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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并不如烟

文史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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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和别人谈到故乡这个

话题。 故乡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十
分沉重的话题。

我出生在新疆的和布克草原，
如果说出生地即为故乡，我的故乡
应该在那里。 然而，12 岁就回到了
我的老家陕南的汉江边上，这个对
于我的草原故乡还处于一种懵懂
的认知。 而作为正统的观念，老家
是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 是我的
根，应该是我的故乡吧？

后来，我在汉江边上生活了四
十年， 自己也把这里当成了故乡。
四十年里，大部分时间在搜集整理
老家的历史文化，比土生土长的乡
亲们更了解老家的历史文化 。 然
而，在梦境中往往是新疆辽阔的草
原，可待在一起的人是陕南老家的
人 ，或者在汉江上航行 ，同行的人
却是小时候新疆的伙伴。 有时候梦
里的汉江河流淌到和布克草原的
深处，而草原上的骏马却奔驰在陕
南的崇山峻岭中。 北疆与陕南，层
层叠叠，交织的难舍难分。 这种重
叠的梦境 ，常常折磨我 ，在午夜梦
回中令我不知所措。

一个是北疆的和布克草原，一
个是南方的大巴山区；一个在西北
之北 ，一个西北之南 ；一个地方冬
天白雪皑皑，一个地方冬天也常常
是烟雨蒙蒙。 无论是环境气候还是
地形地貌， 似乎都风马牛不相及。
然而生活在秦巴山区的青山绿水
之间，时不时地勾起对生我养我的
那片草原的记忆，常常令我生发出
“欲问孤鸿向何处， 不知身世自悠
悠”的感慨。

真的，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度过的。 有时候，真的
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或者我的故乡是印
象中的叠加。 是北方草原和南方山地的叠加，是呼
啸的北风和南方的烟雨朦胧的叠加，是挺拔的胡杨
树和漫山开遍的映山红的叠加。

在老家，常常和这里的人不一样。 我一年四季
都敞开衣服，很少扣上扣子，这是由于我小时候吹
惯了北风。 对南方和风细雨的一种反抗。 我身上常
常长着类似青春痘的小豆豆， 这些疙疙瘩瘩的，是
我习惯了北方的干燥，而南方的潮润便惩罚我的不
驯服。 害得我常常去医院看湿疹。 还有语言，在新疆
讲普通话，回到陕南四十年，被老家的方言同化，最
后即讲不好普通话，也讲不来老家话，有些不伦不
类了。

比身体和生活上的不适应更加严重的是，我的
灵魂总是游荡在遥远的和布克草原。 扎根在童年的
小屋里。 烦躁的时候，我会想想草原上的蓝天白云，
心情就慢慢地风轻云淡了。 我喜欢唱歌，草原上的

酒歌，特别是刀郎的歌，似乎想从歌声中
找回那一抹乡愁。 每当唱到”天边归雁披
残霞，乡关在何方？ ”时，我的眼睛总是潮
湿了。

女儿出生在陕南老家， 上大学前很
少离开过老家， 对新疆， 对草原全无感
觉。 对这种草原情结也很不理解。 高考填
报志愿时，我说报新疆的大学吧？ 她对着
地图一看，轻声说：好狠心啊！ 那一瞬间
我想哭。 女儿是说那里太远了。 也是，这
么远的路，让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去求学，
实在不近人情。 我只好顺她的意填报了
邻省的一所大学。

女儿说你喜欢草原， 经常去看看不
就行了吗？ 可真是这样吗？ 人到中年，生
活工作的繁忙绝不允许我经常去看看 。
何况年过半百，岁月已磨平了的激情，外
面的世界再精彩，也不会说走就走吧？ 去
一个地方看一看， 和在一个地方生活一
段时间，两者的差别是何其大？ 看一看，
能够来一丝喜悦，而在一个地方生活，才
会有岁月的温度， 才会有难以割舍的情
感。

