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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程万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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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那天，天亮堂堂的，一场梨花雪
却漫天飞舞，洋洋洒洒。一起学车的女孩，
在朋友圈惊奇地写道：“立春了竟然下雪了，
不知是冬负了雪，还是雪背叛了冬。雪本
是冬的伴，却不顾一切做了春的心上人。”

看了她写的话，我信手就点了赞。因
为她的思考，让我也有了写春雪的灵感。

春雪的妙，在于飘落的姿态。冬雪状
若米粒，冰冷坚硬，寒风里会灿烂弹跳着
落地。冬雪的魅力，在于落地后的渲染，
山川、大地、树木、屋舍，甚至一只闲游的
狗，都被装扮成童话里的风景，迷人的陶
醉会让我们忽略寒风的凛冽。春雪落地
即化，城市更是如此，即使“忽如一夜春
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亦是昙花一
现。故而细观落雪，才是捕捉春雪意趣的
最佳模式。

标题是文章的眼睛。眼睛活了，就会顾
盼生辉。动笔之前，站在 8楼的窗前，我在
为将春雪喻作“舞”梨花，还是“散”梨花纠
结。字典里说“舞”，是按照一定的旋律或
节奏表演姿势。春雪飘落，或玉袖生风，或
笔走游龙，或仙子凌波，或芙蓉斜盼，行云
流水，不循章法，用“舞”，太过循规蹈足，让
雪少了仙气和灵动。“散”就不同，自上而
下，婀娜飘逸。风大了，可以天马行空，风
小了，可以婉转回旋，更具自在和随性。当然，我钟情于

“散”，还缘于小时候看惯了贴在炕头的年画《天女散花》。
一把梨花从云端散下，那是何等的惊艳与浪漫。

这场雪落在冬春之交，单纯地说是对冬的留恋，对春
的期盼都不准确。漫长的冬天，身着臃肿拙笨的棉衣，谁
都想早点看见草色萌动，渴望身轻如燕。故当一场久违的
雪不约而至，心里难免有点喜忧夹杂。可等到雪落过一
阵，走出户外，才发现这雪和那雪是完全的不同。这柔曼
典雅的天水，不仅能滋润大地，催醒万物，还能让你在初春
品咂冬天的余韵，在欲动的春天，看见倾城倾国的梨花
雨。置身雪野，你我都明白了，花不只开在枝头，盛在春
天，还绽放在天上，芬芳在心里。

2020年4月，我上咸阳北塬办事。去的路上，就有开满白
花的梨树，倏忽闪过车窗，要不是有暖风轻拂，绿叶点缀，馨香
扑鼻，我差点以为那是一树忘记消融的积雪。等到爬上塬坡，
梨花一簇簇、一层层，漫天铺开。微风吹来，花瓣片片飘落，蹲
坐在树下，我看到的分明就是一场恣意洒脱的香雪。

雪似梨花开，梨花如雪白。它们以同样的洁白、同样
的迷人，让一段忽冷忽热的日子逸趣横生，充满诗意，难怪
古人今人咏叹不已、感慨不已。

关闭窗扉，别过春雪，我便开始记录这段美好。

□李亚军

西墙外的竹
午后慢慢起了风，风中夹带着雨丝，

杏花和雨一起纷纷落下。杏花雨中，为
春痛惜的时候，我看到风雨梳洗着的竹
子，恢复了鲜绿青亮的模样。忽然觉
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冷落了这片竹子。

从小喜欢背诵一些好听的诗。比
如“宁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其实并
不懂其中深意，却因此对竹子有很大的
敬意和偏爱。高中时在县城读书，跟
风式地爱上了朦胧诗，对好多事物都
充满想象，竟把竹子想象成街上穿绿
裙子的姑娘。可惜，举目四望，总也看
不到它。越是看不到，它就越神秘，越
让自己向往。到南方上大学，在古色
古香的建筑边看到了竹子，感觉它们
好像来自旧时光。我远远地看着，淡
淡地想着，却没有把它与生活中的什么
事情相联系。一晃几十年，北方的竹子
渐渐多了，也不稀罕了。

