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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来时春雨香
◎朱文杰

燕子是一种敢于登堂入
室、与人类共处一屋的野生鸟
类。好像是与生俱来一般，是
与人类最亲切的小生灵。因而
唐代诗人孟浩然诗中有 ：“燕
子家家入，杨花处处飞。”晋代
诗人陶渊明《拟古九首》诗中
有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
庐。”写的就是这一情景。

上世纪 50 年代，燕子借
民宅筑窝十分普遍。那时的民
房多为砖木结构，燕子大多在
客厅横梁或屋檐下筑窝。若要
追溯，其实燕子与人类早在穴
居时代就已经是和睦邻里了。
人类有了房子，燕子也就理所
当然共同迁入了，人们也总是
喜欢、善待这些可亲可爱的小
燕子，不准顽皮孩子伤害它
们。杜甫诗中有 ：“自去自来
堂上燕。”韩偓诗中有 ：“卷帘
燕子穿人去。”范成大诗中有：

“童子开门放燕飞。”让人体会
到燕子与人类共居相处的自
然和谐。

古人诗写燕子非常细腻

而全面。燕子筑巢于屋舍内外
墙壁上、屋椽或横梁上，而且
非常讲究。衔取泥、麻、线和枯
草茎、草根，再混以唾液，形成
小泥丸，再从巢的基部逐渐向
上整齐而紧密地堆砌在一起，
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外壳。
然后用三至五天时间衔取干
的细草茎和草根，用唾液将
它们粘铺于巢底，形成一个
干燥而舒适的内垫，最后再
垫以柔软的植物纤维、头发
和鸟类羽毛。筑好的巢开口
向上，呈平底小碗状。杜甫诗
中“燕子衔泥两度新”和“泥
融飞燕子”，张谔诗中“片片
仙云来渡水，双双燕子共衔
泥”，刘兼诗中“江畔春泥带
雨衔”，李中诗中“豪家五色
泥香，衔得营巢太忙，喧觉佳
人昼梦，双双犹在雕梁”，说的
都是燕子衔泥筑巢的过程细
节，既实在又有趣。

燕子体态轻盈伶俐，两翅
狭长，飞行时好像镰刀，尾分
叉像一把半张开的剪子。燕子

善飞，飞行迅速如箭，一天中
大多数时间都成群地在村庄
及其附近的田野上空飞翔，有
时飞得很高，像鹰一样在空中
翱翔，有时又紧贴水面一闪而
过，忽上忽下，时东时西，能够
急速变换方向。飞行时张着嘴
捕食蚊、蝇等各种昆虫。唐代
诗人杜甫“细雨鱼儿出，微风
燕子斜”，写燕子飞翔时的姿
态，惟妙惟肖，极为传神，成为
千古佳句。宋代诗人史达祖

“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
归晚，看足柳昏花暝”，更是把
燕子贴地而飞捕捉飞虫，一掠
而过的迅疾、轻灵俊俏，表现
得淋漓尽致。

燕子是大自然中最有名
的益鸟，主要以蚊、蝇等昆虫
为食，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
燕子在秋季，总要由北方飞向
遥远的南方，去那里享受温暖
的阳光和湿润的气候。燕子素
以雌雄颉颃，飞则相随。早在

《诗经·谷风》就有 ：“思为双
飞燕，衔泥巢君屋。”一对燕子

经常含情脉脉，卿卿我我的燕
语呢喃，所以有“燕好”一词，
以此而成为爱情的象征，把新
婚之喜称为“新婚燕尔”。

燕子的意象，给人非常
高雅美妙的感情寄托。所以，
文人聚会有“燕聚”之说，燕
通“宴”。宋代诗人秦观曾曰 ：

“雅燕飞觞，清谈挥座。”韦应
物在《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
集》诗中云 ：“兵卫森画戟，
燕寝凝清香。”“雅燕”“燕寝”
都是令人读后心生歆羡，引
发美妙遐思的好词。当然还
有更多以燕为典的成语，如 ：
燕雁代飞、燕颔虎颈、柳莺花
燕、燕骏千金、幕燕鼎鱼、兔
丝燕麦、莺歌燕舞、莺俦燕侣
等等，如果细细琢磨，当有更
深之体悟。

燕子受人喜爱，更引起古
代诗人的特殊关注，写下数也
数不清的诗，让我惊异。我唯
有借古诗经典佳句来串接，才
会为此文添彩生辉，才不会显
得轻浅和薄气。

轮椅上的春天
◎俱新超

每逢周末，我都会兴冲冲
驱车赶回二十里外的乡下老
家，一路走走停停，若遇河堤、
旷野，向窗外望去，总会有惊
喜蓦然出现在眼前 ：纸糊的
风筝用青竹做骨架，高飞的

“老鹰”悬着一根细线，忽明忽
暗，小孩们逆风而跑，卷线缠
着胳膊却也笑得甜蜜。

回家后，我直奔奶奶老
屋，野草蔓生屋脊，土墙灰瓦
遍布青苔。奶奶正蜷缩在炕沿
边数着止痛药，我喊了声“奶
奶”，她许是听见，就应声“婆
在”；许是自己不相信自己的
耳朵，我又叫了声“奶啊！”她
还未答，继续数药。我上前拍
了拍奶奶，她这才猛地一惊，
询问我 ：“咋有时间回来呢？
奶给你备了好些腊肉哩。”我
欣喜地告诉她 ：“我要带你去
一个好地方，特意回来接你
的。”干瘪的手挥了挥，极力呵
斥道 ：“都快死的人了，还有
啥值得去的地方呢？”我将她
安放在轮椅上，又将大红棉袄

