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床，现在就送我去火车站。
冉厚，对你非礼？
裤子都给我扒下来了，不过没有得

逞。我怀疑他在酒里下了药……
冉厚，你个狗日的……我现在就找他

算账！
没必要来子，还得为你今后着想嘞。

可能是我的时运不济，遇到了这种人。这
次我遭遇的打击太大了，也算我出来见识
了外面的世界……

我跟你一块回去……
来子，你不能跟我比，你还要挣钱养

家，你还要干出一番你自己的事业。回到
老家，我最大的权力只能安排你在预制厂
打工，活累工资低不说，你的优势还咋咋
发挥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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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妈妈听说圆圆回家了，有些将信将

疑。她跟着我的来子出去，咋咋能会一个

人回来嘞？
她去了预制厂，果然见到了圆圆。圆

圆，俺的来子嘞？
大妈，来子在北京很好，他的优势能

够发挥出来。我又不懂游戏，就跑了回来。
啊？还是打游戏啊……那，那你咋咋

不让来子也回来嘞？在预制厂不照样能挣
钱吗？

大妈，来子要是在预制厂那是大材小
用。

王妈妈回到家里又犯病了，那个怪物
白天晚上都在她脑子里飞。她让老伴去找

圆圆，还想让她陪伴自己。可是圆圆受的
刺激一时难以消除，晚上一个人不敢出
门。无奈，老伴陪伴在她身边，寸步不离。

她央求圆圆给来子打电话，妈的病越
来越重，春节让他务必回家。

冉厚就做来子的工作，回农村过春节
有什么意思？咱俩在北京想怎么过就怎么
过，尽享人生之快乐……

来子只是看了看冉厚，没有答话。
那你春节之后一定回来吧？
来子没有看冉厚，也没有答话。
春节之后，我就开始给你发奖金。

来子站了起来，躲开冉厚。
冉厚那次没有得到圆圆，还准备实施

更隐秘的计划，可是她跑了，一定是来子
给她出的主意。他便迁怒于来子……现
在，你对我冉厚竟然来了个大憋气，这明
明是在跟我对着干哪，冉厚再也不能容忍。

来子，想当初，是我把你从火坑里救
出来，是我让你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哈哈
哈，你不要认为翅膀硬了就可以远走高
飞，哼，在北京城看看哪个游戏公司敢要
你？我一个电话，你就会成为路边的一条
野狗！小样，一个乡下的、乡下的小瘪三
……

冉厚想不起来用什么词来蔑视来子，
就随口用了一个上海词。

来子受不了这种屈辱，他本来想大肆
发作，便想起圆圆的一句话，“没必要来
子”。他平息了一下心情，不冷不热地跟冉
厚说了一句话，你等着吧……（未完待续）

来 子（连载）

□ 枣红马

辛丑年春分日，阳光明媚，春风和
煦，百花争妍。虞城县马牧集老街瓦当博
物馆馆主刘先生，命人送来两棵树，一棵
是椿树，一棵是楸树，以合我建“椿楸
园”之意。甚慰，以记之。

人所共知，椿树有香椿、臭椿之分。
一般而言，椿树指的是臭椿。香椿又名香
椿芽、香桩头、大红椿树、椿天、春苗
等。香椿与臭椿的区别很多，主要是叶子
的味道不同，臭椿的叶子有一种特殊的臭
味，香椿的叶子则有较浓的香味，这也是
人们喜食香椿叶的原因。

椿树有健康、长寿之意。在古代，在
对父亲的敬称中就有“椿庭”“椿堂”“椿
舍”的称谓。《庄子·逍遥游》说：“上古
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因此，后人用椿代称父亲以示长寿。北宋

“宰相词人”晏殊的《椿》就写道：“峨峨
楚南树，杳杳含风韵。何用八千秋，腾凌
诧朝菌。”朝菌，一种朝生暮死的菌类植
物，不知阴历每月最后一天和每月的第一
天。这首诗形容椿树巍峨繁茂，气韵非
常，腾飞凌云的气势让朝菌相形见绌。“椿
庭”的“庭”字出于《论语·季氏》，其中

