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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你
远远地看见你
仿佛夏天的彩虹
不能触摸的感觉
能燃烧正午的太阳
那曼妙飘浮的白云
恰似你漫游的柔情
不能拥抱的失落
如伤心堆成的山峰
逶迤起伏，好想去
山下寂寞的草屋
静静地看那流水落花
那种无法挽留的滋味
胜过一场生死别离
就在你远去的时刻
我忽然从梦中惊醒
想起我家的阳台上
有一盆高雅的君子兰

等我回家

在远方
没有黑夜。月亮
唯一知心的朋友
它能看见远方
庭院里的海棠花开
村旁背书包的小孩
午后阳光般的温暖
你的故事并不曲折
却像天空上的彩虹
让世界充满回忆
我无数次独酌烧酒
徘徊在府前花园
等待路过的捎信人
把这没寄出的家书
还有这颗跳动的心
一并带给你

诗二首
□ 刘全兴

感 悟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倒真的应了往日的
幻想，过起了悠闲自在的居家生活，没有了
往日的热闹、相欢的推杯换盏、不得已的迎
来送往，也少了日常的忙碌，似乎躲过了诸
多红尘纷扰，让人多了清静、隐逸、自由。

宅家的日子，时间过得又慢又快，慢
得对春天的盼望好像要发酵成酒；快得好
像一个多月，倏忽就已经不见。即使如
此，为何有浮躁心绪呢？归根结底，还是
自己的那颗心静不下来的缘故。

其实，每个人排解心绪的方式不一
样。有的喜欢用歌声、舞蹈，有的喜欢用
读书、写作，有的喜欢喝酒、饱餐，有的
喜欢倾诉于知己、蓝颜……我喜欢读书，
喜欢太极，喜欢用读书的思维来考量自
我、思考人生；喜欢用太极的开合来沉淀
自我、安放身心；喜欢用读书的感受来引
领高雅、涤荡心胸，更喜欢与太极相交融
时那种纯洁自在与灵魂相吸的体验。

静心翻一本好书。
三毛说：“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

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
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
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
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

当读一本书的时候，下意识地会分清

它们的任务，它们的背景、野心、历史以
及细微的差别，同时也会无意识记住贯穿
故事中的复杂情结。大脑是一个很奇妙的
器官，它能很轻松地记住这些东西。时隔
多年，依然会有某个细节倏忽窜出脑海，
让你会心一笑。

读书时读书后，总会用自己的思维去
评论，来界定它是不是一本好书、人物发
展是不是恰当、故事情节是不是顺畅。如
果有机会和他人讨论那本书，是否能很清
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读书，更是安顿心灵、滋养精神的重
要途径。

喜欢苏东坡这首诗：莫听穿林打叶
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
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
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道出了多么
潇洒宽广的胸怀！有人说：不为坏事所忧
愁，不为好事而狂欢，每一天，只承担当
天的忧愁与喜悦。你看，好事也好，坏事
也罢，到最后都只会成为往事。与其斤斤
计较、怅然若失，不如顺其自然。

对于往事，感恩遇见，不谈亏欠；对
于当下，放平心态，珍爱自我；对于未来，

心怀憧憬，放飞梦想。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人生的每一个瞬间，都让它充满阳光。

闲余练一套太极。
有缘结识陈式心意混元太极，坚持习

练已七八个春秋，渐悟松沉柔顺、意在拳
先之妙，常常于闹中取静，择一幽静清新
之处，一片绿地，仿若草原；几株小树，
好似森林。以阴阳为题，以松沉为魂，以
开合为载，献一段太极禅舞，静享一套拳
的时光！

太极就像一首优雅的古典音乐，在悠
扬的韵律中缓缓舒展。自然站立虚领顶
劲，胸廓松空意守丹田，塌腰敛臀会阴上
提，沉肩坠肘松腕舒指，坐胯圆裆膝微
屈。心神虚静，静怡待动，气机一动，太
极生焉，此时练拳最妙！