为了那一丝的安慰， 我也努力去经常
看看。 每隔几年，总会回一次新疆，回一次
和布克草原。 然而，几十个春夏秋冬之后，
故乡离我越来越远。早些年，回到童年生活
的地方，虽然街道改变了，很多人也不认识
了， 但一些地方总顽强地留存着旧址或旧
物，能抓住那些破碎的“旧物”，就能保持记
忆，心里就会踏实，至少，我是有故乡的。 后
来，故乡的变化越来越大，几乎已经找不到
记忆重叠的地方。

最近一次回故乡，在和布克街头，和
别人谈论这里原来有一个电影院， 我站
立的地方应该是电影院的后墙。 一位老
者说，后墙还在你前面几米处，你站的地

方还不是后墙。 老人在这里生活了 60 多年，他的话
大家都信服。 相互攀谈，知道他居然是父亲的战友。
老者问我住在哪，我指了指对面的宾馆说，就住那。
老人黯然。 似乎自言自语说：嗯，你二姨也不在了。
二姨已去世，姨父搬到了乌鲁木齐，表弟和表妹也
在其他地方工作，我在这里已没有亲人，也只能去
住宾馆。 那一刻，突然很伤感，一个人回了故乡，连
家都没有？ 还算是故乡吗？ 更要命的是，在陕南生活
了几十年，已不太适应这里的气候，没有到送暖气
的时候，半夜醒来，竟然感觉到冷，有些罗衾不耐五
更寒。 更感叹“梦里不知身是客”。

那一刻，很想念女儿。 女儿是陕南小城里土生
土长，上大学前一直生活在那里，和我不一样，她应
该是有故乡的人。 这又让我想起“欲问孤鸿向何处，
不知身世自悠悠”的诗句。 虽然有些凄凉的感叹，但
我还是很羡慕她。 至少，她是有故乡，有乡愁的人，
至少回来了，还有家，还有老父的等待和盼望的目
光。 很多时候，故乡，乡愁，就是那些化不开的亲情。

王庭德书友会入选全国文
学志愿服务重点扶持项目

本报讯 （记者 梁真鹏）4 月 18 日，从中
国作家协会获悉，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
于近日公布了 2022 年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
重点扶持项目名单，分为“喜迎党的二十大”
主题专项、“文学志愿服务进基层” 主题专
项，全省仅两个入选项目，王庭德书友会入
选“文学志愿服务进基层”主题专项名单。

据了解，本次公布名单经文学志愿服务
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评审小组论证，并报请
批准，确定 35 个项目入选 2022 年文学志愿
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

姜华荣膺中国诗歌学会年
度优秀会员称号

本报讯(记者 梁真鹏) 近日，从中国诗
歌学会公示表彰的 2021 年度优秀会员名单
中，我市实力诗人姜华名列其中，他也是我
市唯一获此荣誉的诗人。

姜华是安康诗坛近年崛起的高产诗人，
他以年发表作品数量大、质量高、获奖多而
引起省内外诗界注目。 其诗歌立意高远，思
想深邃，语言奇崛，意像斑斓，底层关怀而广
受好评。

姜华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

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主席。 其近年来先后荣
获首届 “十佳网络诗人”、 陕西文学奖诗歌
奖、“五个一工程奖”、杜甫诗歌奖、李白诗歌
奖、海子诗歌奖、鲁藜诗歌奖。 在《诗刊》《十
月》《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国内外报刊发
表诗歌等 8000 余件，获奖 300 余次，作品被
收入 200 余种选本。 出版诗集《右臂上的胎
记》等七部。

书香茶香文化惠长安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澄）春到平利，来到

硒茶小镇平利县长安镇品茶香书香。 在中国
平利绞股蓝博览馆， 高达 1 米多的实物标
本、精美图片、生动文字、美丽影像完整呈现
绞股蓝 600 余年发展历史，让“福音草”绞股
蓝走进大众视野，寓教于乐，让人们熟知绞
股蓝的前世今生。

