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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人间四月天，雨水纷纷，草木
葱茏，槐花雪白，牡丹绚丽，桑葚紫了，樱
桃红了……一派丰饶清丽的五月盛景
展现在我们眼前。
五月，承上启下，青果盈枝。 五月是
春天的收尾。 繁华落尽，绿肥红瘦，春天
带着缠绵，一步三回头，被风吹送很远
很远。 夏携着有些烫手的热气登临，呼
风唤雨，显露出王者之气。 它一抬手，万
物呼啦啦生长拔节，城里乡下，大团大
团的浅绿、黄绿、墨绿、翠绿纷纷绽放，摇
曳生姿，把村庄、道路、河流掩映在绿的
世界里。 花朵枯萎衰败，青果露出羞涩。
一树一树的桃儿、柚子、青梅抢占枝头，
如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 推推搡搡，吵
吵闹闹，生动了乡村的田野。
五月，舒适清爽，喜气盈门。 五月摆
脱了春的缱绻，不再儿女情长，显露出
一种人生大格局。 它就是一个身怀梦想
的少女，即将挥别母亲，离别故乡，前往
更加辽阔的世界。 天空蔚蓝，溪水欢唱，
群山披翠，禾苗青青，在风中吟诵唐诗
宋词，把五月的佳节一一读出来。
五月有劳动节、青年节、母亲节，歌
唱辛勤劳作的劳动者，赞美朝气蓬勃的

五月
赞歌
■ 王晓阳

青年人，讴歌含辛茹苦的母亲，不忘恩
情，永续前进，意气风发。“
五一”长假，人
们纷纷外出踏青，赏花摘果，游览山水。
有的特意乘车抵达乡下，怀着感恩，带着
礼物，与父母叙旧，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幸
福的劳动节，或者带着儿女种菜种花，培
养劳动习惯和情怀，体会劳动是健身之
本、生活之需、幸福之源，种下一颗热爱
劳动、孝敬长辈的劳动种子，传承劳动光
荣、懒惰可耻的良好家风。

五月，虚怀如谷，锐意盈身。 五月是
谦虚的、内敛的，不张扬、不虚荣。青果坐
在枝头修行， 目光澄澈， 吸收着天地灵
气，向往着丰收金秋，已捧出对大地母亲
的热爱。 茉莉、栀子、杜鹃接过春天的接
力棒，静悄悄地开放，没有春花的争奇斗
艳，没有冬花的冷若冰霜，也没有秋花的
哀伤长叹，在清浅的时光中装扮大地，美
丽家园。 五月是进取的、向上的。 可谓千
帆竞发、百舸争流。
这个时节，雨水充沛，阳光热烈，正
适合万物蓬勃生长； 天高气爽， 冷暖适
宜，正适合捧读诗书。 一棵大槐树下，几
个人择一处向阳之地，泡上茗茶，拿出各
自喜爱的书籍，静静地读，细细地品。 时
光悠长， 大地广袤， 树上滴下绿色的鸟
鸣，风儿裹来草木清香，书里书外皆是不
可辜负的美好时光， 皆是不可错过的人
生旅途。“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
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
花。 ”一年之计在于春，而五月是春天的
加强版， 无论是旅游读书， 还是劳作休
闲，都是人间好时节。让我们珍惜人间五
月，也珍惜人生的五月，挥洒汗水，播种
诗和远方，做最好的自己吧！

春天一直在忙碌着
■ 逄维维
车子驶出地下车库，映入眼帘的是
满地枯萎的木棉花。 踏进办公室，映入
眼帘的也是枯萎的满地落花。 站在落花
中，我的心爬出伤感。 不是黛玉扫落花
的伤感，也不是诗人落花人独立的伤感。
而是觉得，刚走出管控区的我，还没来得
及欣赏，春天怎么就在绿肥红瘦中和我
渐行渐远了呢？ 多么绚烂的春天，积攒
了一季的生命啊，冲出家门，看到的竟是
满地落红，心生怅然。
其实我知道，没必要伤感。 春天，正
扑棱棱地张开翅膀，从南到北，前仆后继
着呢。 落地是早春的花，还有晚春的花、
夏天的花、秋天的花、冬天的花，这座城
市什么时候缺过花呢？ 只是你方唱罢我
登场罢了。 还怕没花看，就怕你没时间、
没精力、没体力，像蜜蜂、像蝴蝶、像鸟
儿，日日煽动着翅膀在花丛中流连。 你
听，在草丛树枝上跳跃的鸟儿的叫声，比
在冬天的叫声响亮有力多了，体型也比
冬天的时候更加肥硕了。 一个个雄赳赳
气昂昂地站立在花枝上，颇有傲视群雄
的感觉。 它们是有资格藐视我的，因为
它们从来不会错过春天。 它们在春天里
啄食着草籽、花蕊、虫子、露珠，被春天滋
养地拖着圆滚滚的小身体，忙着谈情说