意念引导肢体做自我交流，慢慢领
起，缓缓运行，随着外形动作的和缓转
移，意念引动内气于体内无微不至地细细
运行，静心想着阴阳开合，静心听着天机
流动，静心看着浩气流转，心与意合，意
与气合，气与力合。拳与人，宛若前世一对
眷侣，共赴今生，续写一段未了的情缘。心
境随着一套古老的混元太极拳，感觉光阴像
是回到百年前时光一样，古意悠扬。

腰胯舒展，手起脚落，进退沉浮，左

右盘旋，忽上忽下，一片神行。一起一
落，一开一合，一呼一吸，似潺潺流水，
似煦煦春风，柔顺和缓，四肢百骸皆悦
从，意、气、形、神融一体。拳在空中翻
舞，心绪仿佛也沉浸在空气里。一念在
拳，一念在心。拳在空中，拳则悠扬；拳
在心中，心则空旷。顺其自然之势，听其
自然之运，得其自然之机，合其自然之
道，渐入物我两忘之境。似休息，似游
泳，似按摩，似吐故纳新，袅袅地飘散在
每一个寂静的角落，体会意念在丹田的酝
酿，游走于体内的蒸腾。绝妙的空宁便与
心情轻轻相拥，身心舒畅在天地与阴阳世
界里，静静地享受这份恬淡、从容、轻
灵、平顺、松柔，以及开阔、灵性的洗
涤，亲切而自然。

生活原来是可以简单的，简单得如同
山野的清风。

当这套拳，沁入冒着热气的身体，滴
淌几颗汗珠，浸润一片夜空，她的生命，
便有了深层的含义。那些点点滴滴的烟尘
往事，在低头收势的刹那间涌起，在凝视
拳脚的瞬间悄然散去。

世间的美好不经意在这里驻足，恍然
之中，心底已经泛起一丝暖意。岁月清寒
的季节，心底升起的那份感动，或许就来
源于心灵深处的那一两拳，清寂且宁静。

读书多了，内心充实，精神丰富，腹
有诗书气自华；

太极久了，仙风道骨，气质不凡，可
以遇见全新的自己。

手中有书，心中有拳，坐在岁月的源
头，弹落灵魂沾染的尘埃，看时光婆娑的
舞步，感受淡如清风、静若幽兰的唯美，
也是一种桃花源般的境界。

读书与太极，让心绪淡然
□ 周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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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似一场倒春寒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

总是春。”春天是美好的季节，春
暖花又开，人们甩掉厚厚的棉衣，
走进五彩斑斓的世界，放飞自己的
心情，一身轻松。但是，今年这个
春天例外——因新冠肺炎病毒的肆
虐，多少人被禁足家中，美其名曰

“不出家门就是为社会做贡献”。然
而，“贡献”的时间太久，错失春
光的心情就有点不爽。饱满的孤
独、无边的寂寞，伴着乍暖还寒的
心情，就像漫漫人生路上经历的一场倒春寒，给人以警
醒、反思，让急于前行的人铭记不忘。

染病的春天是从寒冬开始的。一股裹挟着病毒的寒
流，从江城出发，随飞沫乱飞，无辜者中枪倒地。人们开
始埋怨和声讨那些饕餮之徒，他们的嘴巴张开之后，祸害
社会，却封住了人们的嘴巴，遮掩了美丽的容颜。事实再
一次告诉人们：野生动物也不是好惹的。所有的动物都是
人类的朋友，朋友之间应当友好相处才对。

疫情发生后，电视屏幕上又打出了“保护野生动物就
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公益广告，那些张牙舞爪的家伙，谁
敢说自己不是野生动物？说不定你还没有一头野生动物值
钱呢！立法机构因此出台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
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的决定》。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也。扎紧篱笆，补齐
短板，为未来的道路碾压好坚实的路基。其实，早在1988
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了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
衡，就制定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该
法自1989年3月1日起施行。并且经过2004年8月、2009
年8月、2016年7月、2018年10月四次修订，一次比一次
更全面、更严格。但由于“有法不依”现象的存在，没有
从根本上杜绝贩卖、宰杀野生动物的行为。致使果子狸、
穿山甲、蝙蝠等动物仍不能逃脱被猎捕、贩卖、宰杀的命
运。那些滥杀野生动物的人总是视法律为儿戏，与执法者
躲猫猫，结果闯出了滔天的大祸，“搅得周天寒彻”。