从绞股蓝博览馆出来，微风徐徐，田珍
茶业研学实践教育基地里陈陈茶香沁人心
脾。 漫步于此，感受美丽乡村山水茶香间的
浪漫，品香茗、铭乡愁、悟文化。 往前走，路边
亮闪闪的党报阅报栏，看着当天的《人民日
报》《陕西日报》《安康日报》,让人驻足细阅。
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融“社会文化、茶乡
旅游、基础建设”为一体，持续开展形式多样
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
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打造硒茶小镇、书香胜
地。 实现了“镇上有场所、村村有书屋”的目

标，形成了“文化活动人人参与、文化成果人
人共享”的喜人局面。

神河镇掀起爱国主义读书热潮

本报讯（通讯员 梁长安）浓浓书声进校
园，浓浓书香润心田。 4月 6日，旬阳市神河镇
中心学校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以“永远跟
党走，奋斗新征程”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读
书活动启动仪式。 本次读书活动的启动，激发
了师生爱国主义读书热潮，厚植了师生家国情
怀，有力推进了全镇书香校园建设。

启动仪式上，该校向全体师生发出“多读
书，读好书，好读书”的读书倡议，倡导师生积
极阅读“永远跟党走，奋斗新征程”为主的系列
爱国读本。 全体师生通过阅读提升品味，养成
阅读中思考的好习惯。全体师生集体诵读经典
对白《我读书、我快乐、我智慧》，用琅琅书声拉
开了本次主题教育读书活动大幕。

据了解，该校本次主题教育读书活动持
续三个月，分为准备、实施、总结三个阶段，
分别开展 “六个一读书活动”；“我为父母借
本书活动”；“分年级读书比赛活动” 三项活
动，激发读书兴趣，培养读书习惯，扎实有序
推进主题读书活动。

人间最美四月天，正是春茶上市时。 清明
节刚过， 我就收到了岚皋县一茶企寄来的两
包手工茶时， 急切拿出茶叶审评杯碗等器具
进行一番审评，先是赏茶观色，只见茶品外形
细嫩卷曲，披毫隐绿，匀整；开始冲泡后，汤色
嫩绿明亮；捧杯闻香，清花香显；再用小勺子
舀茶盅，细致品尝，滋味清爽、鲜醇；经过三轮
后，倒出叶片，见到瓷盘内叶底嫩绿明亮，芽
叶成朵，状态鲜活。 茶品工艺精湛，品质优异，
内质表现佳，特色突出，达到了五星名茶品质
标准。

作为国家级茶叶审评技师的我， 为何对
岚皋县茶叶评价如此之高呢？ 说起来真有一
段依依不舍的情缘。

岚皋县，位于陕西秦岭之南大巴山北麓，
本县地处巴山老林，而山林中的雾气是“岚”，
境内有一条 “岚河”， 唐代诗人王维有诗曰：
“瀑布杉松常带雨，夕阳彩翠忽成岚”；水边的
高地是“皋”，两字合起来便是“岚皋”。

山高水长的岚皋，还是茶叶原生态产地。
虽然茶园面积不大， 茶叶发展还很落后。 但
是，当地出产的原生态龙安碧旋茶，早在道光
年间已作为进京贡品。 多年来，县上重视发展
茶产业时，陆续发现出一批古老的茶树种群，
就像散落在荒山野洼里的绿色 “摇钱树 ”。
2019 年 11 月 18 日，我们应县政府邀请，前去
岚皋指导茶叶生产， 并且专程考察当地有代

表性的古茶树。
秋阳高照，凉风扑面而来。 双脚踏行在松

软的泥土上，手拄木棍棒，与大家一起钻进一
道深沟壑， 又跋山涉水来到了两山夹一沟的
一面山坡上，尽管已是深秋，山岭沟坡一片萧
条。 但老远就可看到一丛丛古老茶树，静悄悄
地生息着。 这就是蔺河镇茶园里头发现的数
十棵古茶树，是在一大片荆棘灌木、竹子丛生
的陡峭荒林中，古茶树野蛮生长，缠绕穿插，
盘虬古朴，稀罕茂盛。 我们看到的大都是从蔸
上生发出的 12 株，直径超过 10 厘米的就有 3
株，如碗口粗，最小株径也在 3—5 厘米以上，
树干或穿插、 或弯曲或缠绕或直立， 自然撑
起，可供三四人遮阴。 枝繁叶茂的树枝开张向
上，树冠上的老叶子质厚较硬脆，叶色墨绿，
大有顽强的生命之感，给人一种只报春来，不
争秋色的诗意印象。