爱，连叫声都透着喜气和精气神呢。
被春天滋养着的还有忙碌在土地上
的农民。农民的双脚就像知水暖的鸭子最
先踩踏出春天的地气。冻结的土地被春风
一点点吹软了， 沉睡的蚯蚓弓着身子，刚
拱出泥土，还未来得及打哈欠，就被农人
的锄头再次翻入黑黑的泥土里。 从农人
的锄头砸醒沉睡一冬的土地时，春天就
一直在忙碌着。泥土里的种子知道，茶树
上吐出的芽绿，果树上吐出的花苞知道，
沟渠地畔的野菜野花野草也知道……
春天不管不顾，把积攒一季的热情，
满怀激情地铺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一
开，就拼尽全力毫无保留。每一朵花，每一
棵草，每一粒种子都在各自的位置上用力
地开放，将自己的努力汇成五彩缤纷的春
天。就像此时此刻，身居各处的人们，他们
也用每一个人的努力，在城市乡村穿梭往
来，将饱满而旺盛的生命输送到田野和摩
天大楼里的每一格，精耕细作，支撑起灯
火金黄的一个家、一个村、一座城市、一
个国家的绚烂缤纷万紫千红的春天。
原来春天一直在忙碌着。 和疫情何
干？春天就是春天。看得到的看不到的变
化，不影响春天什么。就像有人在疫情中
躺平长胖喊着减肥；有人在疫情中精打

细算，无肥可减还在美其名曰减肥；有人
在疫情中累得只想睡一个好觉， 上一次
痛快的厕所； 有人只想把积压的货物赶
紧变现，给员工发工资……在这个光怪
陆离的人间， 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
云流水。遥望楼宇间一扇扇的小窗，像是
奔驰在田野里的列车。 多少人日夜兼程
地劳作，为了安身立命，更为了骨子里的
那份倔强。因为没有谁会为你踏春而来，
喜欢的风景要自己去奋斗。
尤其现在，人类在明处，病毒在暗
处，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高枕无忧、粗心大
意，防疫、工作、生活，将是我们生活中的
一种常态。你看得见也好看不见也好，你
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 这些都是发生在
春天里的故事，都在涂抹着春天的色彩，
春天就是春天。一年之计在于春，就让花
开她的花，芽发它的芽，鸟儿下它的蛋孵
它的崽。 农民和蜜蜂，各忙各的活，各采
各的蜜；打工者和学生，各进各的空间，
各播各的种，就很好。就这样春天总是充
满了力量和勇气，春天一直很忙碌。春天
一直在忙碌着。

怒放在云端的花
■刘

那年春天，刚踏上南国的土地，就被
那些怒放在云端的木棉花震撼了！ 我见
过挺拔的梧桐树，拂过娇媚的垂杨柳，可
从来没有见过如同巨人一般的木棉树；
我见过灿烂成一片金海的油菜花，赏过
羞怯似少女脸庞的垂丝海棠，可我从来
没有仰望过怒放在云端的木棉花。
春天的南国，到处生长着伟岸的木
棉花。大街两侧，小巷深处，沟渠旁边，随
时都能见到足有几层楼高的木棉树。 每
一株木棉树的顶端都密密匝匝地开满
了红硕的花朵，像一团团火红的朝云，又
像一片片红艳的晚霞，更似一蓬蓬燃烧
的火焰，怒放在云端。 它们于半空中伸
出一条条健壮的手臂，在湛蓝的天幕下
搭上一座不见首尾的喜庆长廊，让每一
个在树下漫步的行人们仿佛置身于爱