有孔子的儿子孔鲤趋庭（恭敬并快步从庭
里走过）接受父亲训示的记录，孔子说到
了著名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
以立”的话语，孔鲤于是退而学《诗》学
《礼》。因此，用“椿庭”代称父亲，含有
尊敬的意思。后来，也有人把“椿庭”引
申为“椿堂”或“椿舍”。此外，不少地方
盛行“摸椿”习俗。除夕晚上，小孩子手
摸椿树，绕树转几圈，祈求快快长高；或
在正月初一早上，小孩抱着椿树，念：“椿
树椿树你为王，你长粗来我长长”，这一
念，这一年，这个小孩就能长高，且不生
疾病。虽然椿树开花时有微臭但并不严
重，春季嫩叶呈红色，秋季红果满树，是
很好的观赏树。

据我所知，在我们豫东这一带，楸树
的种植时间不长，应该是近几十年的事
情。楸树为落叶乔木，树干通直，主枝开
阔伸展，树高可达 30多米。楸树既高大，
叶子也好看，呈三角状的卵形；楸树开
花，花期在每年的 4-5 月份，花冠浅粉，
内有紫红色斑点，花端尖长，伞状排列，
甚是养眼。楸树的叶、树皮、种子均为中
草药，有收敛止血，祛湿止痛之效。楸树

嫩叶可食，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花可炒菜
或提炼芳香油。楸树风姿挺拔，淡红素雅
的楸花，令人赏心悦目，具有较高的观赏
价值和绿化效果。

杜甫在其绝句《楸树》中写道：“楸
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不如
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钓矶，
指钓鱼时坐的岩石。意思是说，花儿芳
香的楸树紧靠钓矶生长，树上刚开的花
蕊不应很快就凋谢。不如在我醉眠不醒
的时候让风把它全部吹掉，怎能忍心醒
时看着它被雨打得七零八落呢。人在花
落时最易伤感，杜甫写楸花，惜楸花，
把他的喜花、爱花之意，通过婉转的笔
触，跃然纸上。

椿楸，春秋也。一草一木，一春一
秋。言人生之年年岁岁、生生息息。刘先
生说：“一椿一楸，春秋，人生之义也”。

人生朝如春，暮如秋。人生百年，几
度春秋，时光易逝，春秋难留。清朝郑燮
有《新竹》诗：“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
干为扶持。下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
凤池。”既说明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
新人胜旧人”之意，也表达了老人老干必

为新生力量所代替之感。而清朝张维屏的
《新雷》：“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
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也是寄希望于未来。

人生在世，要经历风雨，要经历春
秋。风雨之后有彩虹；春秋之中，活出精
彩的自己。

历史上，还有一部不朽的著作，名
《春秋》。《春秋》为孔子所作，记事上起鲁
隐公元年，下讫鲁哀公十四年，记载了春
秋时期鲁国 12 个国君 242 年的历史。《春
秋》同时开创了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的“编
年体”。

《孟子》说，春秋时期，“世衰道微，
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
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面对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
孔子忧中有怕，担心王道湮灭，礼义失
范，于是作 《春秋》 一书以示规范。因
此，《孟子》又说：“孔子作《春秋》，乱臣
贼子惧”，自此之后，不规矩的人都害怕
了。由此可见《春秋》的力量。

几个同道好友知我要栽椿楸树，建
“椿楸园”，纷纷问我有什么忙可帮，其关
心关爱之情犹在眼前。我言一切有刘先生
操持，只待这椿树楸树枝繁叶茂、花繁似
锦之时，择日悬挂“椿楸园”牌子之日，
我准备好椿芽、楸花，一壶酒、一盏茶，
邀大家结伴前来，共话草木虫鱼，共品春
秋人生，尽享这人间快事。

是为记。辛丑年春分后又一日。

椿 楸 园 记
□李可亭

小 说

6
诗 风

情 趣

2021年3月26日 星期五 编辑 戴文杰 E-mail:15539031801@163.com

小 说

一棵秧一嘟噜果。秋高气爽的田地
里，奶奶拎着一根粗壮的红薯秧，连根拔
出了一嘟噜大大小小的红薯块，还有毛茸
茸数不清的因突然面世而羞赧的根须。那
老秧根的威力，二孙子现场在红薯地里看
到过，还用食指插入沟里费力地掏出了一
块不规则的大红薯。这裂沟跟路边的大树
根把地皮撑裂了一样醒目，令人遐想。