我想起了唐朝陆羽《茶经·一字源》中说
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其巴山峡川有
两人合抱者……”又在 《茶经·八之出 》中说
道：“山南，金州、梁州又下”，这《茶经》中的记
载与我们今天在岚皋县实地勘察的情形十分
吻合。 此时此刻， 县上茶叶站长彭仁军介绍
说，类似这样茶树，在这片山野和别处山头已
经发现了二三十株， 他还不时打开手机视屏
让我查看。

我提出， 岚皋县古茶树是目前陕西境内

继紫阳、 南郑之后发现的最大最古老最成片
的茶树林。 像这群体种茶树生长极为缓慢，一
般生长到百年之后， 或自然衰老枯竭或遭到
人为破坏， 但在此地能发现幸存树龄 300 年
左右的古茶树， 实属不易， 而且生长环境优
良。 眼下，这些古茶树又不能过度开采，也不
可图观赏方便， 盲目进行移植， 亟待加强保
护， 这对于研究陕南巴蜀茶史具有极其重要
的佐证价值。

岚皋县属于巴蜀老茶区，气候、土壤、栽
培品种可与著名茶乡紫阳县一样。 据县上茶
叶专业人员介绍：上个世纪 1985 年，他们就
研制出了巴山碧螺，亦称“龙安碧旋”，在县上
龙安寨一带，茶品外形系螺状烘炒绿茶，采摘
一芽一二叶。 制作关键在于两步做形的手法，
第一步单手半旋转翻炒， 使茶条弯曲似虾钩
状；第二步双手掀推滚炒，使茶条紧卷呈螺旋
颗粒状，再用竹制烘笼烘干。 制成后要达到外
形卷曲，黄绿显毫，栗香持久，汤色黄绿明亮，
滋味醇厚，叶底嫩绿鲜亮，一时成了全市名优
茶珍品。 县上再次研制出巴山芙蓉，也被称为
翠绿菊茶，是一种菊花状烘炒绿茶。 其品质特
点：黄绿显毫，滋味鲜醇，汤色浅绿明亮，叶底
显芽匀整，似花绽放，让爱茶人如痴如醉。

从岚皋归回后，我一直在耐心等待着。 细
品饮后，沁人心脾，赛过活神仙，一时大有“若
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的浩叹！

七

时光流向 2017 年， 又是一年芳草绿，我
携家人再次走进紫阳城， 这次接待我们的战
友直接把我们带到了文笔山公园。 他开始说
爬文笔山， 我并未在意， 公园对我吸引力不
大，全国好些地方的公园都转过，难免大同小
异，有种视觉疲劳。 何况我从呱呱坠地就与大
山为伍，在故乡 18 年的青葱岁月中，早起开
门见山， 出门就要爬山， 那种苦与累感触太
深。 对爬山实在兴味索然。 战友见我情绪不
高， 就说文笔山公园可是紫阳置县五百多年
建起的第一个公园，不仅是紫阳人的骄傲，且
具有明显的本土特色，完全值得一游，你去看
看就知道了。 好吧，既然盛情难却，那就客随
主便。

车过公路桥， 沿岚紫路拐了几个弯来到
一停车场停下， 下车后就是沿伸到山上的台
阶。 进入诚信广场，闯入眼帘的便是高大的铜
质紫阳真人塑像。 陪同的战友介绍说，塑像总
高度 15.12 米，取紫阳县 1512 年置县的寓意。
我内心不禁一震，一座塑像，便为文笔山公园
乃至紫阳这座城点了题，妙啊！ 那一级级向上
沿伸到山顶的台阶呢？ 莫非就是为紫阳这座
山城的特点及紫阳人民顽强拼搏、 勇攀高峰
的精神作的序？ 看到公园那葱茏茂密的树木、
葳蕤繁盛的花草与县城周边的青山绿水遥相
呼应， 我想那应该就是为紫阳这个山水之城
和 “南水北调重要水源涵养地及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写下的精彩篇章了吧！