大约 10年前，整理老家的小院时，
朋友送来一簇竹根，我种在了水井边。
记得就插了七八枝，也没怎么管。几年
后，它们竟然长成密集的一大簇，窜到
四五米高。我看着当然喜欢，当作是家
里的好风水。东隔壁却不高兴了。竹
根从地下窜了过去，从人家的砖头缝里
冒出来，把院子的地面顶坏了。为了息
事宁人，我砍伐了几枝，想着少了枝叶
提供的光能量，地下的生命力会弱一

些。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每次回家都
要给邻家道歉。就在我准备按别人说
的办法给它撒石灰时，传来村子要拆迁
的消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买院子时，前房东特意带我看了院
墙西边的小竹林。那是两栋楼间的一
条人行道，两边种了竹子，已经形成了
一个绿色的甬道。我一心想有院子，顺
势就附和了他说的竹林清幽。没想到，
却为急切地附和付出了更高代价。火
急火燎地买到手后，却有一年多没来看
院子。等我有时间弄院子时，竹子比以
前更高更密，偶尔有朋友来时会对它们
大赞一番。

日子最终是要自己过的。一个人
时，我还发现了不少竹趣。比如每天早
晚小鸟会在竹林里集聚，演奏着四季不
同的曲子。月明星稀的晚上，会看到竹
梢俯仰，晃着星星，拂着月光。感觉细
雨打在竹叶上，传出的声音特别清脆。
发现白雪落在竹叶上，不会结冰，反倒
像是温暖相拥。还有暮春时节，林中冒
出的小笋芽，像一只只翠绿的毛笔，等

着我把它们捡拾回家，书写绿色的文
字。只是那飘落的黄叶，有时让我欢
喜，觉得它们像一片片信笺，等着诗人
题写，有时则会让我生烦，它们在地上，
成了蚂蚁的巢穴，得费力去清扫。

今年第一场春雨下成了。细雨滴
答，竹叶婆娑，竹子又散发着诱人的魅
力。看着它，我想到了读书。关于竹子
的想象我都是从书中得来的，书和竹子
一直鲜亮地藏在我的心底。工作最忙
时，点灯熬夜也要看书，觉得开卷就有
益，哪怕八竿子打不着的书，读着也会
有用。比如，抗疫最紧张时，我常在夜
里两三点看《荷马之旅》，觉得从中能得
到力量和启示。退休了，有了大把的时
间，原想着能好好看书，却发现边看边
忘，什么都记不住。心里感到不踏实
时，会把一本书反复地读、大段地抄，结
果仍不知读到哪里去了。此刻，我忽然
觉得，书就像西墙外的竹子，实际天天
陪伴着我，一刻也没有离开。所读的那
些书，和眼前的竹子一起，共同形成了
我的生活底色。

小 谈 写 文 章
□王永岗

文章是思想的流淌，思考的诉说，情
感的表达。可镌写昨天，书写今天，冀写
明天；可记事叙人，评说时世，以文辅政。

文如其人，彰显的是精神，体现的是
气质内涵。大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透射的是对事物的认知、生活的态度、人
生的阅历、精神的境界；小到专业领域、兴
趣爱好，都可在文章中窥见一斑。

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汇山
河。心正则笔正，好文章上善若水，妙笔
生花有灵气，是正气、智慧、力量的凝结，
是心灵碰撞、思想交流的共鸣。好文章
以道为根、以德为本，潜移默化，润物无
声，启迪人生。