奶奶的兴奋总与十月有关。每到深秋
十月，“迫不及待”这个词用在村里的田地
上，更为贴切，更为欣慰。十月的红薯
地，被霜打的红薯叶，脱去绿衣，露出了
黑色，一副脱胎换骨的模样。一地茂绿
时，没有立足之地，一只虫子也难逮。半
夜里下的一场一场的苦霜，把土地下了出
来。同时，还惊奇地坦露出了裂开的痕
迹。那是地下迫不及待的大块红薯，要抛
头露面了。这时，奶奶，还有黑压压的村
里人，都充满了欢欣，充满了鼓舞，弯腰
刨开红薯垄。

奶奶到底是有能耐的人，在红薯地翻
红薯秧时，竟把五叔活生生地给生了下
来。奶奶是流了一摊血，生了一个活孩
子。奶奶后来描述说，正翻着红薯秧，突
然感到肚子一阵坠疼，直疼得弯腰蹲在了
地上。裤裆湿了。腿发软了。一会儿上气
不接下气了。就顺手插入垄上的裂沟里，抠
出了一块红薯，嚼了一口，口生甘津，又有了
力气。多亏吴大奶奶，她正巧赶来……所
以，红薯对于奶奶来说就无比神圣了。那
感情是融入了奶奶周身血液里的。

五叔身上的元气都是红薯之气。奶奶
给了他非一般的体能，无论田里干活，还

是后来当兵拉练，都是一把好手，力道得
很。这红薯块，是多好的东西啊，养活了
人的精气神，又发展了人的德智体。五叔
十分疼爱奶奶就不言而喻了。五叔给奶奶
买了台洗衣机。奶奶不太相信洗衣机能洗
干净衣服，说那还要手干啥？奶奶的手伸
进洗衣机滚筒里，忙又抽了出来，问：“哪
不搅烂了衣服？”奶奶关切地问这自动的洗
衣机要花多少钱。五叔却笑了，举着手
机，说，不需要花钱，只需扫码就行了，
钱都存在这里呢。奶奶一愣，咋？钱都存
里面了？奶奶摇摇头，叹息一声，又说，
那时我们的口粮可是都存在红薯窖里啊。

就在老鼠饿得也到处乱窜的年景里，
奶奶用大半袋红薯为二伯铺了一条路。奶
奶把二伯送去了学校，当了教书匠，只不
过是个临时工。可没有这“临时”，也就没
有“永远”，不可能有今天的正式。政策来
了，二伯转正了，二伯成了名正言顺的人
民教师。那半袋红薯，改变了二伯的命
运，却让一家子人忍饥挨饿了好几天。那
几天里，大人小孩都在找红薯皮红薯头
吃，问题是红薯皮红薯头地里也很难觅到
了。地上一干二净，地下也一干二净。

二孙子是一大群晚辈中最聪慧的。奶
奶执拗地认为二孙子的聪慧跟那块大红薯

脱不了干系。有一年红薯地里长了一块巨
大的红薯，足有八九斤重，奇石一样壮
观。二孙子不知天高地厚地用镢头给砍了
个稀巴烂。二孙子稀罕啊，这块红薯咋长
那么大的块头呢？里面会藏有啥宝贝吗？
二孙子在一群人的鼓动下，亢奋地拿起镢
头劈了个痛快淋漓。细碎的红薯渣溅了二
孙子一腿一裤子，也溅了围观的众人一
身。二孙子惹了祸，奶奶被罚了一百斤红
薯。奶奶当时就哭了，恨不得要剐了二孙
子。现在奶奶再回忆起这段情形时，也不
过多地指责谁了，光说二孙子淘气，又说
淘气鬼有出息。二孙子读大学，又在城里
上了班。二孙子光宗耀祖了呢！你说是不
是那块大红薯助了二孙子一臂之力？敢劈
大红薯的人，这样的人会简单吗？奶奶不
无自豪地说。

在镇被授于“长寿之乡”的典礼上，
坐拥人生最大两位数的奶奶和吴大奶奶应
邀出席。一名镇干部笑着给奶奶和吴大奶
奶一人戴上一朵大红花。奶奶还接受了黑
色话筒的采访。奶奶说：“啥秘方？也没啥
秘方，大鱼大肉那时候吃不上，现在也不
咋吃。我觉得还得感谢那红薯，这一把年
纪真是吃红薯吃出来的。”吴大奶奶指着奶
奶说：“她能吃着红薯，就把儿子给生了下