沿台阶往上攀登， 那一个个分列台阶两
旁的十二生肖雕像，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 雕
像神态各异，却都栩栩如生。 当我走到那匹马
的雕像旁，便觉十分的亲切，因为马就是我的
属相。 看到它昂首向前的模样，如我登山的姿
势一般，我便成了那匹“不用扬鞭自奋蹄”的
马了。 我澎湃的思绪继续飞扬，心想莫非设计
者考虑到紫阳 26 万人民为建设美好家园都
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又不可能把每个人的雕
像摆放到这个景点中，便想出如此妙招，让每
个人从属相对应的雕像中就能看到自己的影

子呢？ 因不知设计者是谁，这个问题便没法找
到答案。 不过没答案也许就是最好的答案，让
游人们如我般自己去猜去想也不失雅事一
桩。

到了山顶便是一座巍峨耸立的楼阁，名
曰“紫阳阁”，阁高五层，雄踞山巅，飞檐翘角，
雕梁画栋，举目仰望，气势冲天。 “壮观”二字
不由自主就从我嘴中脱口而出，虽词不惊艳，
却自觉贴切，也算为阁做了发自肺腑的点评。
阁内陈列着一幅幅精美的摄影作品， 看姓名
均出自紫阳本土摄影家之手， 这些同乡我从
未见过面，但他们的摄影作品我在“紫阳人社
区”网络论坛上经常看到，一个个都是摄影达
人。 他们用一双双捕捉美的眼睛将紫阳的风
土人情定格到相机屏幕上， 展示在这个阁楼
中， 使游人登楼便能将紫阳民俗风情一览无
余。 一栋楼， 便是一个小小的民俗图片博物
馆。 建造者考虑周全，设计者构思巧妙。 从中
可看出紫阳人用心、用情、用所有才思，打造
出了这一标志性的楼阁。

登楼到沿廊举目四望， 但见山青青苍茫
辽阔，云悠悠轻锁山巅，水碧碧波平如镜，楼
巍巍鳞次栉比。 那山因水而灵动，水亦因山而
鲜活，城则因山而雄浑、因水而润泽。 铁路桥、
公路桥如卧波长虹，连起了县城南北，远山深
处点点白墙黛瓦的民居或聚或散， 如鹭栖山
林、雁翔蓝天。 一幅优美的山水画卷就这样展
示在我的面前。 看来紫阳这“汉江画廊”的称
号绝非浪得虚名。

以前我眼中的紫阳城是山压城、水挤城，
城是月牙形一条线； 现在的紫阳城则是山托
城、水依城，城是半月形的一大片。 紫阳城，终
于蜕变为我心中企盼的样子。 一种自豪感如
真气在我心中升腾了起来。 其实真正该自豪
的应是几十万紫阳儿女， 是他们用热血和汗
水在年复一年的默默耕耘中让紫阳城一天天
改变了模样。 我这个对故乡寸功未立的游子
只不过自豪着他们的自豪、 快乐着他们的快
乐罢了。

随行的女士们从不同角度摆出优雅的造
型，或自拍，或合影。 我们几个不爱照相的大

老爷们受女士们的情绪感染， 更被优美的风
景陶醉，也加入她们的行列，以多种排列组合
的方式， 将自己定格到紫阳这片灵山秀水的
美景中。

离开公园返回城中， 随意漫步在紫阳城
的大街小巷， 我第一次认真观察这座被我多
年前光顾过，驻足过，却忽略过的小城。 走进
那窄窄的街道、那幽深的小巷，发现那些从外
面看挤暖暖般一栋挨一栋、 一栋骑一栋的建
筑，内里自有乾坤，每栋楼都在自己合适的位
置安放着。 虽然楼与楼之间朝向、距离毫无章
法可寻，像一口不规则的牙，却似谦谦君子，
彼此都能礼貌地留出一条条小道、 一个个深
巷，让风自由穿梭，让人自由行走，让鸟儿自
由飞翔。 许多楼房靠沿着大道修建出一级级
沿坡而上或顺坡而下的台阶连通到单元门
口。 路亦左弯右绕，将一栋栋楼、一个个院串
联或并联起来，路上的行人、车辆电流似的让
一座城也鲜亮了起来、活泛了起来。

