有在写作的行当里没有残健之分，在文字游戏
里看不出健全与缺失的区别，当接到鲁院的录取
通知书我激动得久久不能释怀，这是中残联、中
国作协为我们这些爱舞文弄墨的人的关怀。
在研修班开学典礼上，我们看到了敬仰的张
海迪大姐，她的故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我们
都是读着她的故事长大的，见到她大家都激动不
已 ；看 到 了 让 大 家 敬 仰 的 铁 凝 主 席、马 加 副 主
席。作家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油然而生，在感到荣
耀和自豪的同时，也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担子，
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国残疾人的故事，讲
好中国残疾人事业的故事，这是一个艰巨而具有
挑战性的课题，改革开放 40 年，残联成立 30 年，
国庆 70 周年，两个百年等等成果，波澜壮阔翻天
覆地的变化将由我们这些学子们完成。
二十天太短，我们刚刚熟悉就要分手。二十
天还长，我们用鲁院的缘聚书写今后的友谊。分
别是暂时的，在表面上在形式上，缘聚是长久的，
在心理在思想深处。在充满别愁的鲁院，大家互
留地址，合影留念。幽幽的相思，离别的热泪，相
拥的表达，让大家难分难舍，最后，大家呼出一声
“鲁院，我们再相聚”。
春去花不语，春来花还发，在春来春去之时，
中国的残疾人文学事业会兴旺发达，如浴春风，
蓬勃发展。百草书屋我神圣的殿堂，鲁迅文学院
我梦中的向往，温暖的书屋，永远的鲁院。

提及对蔷薇的喜爱，最早源自年轻时的浪漫情怀，
因为这两个与草木相关的汉字，音形结合得极其唯美，
虽然彼时只在画谱上见过它的芳容，却已在心中复活
过了此花的清俊模样。
后来在《红楼梦》中读到了龄官画“蔷”的情节：一
个春日午后，宝玉经过蔷薇花架下，听见哽咽之声，寻
声看见一个女孩蹲于花下，用手里的簪子在地上划
字。宝玉随着她簪子起落，一笔笔数着，并在手心按照
女孩下笔的情况，猜出了是个“蔷”。蔷薇花下的龄官
一直画了许多个“蔷”，连阵雨落淋湿了纱衣、打湿了头
发也浑然不知。龄官是贾府买来唱戏时扮演小旦的女
孩子，暗恋贾蔷，却无处寄相思，只能到蔷薇架下，满天
满地写一个蔷字，抒发心中难以言说的爱意。在我的
想象中，这架蔷薇应该开得热烈如火，渲染出痴情女孩
的浓烈情感，也可以开得洁白胜雪，将龄官的恋情烘托
得冰清玉洁。于是，我也跟随宝玉一起感悟到了龄官
画蔷的深刻含义，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爱得风吹雨打
也不觉，爱得性命交付亦不顾，只与相恋的人共同演绎
此间的悲喜交集。
此间我对蔷薇花愈加喜欢，翻阅典籍，得知书上
说：
“ 蔷薇花，落叶灌木，多刺，花有红、黄、白、紫等颜
色。可以四海为家，自古就是佳卉。”从这段记载中，不
难发现，蔷薇是极易莳养且适合观赏的名花。通过画
册、影视等视觉方式，间接了解到蔷薇花和玫瑰花相
似，只是花朵比玫瑰小一些，在我国古代把蔷薇、月季、
玫瑰统称为蔷薇，因此古诗词中只见蔷薇。
真正目睹蔷薇怒放的情景在十年前。那是个和风
吹拂的五月，我游赏在济南的大明湖畔，行至一处小巧
的月亮门旁，一簇鲜艳的花似一面墙闯入视野，凭直觉
判断是蔷薇。我兴奋地来到近前细瞧，和画谱中描绘
近乎一样。静立在花前，看蔷薇的花屏上千百朵花层
层绽放，组成深浅浓淡的旖旎风景。盛开的如俏丽的
女子，性情大胆奔放；半开的似小家碧玉，带着一点纤
弱和惆怅；紧裹的花蕾若含羞的少女，素颜端庄，不苟
言笑……一阵风轻轻拂过，仿佛惊醒了我的酣梦，花香
悠悠袭来，如雾气般氤氲铺展，
清雅地飘香在心田。
于是植一架蔷薇在市郊小院，成了我这个爱花之
人最美好的祈盼。三年前，在花园的花卉店里，终于购
得了一株蔷薇，并迫不及待地栽在西墙的临窗前。经
过精心照料，每年五月末，蔷薇花便会如期开放。流连
花前，仿佛置身于古人描绘的诗句中，最喜黄庭坚的
《清平乐》：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
能解，因风飞过蔷薇。”枝头黄鹂的鸣叫无人能解，而因
风飞过的蔷薇不知落在了谁家庭院，想那遥远的时光
中，几片风中的蔷薇也已零落，或许飘散在宋词的婉约
中。高骈有诗云：
“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谈到映入池
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被蔷薇熏香
的夏日，天空湛蓝如琉璃，白云朵朵安详静美，蜜蜂在
重叠的花瓣上忙碌，嘤嗡的叫声在静谧的午间响起，真
是一派安逸的初夏时光。
蔷薇的多重意向，无数次被我国诗人吟诵，同样也
被他国的诗人所颂扬。余光中先生翻译过西格里夫·
萨松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绝妙的句子：
“我心有猛虎，
在细嗅蔷薇。”细细咀嚼诗意便会发现，于不同的人与
物之间，猛虎、蔷薇有着多种思绪的传达。唐明皇轻嗅
蔷薇时，杨贵妃千娇百媚，而马嵬坡前，被嗅的蔷薇却
不在是从前的蔷薇；鲁迅似猛虎却也嗅蔷薇，他为“没
有无刺的蔷薇，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而感慨，一生始
终愤愤然；写过蔷薇开处处，想似当年故乡路的诗人谢
芜村，也因这一条开满蔷薇的路，而醉倒路过的猛虎
……从帝王、文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人们不但要有
高山之猛虎志，还当有虚怀之蔷薇谷。正如余光中所
言：
“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体贴入微；有蔷薇才能看到
苍蝇控脚，蜘蛛吐丝，才能听到暮色潜动，春草萌芽，才
能做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的确，我们当以猛虎
之身，于风斜雨急处，安稳站立；还当于花浓柳翠处，冷
眼分明，看见自己的江山风采。
如今漫步五月的街头，拐角处的蔷薇早已爬上了
篱笆，翠绿的枝叶下掩映着一个个含苞的花蕾，不久就
会绽放出笑脸。朵朵蔷薇会和着长箫奏起关于东方的
禅意，也会随着幽香散发西方的哲思，开出春末夏初的
最美诗行。