来，嘻嘻。”奶奶和吴大奶奶说着，都笑
了，笑得没露出一颗牙，倒把红薯颜色的
牙床全露了出来。

冬日里，气吞山河的“引江济淮”工
程对村里大块麦田动了剖腹手术。一条宽
大的深沟匍匐前行。置于沟内的粗大的圆
柱形水泥管道，足能跑辆小四轮车。这
时，奶奶说：“让我去看一眼吧，这稀罕不
见见，死了也不值。”众人一愣，一惊，只
得点头，遂了奶奶的心愿。奶奶坐在轮椅
上望着一地麦田，望着那宽大的深沟和水
泥管道铺成的水泥路，几根白发随风摇
曳。久久奶奶咕哝道：“这多像当年冲开的
红薯沟啊！”还真像当年冲开的红薯沟，我
们咋没想起来呢？众人望着奶奶，感觉奶
奶就是块红薯变的活人。奶奶与红薯，须
臾也不能分割。众人感叹，世事突变，沟
里已不是一嘟噜一嘟噜鲜活的红薯了，沟
里躺着的是一个一个紧密相连的水泥筒
子。筒子是水的通道，能把滚滚长江之水
引到淮河里来，供周边人饮用。

奶奶昏迷了，植物人一样。奶奶大脑严
重萎缩。五叔抖索着手摸着奶奶的头，嗓子
干哑着说，后脑勺明显有一个坑，小黑碗一
样。二姑小心摸去，不禁张大了嘴巴。

奶奶又苏醒了一次，像回光返照。奶
奶咕咕哝哝半天说，她梦见自己被埋进了
院子那口红薯窖里，尖尖的土堆上一夜之
间长出了一根秧苗，红薯苗，这根独苗很
快变粗变大，枝繁叶茂，土堆上很快裂出
了几条沟纹。

一旁的二姑闻听后，把头俯在奶奶的
胸口，抽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

红 薯 歌
□ 许心龙

横贯豫东民权东西、长达百余华里的
黄河故道上，亚洲平原人工造林第一大的

“申甘林带”，茂密的树林里莺歌燕舞；三
万多亩湿地中，荷叶蒲苇上白鹭翻飞；鲲
鹏湖、秋水湖、龙泽湖三大湖泊绵延东
去，一泓碧水滋生沿岸草木向荣。四季如
春的民权黄河故道，是绿的海洋，花的世
界，鸟的天堂，人的游园。

民权境内黄河故道的今天，已不是改
革开放前的五大荒系，更不是 1855年黄河
改道后的沼泽泥滩。而是林茂粮丰的全国
优质棉、优质苹果、优质梨生产基地，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全国生态建设示范
区，是水草林木极为丰盛的国家生态公
园、国家湿地公园。

县域黄河故道标记，是南北相距 20公
里、断断续续的南大堤和北大堤，东西长
50公里。故道面积 100多平方公里，占全
县总面积的十二分之一。故道河床内，蜿
蜒一条引黄支渠青年河。50多年前笔者之
一的儿童时代，因家住故道腹地而常在青
年河两岸剜草拾柴。那时看到的是沙丘起
伏，茅草连片，荆棘丛生。到上世纪八十
年代初，因笔者从事新闻报道而跑遍故道
内的大小村庄，留下印记的是黄沙遮目，
禾稼萧瑟，村民色难。改革开放的 40年，
尤为在新时期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的近10年，黄河故道换了人间。

沿故道腹部青年河两岸，新修两条油
路，西起上游兰考边境的坝窝集，东到民
权境界的吴屯水库东，全长 53公里。它像

一条彩带，把不易通达的黄河故道连接一
体，给各地游客“半日看尽长安花”。沿途
景色美不胜收，既有葡萄、苹果、梨、杏
的芬芳，又有樱花、海棠、腊梅、火炬的
景观；既有麦黍豆谷和瓜果蔬菜的繁茂，又
有鸡鸭牛羊的叫声和耕种机械的轰鸣。沿
途处处是花卉园、杂果园、蔬菜园、游乐园。