奇妙的是城小，路窄，人多，车稠，却不堵
车。 问战友原因何在，他一语破天机，原来交
通管理者很聪明，县城反正不大，主街只让车
辆沿逆时针方向单行， 一辆跟着一辆的后面
转，就没有了迎头碰面的机会，就少了堵车与
剐蹭的概率。

走进广场，视野顿时开阔。 广场亦具紫阳
山城特色， 它是从斜坡用钢筋混凝土支柱凌
空托起的一座根依尘埃体悬空的广场。 一座
广场，展示了山城逼窄中的大视野、局促中的
大气象。 与文笔山公园遥相呼应，互为补充，
相得益彰。 成为人们强身健体、交朋会友、赏
景悦心的好去处。 广场用本地出产的板石铺
就，井字格般，铺排有序，组合成一张硕大的
“稿纸”，任由一双双形态各异、材质有别、大
小不等的鞋在上面书写出或豪放、或婉约、或
朦胧的“诗”。 此时，广场上散步的、闲聊的、放
风筝的、如我般旅游的人们，都在享受着休闲
的时光，一片祥和景象。 广场的下面也开发得
恰到好处，建成了商场、街道、停车场，可谓综
合利用，一举数得。

（连载之三）

四、姚贾诗风

隋唐时期，一大批诗人、士大夫、谪官来安康为
官或旅居。 他们在治理州郡的同时，写下了许多山
水田园诗篇，尤以姚贾诗风最甚，成为安康文学的
经典，也为唐诗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

安康唐代诗歌创作发轫于当地士大夫和文人。
据位于今旬阳县关口镇禹穴的唐代 《黄土摩崖刻
石》记载，开元十七年（729），因黄土县禹穴前的桂花
不合时令的提前开放，惹得四方文人雅士和社会名
流前往观赏。 于是一场“兰亭聚会”油然而生，或司
马、或县令、或县丞、或县尉，以“桂花”为主题，或五
言，或七言，共创作了十多首山水田园诗句。 最后黄
土县令等推荐其中一人以文记之， 并镌之于石，以
流芳后世。

安康唐代诗歌创作成就于以姚合为代表的旅
居诗人。据记载，大和六年（832），姚合由户部员外郎
授金州刺史。 虽在金州“不满岁” ，但先后创作了

《金州书事寄山中旧交》《题金州西园》《金州送僧皎
然》 等诗歌几十首，“相对于姚合所有的诗歌总数，
约占其中的十分之一。 从时间比重上看，这段时间
是姚合创作的又一个高产期。 ” 由于姚合“试而能
诗，声振辇下……学诗者望门而趋，若奔洙泗然” ，
吸引当时贾岛、无可、马戴、喻凫等众多诗人关注，
留下大量著名诗文。 他们都是“姚贾诗派”的代表性
人物，诗风表现了官僚士大夫的娴雅情趣和亦官亦
隐的“吏隐”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安康唐代诗歌创作助推于隐士和谪官。 如：玄
宗时期，盛唐名儒、与孟浩然、王昌龄、祖咏、王维齐
名的刘眘虚，因“在京求识面者无虚日，眘虚为逃尘
扰，也为了养疴，遂避地居于金州，徜徉山水。 ” 此
外，张九皋、苗晋卿、李候、张仲方、李正辞、窦易直、
牛蔚等“京官”贬谪金州期间，借助诗文寄情山水、
歌物咏志、抒发感情，不少作品收录入《全唐诗》，成
为经典。

（连载之四）

岚皋古茶香味醇
□ 韩星海

朦胧的城，清晰的城
□ 刘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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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总是让人百感交集。
放眼望去，山峦起伏，燕子如期北迁。 被洗劫的