平

的怀抱，喜的源泉。 惬意，惊喜，赞叹，让 为树的形象和你在一起。 根， 紧握在地
下；叶，相触在云里......”吟诵着舒婷的
我的嘴张成一个
“
O”字，半天也合不上。
“啪！ ”一朵红硕的木棉花从高空中 《致橡树》， 我慢慢解读木棉： 高大的木
坠落，决绝而壮烈，仿佛一团火焰，又似一 棉，将自强刻在躯干上，将奉献盛放在花
抹晚霞。地上已经聚满了一朵朵碗口大的 朵里，它们从来不是攀援的凌霄花，更不
木棉，绵延成一条火红的地毯。此刻，一位 是柔弱的垂杨柳，她们是美丽，独立，坚
弯腰捡拾木棉花的老奶奶进入了我的视 韧，有担当的女性，是无畏的英雄。 人类
线，她柔声细语地告诉我，木棉花自古以 的历史上，从不缺乏这样果敢，坚强的木
来就是人类的好朋友，花可以煲汤，可以 棉：炼石补天的女蜗，是值得我们仰望的
入药，从木棉果里飘出的棉丝是从前人们 木棉；勇上战场，与丈夫并肩抗金的梁红
制作御寒衣物的原料。 我含笑前行，目光 玉，是令我们尊敬的木棉；寻求民主与自
又捕捉到浪漫的一幕： 一对年轻的情侣， 由的女革命家秋瑾， 是让我们景仰的木
男的高大，女的俊美，他们弯腰捡起木棉， 棉；追求自由平等的简·爱是一株异域木
一朵一朵，摆放于绿茵之上，形成一颗燃 棉……新时代，我们也不乏怒放在云端
烧的心，两人牵手走进“心”中，相拥告 的木棉:倾尽所有办学，为山区女子教育
白。 我举起手机，拍下这感人的一幕。 愿 呐喊奉献的张桂梅， 是一朵无私奉献的
你们此生正如橡树和木棉，“分担寒潮、 木棉；抛家别子，从容走上抗疫前线的医
护女子，是一群勇于担当的木棉……
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
“奇花烂漫半天中， 天上云霞相映
继续漫步于木棉花的长廊里，我的
身体仿佛伸展到说不出来的大，心灵随 红。”今生，让我们做一株木棉，怒放在云
端，不惧风雨，不媚世俗，坚强勇敢，自信
着火红的木棉花，飘到云端，神游物外。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 从容。