大道至简，简洁不是简单，朴实不代
表无华，简洁朴实的文字往往能够反映事
物本质，直穿人心，道出人生真谛。好文

章，打开心窗说亮话，让人知其然，悟其所
以然，品“诗和远方”的韵味和美感。好文
章应有“四度”：

一是角度。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呈
现给读者。是从现象剖析本质，还是从本
质列举现象；是从大自然的奇妙变化烘托
心情和思绪，还是通过心情思绪渲染大自
然的动静和色彩；是从叙述事件刻画人物
形象和品质，还是从人物的细节描写展现
内心世界；是从事物形态构造说明事物的
特征，还是从概念阐析揭示事物的普遍性
和规律性；是故事人物情节娓娓道来、跌宕
起伏，留下悬念、给人遐想，还是设置伏笔、
渐进渐深、破解谜团、引人入胜……读者对
象也决定了写文章的角度，是写给黄髫少
年的，还是写给耄耋老人的；是写给群众
的，还是写给官员的；是写给上司的，还是

写给下属的……角度各有不同，口气、文风
则不同。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由小到大
或由大到小也是角度。角度准，文章贴切，
入耳入心。

二是高度。高度就是站位，登高望
远。特别是政论性的文章，要让人心领神
会政策方针，心中有方向。高度就是维
度，就是要放开视野，有层次感，有宏观、
中观、微观，有领域、行业，有群体、个体。
高度是一种情怀，小文章，大情怀，填膺的
是国家、民族、单位，是初心永驻、使命所
向，使人醍醐灌顶、精神振奋、境界提升。
有高度不是让人感觉费劲、够不着，不是
说大话套话虚话，是让人看了就明白，通
过努力能做到，这样的高度才是真高度。

三是深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深度是厚度和积淀，文章有厚度才有质

感，有积淀才耐人寻味。要有深度，需深
度思考，观点正确鲜明，不云山雾绕、模棱
两可，要论据充足，有数据、摆事实，博古
通今讲故事，通俗易懂，透彻心扉。要有
深度，需环环相扣有逻辑，剥茧抽丝至大
道。要有深度，需知事、明理、识势，洞若
观火有思想，入木三分有见解。有见解需
有见识，见多识广，是知识的汲取、阅历的
累积，一切源于常学常思。

四是温度。温度是心灵的慰藉，瑞
雪盖不住腊梅，良言一句三冬暖。温度
以感情浇灌，有感情的文字才有温度，或
如春风沐浴、煦日阳光，或如汹涌澎湃、
浪遏飞舟，或如风驰电掣、滂沱大雨，或
如夜色静谧、溪水潺潺……有真情，才有
实感，用真情、有激情，才能写出有精气
神的文章。

闲坐黄灯下，独品紫阳茶。

望月思绪飞，低头笔端发。

顽疫再作弄，陋室可抵它。

春风八万里，翌日观桃花。

□春草

疫中茶思

像绿色颜料瓶被撞倒了，

泼在铺开的宣纸上。

在绿色的瞳仁里，

世界被涂上了一层生命的颜色。

在这里，

空气是绿的，

太阳是绿的，

连鸟叫也带着绿韵。

当我用虔诚，

轻轻将你捧起，

指缝间，

挂上了一道道绿的瀑布，

手指端，

长出了一颗颗绿的蓓蕾……

□韩晶

绿

对面的房间里

春色荡漾

瓶子里的迎春花金黄诱人

避开繁华

酿出幽静的酒香

在夜里沉醉

还好，在月亮升起的前一刻

我按住了内心的躁动

静坐桌旁，无关风月多妖娆

□郭晓芹

诱人的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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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雨，在清明的风中
□陈嘉瑞

“碧沼荷钱小叶圆，眼前芍药恣连颠。
清明已过三春候，谷雨初晴四月天。”农历
的二十四节气中，清明的文学色彩最浓。
千百年来，诗雨词霖，穿越岁月的烟岚，在
清明的枝头凝结成一个个醒嫩的春天。