经跑了近四十多公里，从她那坚定
的眼神里，
我悟出了一个道理，
也许
马拉松就像《一个人的朝圣》书里所
说的那样：
如果有信念，
你就一定能
把事情做成。其实何止马拉松，生
活中的很多事不也如此嘛！
经历了一个阶段的训练，外加
科学饮食，她成功瘦身，变得越来
越美，那双大眼睛里透着无限自
信。而从此，她也像施了魔法一样
强烈地吸引着我。
我们时常在一起跑步，别看她
眼睛很大，视力却异常的不好。那
天，我们一群人在马路上跑着跑
着，她一本正经地说：
“前面穿宝蓝
色上衣那人，好像是小卉。”我和几
位跑友对视一下眼神，不约而同地
笑得前仰后合，其中一跑友说：
“敢
情你把粉红色叫宝蓝色呀？”她并
不解释，只是傻傻地跟着笑，我们
正你一句我一句地拿她取笑，这
时，迎面又跑过来一个人，她自言
自语地说：
“那女孩个子真高，跑姿
漂亮。”这下我实在忍不住了，差点
笑喷，明明是高个子男生，她却说
成是女生。
十公里后，我们各自朝自家的
方向跑去，我突然发现她的眼睛变
得黯淡无光，
就说：
“怎么了？大家
爱开玩笑，
别往心里去。
”
她的大眼睛
忽闪了两下，
说：
“刚才不是故意的，

其实是我的眼睛真的不行了，
前些年
天天熬夜学习，
把眼睛熬坏了。
”
我心里纳闷：学习？这么大年
纪了，
有什么可学的？
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一
天，她突然跟我说，她要走了，要去
上海闯闯，孩子大了需要钱的地方
太多了。我惊讶的睁大了眼睛。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大眼睛叽
里咕噜地转了转说：
“ 我有一级建
筑监理证、国家药监证和二级职称
证。”停了停她又叹口气说：
“唉，别
提这些证了，连续三年多我都没睡
过一天完整的觉，由于经常熬夜，
弄得眼睛高度近视加散光，不过也
是这些证救了我，帮我在人生的十
字路口迈过了最艰难的一步。”她
说之前曾在北京做过建筑监理工
程师，不到一年就挣了好几万呢。
我心里想，深藏不露呀，在一起跑
步这么久，只知道她在药店做销售
员，没想到这么厉害。
她一晃去上海有两年多了，每
次回来都和我们聚会，重温往日的
欢乐。每次走后，我又想起那双大
眼睛。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她坚
定而自信的眼神总会鼓励我跨越
人生关口！情不自禁地哼起那首
歌：
“我不能忘记你的大眼睛/也不
能不想你的多情义/每当我孤独每
当我失意/你总会出现在我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