倒春寒总是与迎接春天的人们不期而遇。春天本是万
物复苏、生机勃发的季节，但由于有了这场倒春寒，什么
踏青游春、赏花游玩都被搁置一旁。从寒冷中走出来的
人，往往急着去追赶阳光。而倒春寒提醒人们，温暖来临
的时候，切不可忘乎所以。前进的道路总是迂回曲折，一
帆风顺只是美好的愿望。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是人们总结
出来的睿智名言。

倒春寒是一次考验，高兴得过早，往往乐极生悲。刚
甩开的脚步不宜用力过猛，刚脱下的棉衣，不宜扔得太
远。人们在一个多月的闭户反思中满是春愁。这春愁，不
似羁绊旅途的“一片春愁待酒浇”的春愁；不似错失江
山、思念故国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
流”的春愁；不似“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
春愁。而是禁足家中的无奈和忧思，是“哀民生之多艰”
的叹息，是对远行者的沉痛哀悼，是为国运担忧的情怀。
但是，黑夜过后，曙光来临。忧愁之后还是要奋发有为、
奋起直追，把遭受的损失再补回来。老百姓说“麦季歉收
秋季捞”，这句俗语饱含着战胜困难、不屈不挠的坚韧和毅
力。

毛泽东同志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
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倒春寒给人们
上了一堂课，不但让我们学到了气象知识，也学到了医
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增长了本领和才干。倒春寒
能砥砺意志，能锻炼队伍，能增强我们战胜病毒的信心和
勇气。在人生的乐章中，倒春寒毕竟是短暂的休止符，倒
春寒过后，必将迎来灿烂的阳光和明媚的春天！

我说的平台是西汉时期三百里梁园中
一处因台平而得名的遗址，即今商丘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平台街道办事处。30多年
前我在家乡时，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称它平
台集。因地处市东南 5 公里商虞公路旁，
商丘东半部的人来市里办事，多要经过此
集，所以不少人知道它。

平台集四周路口很多，西北角那个公
路口，左可往商丘、郑州，右可通夏邑、
徐州，像村庄的咽喉。进了“咽喉”是一
条小柏油路，不远处左转就是平台集大街。

这个集是当时平台人民公社所在地。
大街呈丁字形，东西贯穿平台村，北边坐
落公社办公大院，几排平房，一座砖瓦结
构的礼堂，向南一条街通往村外。街中心
是个小广场，东南面一排扇形平房为供销
社，门头刻有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
水泥字；西南面是中小学校与村民住房。
整个大街路面没有硬化，只散落一些零碎
的小石子。

往南的街道缓缓下坡，走过一座寨墙
海子上的小桥，就出了平台村，向东南经
陈阁、唐楼、贾庄等，五六公里便到了我
出生的地方杨都司楼。

这十几公里的距离，在我记忆中，一
半是土路，一半是公路；一半是乡村，一
半靠城市；向西北越走越热闹，往东南越
走越冷寂。一日路程，两重天地。

平台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的文景
时代。汉文帝刘恒与窦太后生二子，长子
刘启继帝位，为汉景帝，其弟刘武继嗣梁
怀王刘揖封梁王，后突发暴病去世，谥号

“孝王”。汉景帝前元三年发生了七国叛
乱，刘武率军据守睢阳（商丘），相持三个
月平息叛乱，因功劳卓著，又甚得窦太后
宠爱，受赏颇多，于是“孝王筑东苑，方
三百余里”。 东苑后称梁园，园内有七台
八景，平台即七台之一，名延至今。

这飘着千年古韵的平台集，曾是我小
时候心中向往的一个地方。

母亲的姑母就居住在这个集上，儿时
母亲每年都有几次带我去看望姑姥姥。最

喜欢的是跟着表舅去公社大院玩耍，看礼
堂里开会或演出，瞧电影放映队的老唐

“倒胶片”。商虞公路北边有个道班，表舅
也带我去看他的一个朋友。姑姥姥家对门
有个小男孩叫铁柱，是我的玩伴，每次去
他都带我与村里的小朋友捉迷藏。有时赶
巧能遇到公社大院前广场放电影，我就缠
着母亲晚上住下来，和铁柱一起手扯手去
看电影。