大地像历史的天空，又翻回初页。 金灿灿的油菜花，
粉嘟嘟的桃花 、杏花 ，白生生的梨花 ，红艳艳的杜
鹃，紫盈盈的豆荚花……花期一波接着一波，你无
须担心错过什么。 走在田间地头，似乎能听到麦苗
在春雨的滋润下奋力拔节的声音。 万千植物带着泥
土的芳香竞相生长， 春的气息就这样铺天盖地、徐
徐而来。

在山水之间穿行，听风吹，看草动，闻鸟鸣，嗅
花香。 牛羊在山间低头慢慢吃草，春耕的人们在田
间欢快劳作，天真的孩童迈着小脚趔趄学步，远处
一群少年在空旷地带恣意奔跑，比赛谁的风筝飞得
高……以及那些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农家小院，和
飘洒的春雨糅合在一起，构成一幅现代版的《富春
山居图》。

临山静坐，观日影飞去。 远山轻烟若无。 一些淡
淡的念想浮上心头。 关于美、爱，或自由，撑起延绵
不定、忽低忽高的日子，一天天，一年年，细碎作响。
年年岁岁，春花常有，看花的心，却不常有。

花开过于盛大灿烂，脑子便不由蹦出“繁华一
梦”四个字，予人一种悲怆沉郁的感受 。 想起 《入
殓师 》里大提琴悠扬悱恻的曲调 ；想起父亲 ，他
高大健硕的躯体在与病魔抗争四个多月后 ，终
于形销骨立 、油尽灯枯 。那是立春一周后的日子，
春天正走在路上。 从此骨血碎，碾成山川，思念成
殇。 一些蓄积的泪水，忍了很久，每逢春天便破堤盈
眶。

行走世间， 只要一息尚存总会有很多心念，像
大海上的波浪层出不穷。 有时浪大浪急，有时浪平
浪静，但永远浪奔浪涌。 我们的人生就在种种心念
的主导下浮浮沉沉。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一念成

佛，一念成魔。 为物役、为情役、为名役等等，使心成
了自己的牢狱。

之前，总以为人生最难翻越的高山是生活。 现
在觉得，比生活更难翻越的其实是人心这座山。 正
如有人说，现实的问题不是问题，对问题的态度才
是问题。 因为转念之间，可能就乾坤翻转。 殊不知，
最难的就是“转”字。 “转”不是顿悟，不是放下屠刀
就能立地成佛；“转”是翻山越岭的艰辛和漫长的斡
旋过程。

近日多次走进终南山的古刹禅院，聆听晨钟暮
鼓，闻着袅袅香火，脑子好像被清空一样，心中升起
浓浓的禅意，似乎尘世间所有的喧嚣顷刻被关在山
谷之外。 于是，不由自主钟情起禅房深处那份如水
的清幽与素静，仰慕那些修得云水禅心的隐者与高
僧。 随行的朋友说我这是消极遁世，不是真正地放
下。 真正清醒的人生，一定是懂得迎难而上的。 哪怕
困难再大，依然会选择竭尽全力去面对。 时间最公
允，每份付出都有回报。 当下最关键的，应是停止多
余且无用的焦虑， 把关注点放在对过程的把握上，
让自己以最好的状态做好眼前的事，这样一切才会
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人要做到知行合一要有多难啊！ 终南山
下，弥陀寺里的古玉兰昂首挺立，静默，千年不朽，
在光阴里诉说衷肠。 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
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絮，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
厚重，更沉稳。 时光且长，何惧风雨？ 佛说，有些人，
有些事，得到了，得不到，都是岁月慈悲的念，无须
感叹，无须怨怼。 心若静了，则满世界的嘈杂都可以
看作是生命盛大的欢喜。

春天的仁爱，便是一树树的花开，直到华枝尽
满。 唯有爱，无敌于天地间。 门心皆花，物我同春，才
是人生好时节。

隋唐时期的安康
□ 谭波才 何媛媛

春天的仁爱
□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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