被誉为“河南塞罕坝”的申甘林带，
是半个多世纪民权几代人建造的“绿色长
城”。申甘林带西起程庄镇申集村，东至绿
洲办事处甘庄村，绵延东西长 25公里，南
北宽 2—4公里。每年春夏之交，成区成方
的刺槐花开漫天，蜜蜂成群，芳香四溢。
民权县连续4年在申集林场举办槐花节，成
千上万的居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驴友、摄
影者，将一幅幅花白似雪的倩影编入微
信、画册和网站。

申甘林带内水泥小道蜿蜒纵横，景点
乐园鳞次栉比。庄周的“逍遥游”“蝴蝶
梦”题壁入画，江淹的 《别赋》 塑像镌
石。林带内茂密的白杨、刺槐、泡桐、垂
柳及数十种景观树占据主体空间，林下经
济也多姿多彩。有自然放养的鸡鸭鹅羊，
有林下种植的花生、大蒜、油菜、香菇。

在这个广袤的森林世界里，几乎是“晴天
不见太阳，小雨不湿衣裳；狂风不见飞
沙，冰雹不砸瓜秧”。

近几年每逢植树节前后，全县出动十
几万群众，义务植树拉大申甘林带的长和
宽。申甘林带面积超过7万亩，森林覆盖率
79.7%，居全国平原四大人工林之首。申甘
林带已成为黄河故道的生态走廊，2016年
被命名为“国家生态公园”。

今日的黄河，有她的磅礴与雄浑；今日
的黄河故道，有她的润泽与氤氲。民权国家
湿地公园中心，就在黄河故道河床之内，仅
傍申甘林带以南以东。这里顺势而为，沿青
年河和三大水库，建设成面积达 3.5万亩的
茫茫湿地公园，构成豫东平原最大的水系。
这里湿地率高达98.1%，定期栖息3.2万只水
禽，分布着 149种鸟类，其中青头潜鸭、东方
白鹳、大天鹅、小天鹅、灰鹤等国家 I、II类重
点保护鸟类就达27种。

绕湿地公园一遭，有姹紫嫣红的花草
异木，有一望无际的蒲草芦苇；有连连田
叶的千亩荷塘，有方方毗邻的鱼塘龟池；
有色彩斑斓的画廊亭榭，有凸凹坎坷的羊
肠小道；有轻舟游曳的澄清湖水，有燕子

斜飞的滩涂草地。人说江南好风光，故道
湿地赛江南！

沿故道向东迤逦而行，泱泱湿地环绕
着三大湖泊——鲲鹏湖、秋水湖、龙泽
湖。明媚春光之下，水天一色，沙鸥横渡，
白鹭翩翩，鹅鸭鸣叫，水鸟沉浮。全球仅存
的近千只青头潜鸭，这里竟有 186只。鲲鹏
湖以水鸟繁多而显赫，秋水湖以莲花鱼蟹而
出彩，龙泽湖以浩淼澎湃而壮观。

故道变湿地，“引黄”入湖泊。她带来
的绿水青山嬗变成金山银山，她带来的湿
地浅水成为人类之肺。这里荣膺全国生态
建设示范区，全国长寿之乡，又被列入河
南唯一的《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我国历
史文化的发祥地。民权境内的黄河故道
上，曾孕育出千古流芳的贤哲大家，在故
道变迁中更加耀古烁今。故道上游的双塔
寺，屹立着北宋两兄弟宋庠、宋祁双进士
的伟岸塑像。故道向东 25公里，便是南朝
辞赋才子江淹故里。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
盟诸侯于葵丘，则位于龙泽湖北岸的林七
乡。修葺一新的千古哲人庄周之墓，就在
故道下游的唐庄村前，“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文镌其碑。林林总总的
名胜古迹，述说着黄河故道的沧海桑田，
给熙熙攘攘的游客传递着厚重的哲学道德
和诗词歌赋。

版图 1200平方公里、人口 90万的民权
县，黄河故道里的绿色灵韵，渲染了故道外

“金山银山”，故道内外形成巨大的良性循环。

故道之春
□ 王广海 白立公

抒 情

我清晰地记得那些触手可及
的幸福
就在我的唇边，只要我绽放
就能翔飞流光溢彩的姿态，
激情的言语直抒昂扬的情怀
一面红色的党旗植入我的骨
骼
于是，同样的思想深邃，接
驳我与祖国的血管
汩汩流淌，融为一体
我是祖国的一部分，百花园
里的一朵，正要绽放的花蕾
语言茂盛，集结蜜蜂和修辞
衍生的想象在花香中孕化憧
憬
这里是党旗诗的原乡，农村
和城市各有自己的词谱
此时，合并在美丽的一帧上
不是对比，是互相辉映
音符蜿蜒，歌调豪迈，长
城、黄河、长江、泰山
善于推陈出新，在起伏里制
造颤栗
我有一万种花朵绽放的因
素，但并非全部适用
只需要撷取其中一种，就能
簇拥祖国花开绚丽的意象
继续积蓄，等待我一生中逐
次绽开的美丽瞬间