不过我记忆中更多的还是路过平台
集，而每一次几乎都要行走西北角的那个
公路口。

五六岁的时候，爷爷骑自行车带我去商
丘市看唯一的公园，乡下称之为花园。我惊
喜得蹦高，跳上自行车前杠一个小木凳；可
爷爷骑了好长时间，我屁股蛋颠得生疼，也
没见商丘市的影子。爷爷说：“快到平台路
口了，上去全是柏油路，一会儿就能看见猴
子、老虎，还有好吃的。”爷爷从小教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常常激励着我。
1978年初中毕业，我们的班主任田翠

英老师组织大家去商丘市照合影，要求结
伴步行。我穿件用母亲蓝洋布褂改的上
衣，吃饱早饭，一口气走到了平台路口，
停下休息——这也是我们那片人进城歇脚
的习惯。路口有几家小店铺，我只花 2分
钱在路边摊上买碗白开水喝个干净，等约
的几个同学到齐后，就沿着柏油路向前，
当时是越走越有劲。因为这是我有生第一
次照相，所以很有纪念意义，40多年来照
片一直带在我身边。

这个路口留给我的苦涩记忆是接母
亲。那时生产队为了积肥，派几个劳动力
租房子住在市里收集垃圾，过段时间安
排几辆架子车去把垃圾运回来。因为挣
工分多，母亲为让家里多分几斤口粮，
就瞒着在外村教书的父亲，报名参加。
一车垃圾重 1000 多斤，约一半是土路，

对于身材不高的母亲来说，其辛苦可想
而知。为帮母亲一把，我就向老师请
假，步行提前到平台公路口等候垃圾车
队。接上母亲，我把麻绳一头挎在车杠
中间，一头跨在肩膀上，用力拉车；而
母亲则弯着腰，袢绳勒进了她的肩头，
汗珠顺着脸颊滴下。

1980年 7月，我从张阁公社高中毕业
参加高考，被安排在平台初中考点。全班
同学带上干粮、背上凉席床单，在班主任
杨金华老师引领下，排队从张阁走到平台
集，统一住宿在平台公社的礼堂内。印象
中还下了场小雨，但也挡不住夏日的闷
热。我被分在第二考场第一排，面前一位
监考的中年男老师，每场考试都盯着我的
试卷看。5门课考完，他对我说：“你能考
上，可字写得不好，得分会吃亏。”一个多
月后我被商丘师范学校大专班（今商丘师
范学院前身）录取，想来应感谢那位老师
的吉言。

这也是我人生与平台集的一次福缘，
命运从此转折。

虽说读了大学，可还在商丘，所以有
时周末或者假日就回村里看看，帮助母亲
劳动。我回家都是步行，自然要过平台那
个公路口，只是此时过路口的心情与往日
有所不同，多了点自豪与自信。

毕业时，我服从分配到了外地工作，
之后回乡探亲仍要过平台那个路口。路是
那样熟，可每次回去，都发现平台在发生
新的变化。

平台公社后来改为平台乡、平台镇，
京九铁路打镇里穿过，在镇北不远与陇海
铁路交叉；连霍高速与济广高速在镇东南
部相会；商合杭高铁商丘东站又建在其境
内，平台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交通枢纽。
随着商丘城区面积扩大和镇域特色经济的
发展，平台镇划入了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分为平台和平安两个办事处。高校、企业的
兴办，乡村城镇化建设的推进，那个昔日的

“平台集”越来越让人难以相认了。
让人欣慰的是，见证着平台历史变迁

的那个路口，依然坚守在原处，连接着外
面的世界。商虞公路已更名为木兰大道，
拓宽了许多，路口周边楼宇商铺林立，商
丘学院繁盛。唯有这路口，让许多记得它
的人回来可寻找一份乡愁，也让我这由此
走出去的游子从中获得一种向上的力量。