“风落梨花雪满庭，今年又是一清
明。游丝到地终无意，芳草连天若有情。”
春分已到，大地泛青，草木萌动，云淡风
轻，空气洁净。经过了一冬的严寒，人们
即将迎来一年中最美好的清明时节。微
风掠过，草儿们醒了，细雨飘去，花儿们开
了。正是云薄雾轻，花深柳暗。清明时
节，醉人的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沾衣
欲湿”之杏花雨。瞿佑的《清明即事》，几
笔就画出了暮春三月的乡间图景。

黄庭坚的《清明》诗说：“佳节清明桃
李笑”“雨足郊原草木柔”。清明时节，北
方是“草色遥看近却无”，南国已然是桃李
芬芳柳丝舞了。陈子龙的《清明》诗说：

“江南烟雨画屏中，半镜斜窗弄小红。燕
子不来楼阁迥，柳丝今日向东风。”烟雨滋
润，春风相邀，经冬的柳枝内碧血涌动，腰
柔枝软，缕缕随风翩跹舞。苏东坡有《虞
美人》词：“深深庭院清明过。桃李初红
破。柳丝搭在玉阑干，帘外潇潇微雨、做
轻寒。”朝阳夕阴，微雨又无，向暖之际，轻
寒悄涌，庭院深深，桃李初破。惊赞一个

“破”字，让清明之境界全出。
尤是清明雨，叫人情结深深。暮春时

节，田野青青，雨丝亮亮，风过雨来，风去
雨走。如秦少游所言，清明的雨，“破暖轻
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雨飘零，人空
忆。“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籍。红粉
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稼轩的清
明心情，伴风着雨，无说处，闲愁极，唯有
空相忆了。清明，连着雨，雨又连着心。
吴文英在他的《春园》里就是“听风听雨过
清明”的。在他眼里，“楼前绿暗分携路，

一丝柳、一寸柔情。”雨而心，心而思，思而
祭。清明时分，常常是人们祭祀祖先的时
节。而不期而至的清明雨，又常常会打湿
人们心祭的翅膀。“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
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
红杜鹃。”高翥的笔下，雨和泪血、丹染杜
鹃、清明，寄托着深深的哀思。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中曰：“高田
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桃奇满村
春似锦，踏歌椎鼓过清明。”可知清明祭祀
祖先之外，椎鼓咏歌，也是过节一景。春
之景给人以生之悟，春之色给人以美之
悦，故而清明最是郊游、踏青的好时节。
顾非熊有《长安清明言怀》诗：“明时帝里
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
啭，万家车马雨初晴。”可知唐代长安，就
有逐人郊外踏青习俗了。万家车马，九陌
芳菲，显春事之隆，见从者之众。而到了
宋朝，踏青规模更显空前。吴惟信有《苏

堤清明即事》：“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
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
流莺。”使人犹见桃红柳绿、万人空巷的寻
春场景。除此之外，清明还有踢球、射柳、
放风筝、荡秋千习俗。韦庄有诗：“满街杨
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帘花
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写的就是清明佳
丽迷人的荡秋千场景。

清明出门，风是嫩的，空气是潮的，满
眼是惺忪的春意，满耳是紫燕的呢喃。草
尖在雨霏中探头，杨柳在醺风里醉软。“池
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
絮轻。”晏殊踏青，醉心的是梨花飘落，柳
絮轻舞。程颢更是放浪，“兴逐乱红穿柳
巷，困临流水坐苔矶。莫辞盏酒十分劝，
只恐风花一片飞。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
游衍莫忘归。”而对于羁旅他乡的人们来
说，清明时只能遥寄游子的祈祷与思念
了。“自叹清明在远方，桐花覆水葛溪长。
家人定是持新火，点作孤灯照洞房。”这年
唐人权德舆远次弋阳，清明的跃动中，又
难掩心底的孤寂与惆怅。

清明，浸入文人的骨髓中。
诗意，在清明的三月饱和、挥发，一

抻，就是一串串诗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