新时代赞歌
姿态飞天，速度奔腾，歌声
嘹亮

祖国的红星高举头顶
岸然的站立，十四亿束光芒
耀集天宇
来路坎坷，前程坦途，一曲
光明的颂歌以春风为弦
弹奏新时代的歌谣
眺望，光彩夺目的祖国
绚烂的百花的色彩，心中藏
着庞然大物
藏着趋向太阳的诗行，巨幅
的画轴上
悬浮着山河的气象，磅礴、
宏大、澎湃，最远的灯盏
是夜空的星辰，打开岁月之
门
让我们荡起双桨，让我们轻
声歌唱
新时代的年轻人有着无穷的
力量
广袤的土地等待着我们的漫
行
复兴的重担由我们鼎扛
带着追逐闪电的信仰，我们
以步履丈量伟策宏图
吟哦丰收，唱响波澜
魅力新时代，我与祖国签下
美好的契约
不后退，不放弃，一往直前
胸怀大江大河的锦绣，读写
繁荣昌盛的人生
词语跨界，诗句育新，拓展
语言的疆域，诠释时代的意
义

红色党旗的赞叹
□ 祝宝玉

（外一首）

学党史 颂党恩 跟党走

三月。
雪花正溢出虬枝。
我说的是百年老梨树上

的。在豫东平原，在宁陵，
清白显现一体，改造着世
界。我的心一直在清白里，
并被清白奴役。我始终做着
一个清白而无嗔恨的人，我
坚守与梨花的誓言。

每一棵梨树都仿佛一只
银瓯。

梨花盈满瓯。
和煦的春风在瓯中提炼

白银，它燃烧着一个可望的

黎明。二十万亩的梨花绽
开，是巨大的静谧，静谧中
函着果实细小的生之搏动。
六十九万宁陵人民因此而变
得幸福而安详，我是六十九
万分之一，在梨花院落中唱
起宛转的赞歌，月色溶溶。
我拿捏着生旦净末丑的角
色，甩起水袖时，有时会落
下甜蜜的泪珠。我在丰饶之
地。

亦是曾经的盐碱、风沙
之地充满了苦涩。

吐露来之不易的芬芳。

又见梨花
□马东旭

春分斜阳唱农耕，
牛马走，
昼夜匀，
寒暑平。
春分云娇水纹静，
玄鸟至，
鱼振鳞，
雷发声。
春分游子足忘情，
梨花白，

芳草绿，
微雨红。
春分人去鸥不惊，
无丝竹，
无晓梦，
无阴晴。
春分紫荆深处行，
酒入心，
心入琴，
琴入松。

春 分
□ 三 耳

万里麦田翻绿波，
一马平川望江河。

不为五岳争奇峰，
稻谷飘香神怡乐。

中原风
□ 王安生

我深情地望着你
给你一张熟悉的脸
你默默地看着我
给我
一颗平静的心
从春风夏雨到秋月冬雪
从青春激情到暮年坦然
我们看着看着笑了
笑着笑着哭啦
不离不弃，朝夕相伴
出门时，互相祝福
回家后，相视问安

你总是记录复制
我每天真实的模样
喜也安然，悲也安然
你的平静，在我心里
像看破红尘的慧眼
我的笑容，在你眼里
如鲜花般绚丽灿烂
分别，更加珍惜生命
重逢，审视自己的改变
把握现在和未来
过好每一天
是你我共同守护的诺言

镜 子
□ 刘全兴

咏侯府壮悔堂
方域少壮虚光阴，
香君相携归旧林。
壮悔堂里悟半生，
著书立说锦绣文。

咏陈家大院
诗礼教化儒陈家，
墨宝传世家风雅。
不苟金玉重重贵，
一袭书香蕴腹华。

诗二首
□ 张庭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