平 台 路 口
□ 李智信

岁 月

春雨晚来声声细，
田里青苗翠滴滴。
夜里何来南飞雁？
谁扰迁徙乱了季？

不见疫情拐点来，
纵有花开瓣也稀。
空无星月少车马，
地上降魔步正急。

春 雨
□ 谢宗战

诗 人

二哥于二 O 二 O 年农历二月二十四
日晚上走完了苦难而平凡的一生。二哥
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一九六
一年。按中国传统说法，二哥肖牛，可是
街坊邻里都说二哥是属驴的，因为二哥是
个犟脾气认死理，呛了他的脾气九头牛也
拉不回来。

二哥进入学龄期，正好赶上“破四旧
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时
期，没有书可以读。又加上家里兄弟姐妹
多，大叔大婶两个人挣的工分没有办法养
活一家十几口人，二哥就帮助家里割草干
活。

等到家里情况略微好转，二哥才拿起
向往已久的书本，鹤立鸡群似的和小他五
六岁的孩子一起读书。自踏入小学校园我
就成了二哥的跟屁虫，直到初中毕业。那
时“资本主义的尾巴”不怎么割了，但是
偶尔还会“薅一薅”的。二哥就跟随表叔
出去做建筑工人（那时叫泥瓦匠），吃苦受
累几年，回家娶妻生子。

生性好强又驴脾气的二哥，为了家里
的日子好过些，没少对他承包的土地以及
帮他干活的牲口发脾气。好在他的果树和

庄稼都对得起他付出的劳动，每年都给二
哥带来好收成。

二哥虽然是驴脾气，但是心眼好，所
以人缘也特别好。他经常和街坊邻里开玩
笑，只是有时不怎么注意方式，就有一些
兄弟姐妹感觉二哥随便，不怎么尊重他，
有时对二哥就直呼其名。爱管闲事的我，
看到谁不尊重二哥就数落谁一顿，兄弟们
也很给我面子，这样“二哥”这个官称才
在东西两院的弟兄们中间叫开。

二哥的一生是平凡的，年轻时为兄弟
姐妹奔忙，为父母分担；结婚后，为老婆
孩子辛苦，为左邻右舍帮忙，始终没有为
自己！说他平凡是因为他没有做过什么惊
天动地的大事，可是他成全了小家、立了
点小业，也为街坊四邻带来了欢乐，我认
为这就够了。

只是我，失去了一位好兄长，失去了
一位铁杆粉丝。二哥爱钻研农业科技，也
爱学习新知识，一有不认识的字和词语，
一定要向我讨教，历史典故和地理知识也
是他和我探讨的话题。二哥走了，我连卖
弄的机会都没有了啊。

天堂里没有病痛，二哥一路走好！

二 哥
□ 马吉安

亲 情

春分
才是真正的春天
在家乡
垂柳摸抚梨花
微雨润泽黄河故道
蛩鸣声声
高高低低全是你的

名字
名字就是她的眼睛

名字就是他的心
动情与心跳的片尾

曲
不必歌词与旋律
只需要用绯红的音

节
反复演奏
那些最熟悉的名字
淮西春草长

淮水
逶迤光
你们还戴着口罩回

来吧
这个春天的泪水
满满的甜味
一直都有想见的人
我们不孤单

春 分
□ 宋立民

诗 风

世界上，
有千万种花开的声音，
但只有你天使的笑

声最为动听。
人世间，
有千万种花一样绽

放的笑容，
但只有你绽放在方

舱门前的开心一笑，
掩过了每一朵春花

的万紫千红!
风来了，

你笑着迎风逆行，
你心里燃烧着大爱

和忠诚;
雨来了，

你笑着决然前行，
用家国情怀守护人

民的生命;
难来了，

你笑着挺身赴难，
用自己的身躯筑起

一道血肉长城;
夜来了，

你笑着向黑暗抗争，
用自己的一瓣心热，
点亮一片希望的生

命晴空。
英雄心不会忧伤，
勇士心不会惊恐，
天使爱不会打折，
白衣情不会减重。
有花有梦、有情有爱

的日子里，
天使的笑，温暖了生

命远航的风。

天使的笑
□ 郝传信

万木萧条降疫情
无端魍魉祸江城
天使奉命挥宝剑
雷火捉妖射金睛

满腔热血谱大爱
丹心一片铸忠诚
澄明玉宇排云鹤
凯旋鲜花献英雄

白衣天使颂
□ 张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