岁月的磨练，让我别无选择踏上人
生的航程，从参军就远离故土，一别居
住十多年的三合院数十载。 这个三合
院，曾给我童年带来永不磨灭的五彩斑
斓， 特别是院内弥漫着的独特味道，更
是深留心灵。 小院有百多年历史，墙体
青砖横梁松木，灰色瓦顶，条石院坝，是
典型的川东民居建筑风格。 院后有深深
楠竹林的掩映，院子显得古朴幽静。 院
子里住了8户不同姓氏的人家， 邻里之
间却亲密无间，年复一年交流的不只是 ■
吴
农活，而是各家各户独特的味道。
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与母亲同姓 华
的张姓外公家，遇到节气最喜欢在中午
饭前炸上一筲箕“麦面坨坨”，而炸面坨
坨的香味也随风飘进院子里。 我鼻子灵
嘴馋，每次都会循着味儿来到外公家，眼
巴巴看着翻滚着面坨坨的铁锅。 外婆很
贤惠，夹上一碗面坨坨让我端回家，往往
快到家里就所剩无几，够一个给母亲，一
个给父亲，一个给小三岁的妹妹。 直到前
几天和妻子回老家过岳父88岁生日那
天， 意外见到阔别三十多年已经八十多
岁的外公、外婆，他俩依然精神饱满，脸上红润面带慈
祥，我鼻腔里仿佛还氤氲着面坨坨的香味儿。
每到春天鸟语花香，山岗上、田野里会冒出许
多鲜嫩的清明菜， 放学后我便和妹妹把牛儿赶上山
坡，沿着漫山遍野的山地寻找清明菜采摘。采回的清
明菜，母亲用泉水淘洗干净，放在锅里煮个半熟，然
后将煮半熟的清明菜和汁水倒入盆子里，和着少许
饭米面、糯米粉使劲揉捏，再一个个包上腊肉、咸菜、
野葱、椿叶儿，上锅蒸二十分钟，香喷喷的清明粑便
出锅了。第一锅清明粑往往照母亲的叮嘱，按院里各
家人数每人一个分好，由我依次挨家挨户端去。当送
完清明粑回屋时，第二锅也正好出锅，我便开始大快
朵颐清明粑了。 院子里每家的厨房我都光顾过数次，
户户的味道我都尝过。 这些滋味，我如数家珍：哪家的
粽子最成型，味道最香；哪家的汤圆儿搓得最圆，吃起
来最糯；哪家的腊肉熏得最干，咸淡最合适；哪家炒
的菜最清脆，口感最爽滑；哪家的面鱼儿炸得恰到好
处，吃起感觉不到有刺……院子就是一个大家庭，大
家分享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也分享着喜怒哀乐。
那个年代，院子里办酒席上大锅饭的锅巴很解
馋。我贪玩饿了就跑到锅边，跟煮饭的伯母婶婶打个
招呼，拿起一块锅巴，咯吱一声咬开。 那香脆脆的幸
福感，就如同长了腿一样直往嘴里钻，钻进肠胃里、
血液里、骨髓里，滋养了山里人朴实的情怀。 这些情
景， 隔了三十多年的我， 再没见到院子里沸腾的场
面，再没闻过大铁锅饭的香味。
每到夏秋收时节，地里刚成熟的大豆、豌豆、胡
豆，那便成了我们孩子的美味。 一放学，来不及放下
书包，便摘下最饱满的豆荚，放进院坝边还未熄灭的
草灰里，然后蹲在冒着袅袅青烟的火堆边，死死地盯
着放豆荚的地方，期待尽快响起那声并不清脆的
“
噗
噗”声。 终于等到豆荚爆裂，里面的豆儿却像不听话
的娃娃，蹦跳着躲藏到草堆或旁边的草丛里去了。我
们便扒着草堆、草丛，找啊找啊。 运气好的一看见那
被火灼烧得裂着金黄嘴巴的豆儿，便迫不及待地猛
扑过去，管它是不是干净的，就直接丢进嘴里。 完全
吞进去了才记起没有慢慢享受咀嚼的滋味， 于是又
在伙伴们艳羡的目光中， 意犹未尽地继续等待着火
堆中爆裂出的滋味。
到了放暑假， 我和小伙伴便相约着提着笆篓，
集体前往五百米外的小河中， 各自展示看家本领围
追堵截奔跑的鱼儿。太阳偏西，大伙儿便提着满满一
笆篓小鱼，趁大人还在坡上，随便来到哪家，也不知
道掏内脏，把鱼儿倒进瓷盆里搅几下捞出，倒进油锅
里煎炒，然后用大碗装着。一个个小手便迫不及待地
伸了进去，胡乱地抓一个放进嘴里，才发现太咸、太
苦、太腥，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比起鱼儿的味道， 竹笋虫可就算得上美味了。
中午大人们都午睡了， 我们便钻进慈竹林里四处搜
寻竹笋虫。这时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绿的、黄
的竹叶零星地飘落。 竹笋虫用它强有力的脚爪抓在
嫩竹笋上觅食。 这时候，轻脚轻手走进一抓一个准。
去头去尾，用竹签插进竹笋虫里，放在火上慢慢翻转
着烤，火里吱吱作响，嘴角便口水溢出，烤好的竹笋
虫散发着一股天然的异香……
眼前的三合院已历经了岁月的沧桑， 面目全非。
健在的人，早已搬迁到县城、场镇和公路旁，大家也难
以再聚。 只有健在的几棵李子树，挂着青涩的果子等
待成熟，仿佛企盼熟悉的身影回来采摘！ 如同流水，弥
漫在三合院的味道在现实中越来越遥远； 如同美酒，
三合院的味道融进我记忆中却越陈越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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