夹在腰间一齐带走，像劝孩子
般将她劝上了车。

长长的青藤，一簇一簇的
灌木，曲径通幽的石板路让整
个公园有了春的味道。奶奶使
劲地嗅，她的嘴一直张开着，
仿佛一闭嘴就无法感受到春
天的气息。一路上，逢景点我
都会将牌匾处介绍栏里的文
字告诉奶奶。我推着轮椅走上
了河堤，细细密密的鹅卵石泛
着耀眼的亮，轮椅骨架银子般
的淡光映着奶奶的白发，她像
是听见了什么，惊喜地喊起了
我：“娃儿，娃儿，这里人多！”
是的，习习微风摇曳着枝头嫩
叶和新蕊，人群中，有姑娘，有
小子，有如奶奶年纪一般大
的人。奶奶羞涩地笑了，又羞
涩地问我 ：“她们在干什么
呀？”“放风筝呢。”

随风起舞的风筝，游弋自
如，漫步云端。顺着风筝线端
的位置望去，一个中年妇女正
领着一群孩子奔跑、拉线、旋
转，宛若杨柳在春日尽显雅致

与风情。我不想与奶奶说起这
些，她曾经也如此自由，或许
年轻时带着父亲和大伯也来
过这里。

我找到了一个更加空旷
的地方，将奶奶安放一旁，特
意选择了“雄鹰”风筝，我猜它
会越飞越高。待我将风筝放
飞，把线绑在奶奶腿上，她高

兴地说 ：“我的腿好像有了力
量。”“是您恢复得好。”我自豪
地告诉她。此时，风声愈大，仿
佛风筝张开了口，急慌慌地
说 ：“我飞得再高也不怕，线
再细也不怕，但我怕没有人牵
着。”奶奶笑了，她的确什么都
看不见，但心里一定装着春天
的模样。

那面土崖就在坡口，崖
畔上披挂下来一大片迎春
花藤，灰头土脸，不见一星
半点绿色。我想起了迎春花
先花后叶的生长特性，花败
后 才 会 生 出 绿 叶，翡 翠 一
片。这时，我看见枝条上闪
耀着几星亮黄的色彩，衬着
暗淡的崖头，分外灿烂。我
喜出望外，随手折下一枝带
花的迎春，回家后插在水瓶
里，放在柜子上方的大镜子
下面。娘和三姐坐在炕上做
着针线活儿。屋外的风儿依
旧很大，风里带着哨声。我
知道，春风长着脚，跑得比
谁都快。这是春风在叫醒大
地，喊醒田野。

春风吹酥了土地，麦地里
的土酥软极了，一踩一个坑。
那一刻，我忽然有些明白了。
春风是季节的媒介，吹开了春
天的大门，吹进了我家院落。
而且，正在起劲地吹开后院小
桃树上的花蕾。

不知为什么，多年以后，
每当早春，我总会不由自主
地想起春风骀荡我家土院子
的情景。

小区外有一条南北向大

道，栽了两排悬铃木。十几年
过去了，悬铃木高大葳蕤，犹
如绿色长城守护着小区。秋风
起了，柳树、杨树黄叶飘落，就
连曾经辉煌灿烂的银杏树也
在寒风中放飞叶片，裸露出秀
杰疏朗的身躯。此时的悬铃木
叶子已黄，但仍不愿飘落，紧
紧附着在枝干上。春天即将来
临时，几场寒风扫过，悬铃木
开始落叶。坚守了一冬的枯叶
落在地上，咯吱有声，但要完
全落净，非得吹几场春风不
可。几番春风后，悬铃木叶子
飘飞殆尽，删繁就简，尽显简
洁之美。春风为悬铃木瘦身，
更为新叶着力营造生长空间。
三月份以后，这两排悬铃木簇
新嫩绿，清丽异常，这当然有
春风殷勤吹拂的功劳。

最解春风风情的恐怕要
数婀娜多姿的柳树了。春节刚
过，地上风儿起了，思春心切
的柳树心痒难耐，一下子便睁
开了毛茸茸的眼睛，浅浅地笑

了。于是，多情的春风来到柳
树身旁，轻抚树身，挽起柳条。
柳树舒展妖娆的腰身，纤手挽
系日渐浓密葱绿的秀发，嫣然
一笑。于是，大地一时间春光
无限，暖意融融。

这时节，天上风筝渐渐多
了。春天放风筝，多应景的事
儿。一年早春，几个学生邀约
我去野外放风筝。我们爬到学
校后面的半塬，站在引渭渠边
的麦地边。轻软的风吹拂着，
风筝飞上蓝天。那一刻，孩子
们的眼睛好亮，闪烁着奇异的
光彩。我记住了那片春意盎然
的田野，也记住了孩子们朝气
蓬勃的青春年华。

那天下午，我站在阳台
上向南眺望。不经意间望见
湛蓝的天上飘着几只风筝。
它们借着风势，飘啊飘啊，越
飞越高，越飞越小，随风飘来
孩子们清脆的欢笑声。是啊，
春天正是放飞风筝的黄金时
节。有首诗写得真好 ：“草长

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
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
风放纸鸢。”

农谚云 ：“不行春风，难
得秋雨。”春风款款，撩开了
季节的帷幕，一个万紫千红
的春天正在渐次登场。春风
骀荡，万物复苏，又是一年春
光美。这轻轻拂动的杨柳，这
粉面含春的花朵，正在精心
装扮着美丽新世界。“春风啊
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啊阳
光你把我照耀……”这是小
草对春风的深情倾诉。是的，
没有春风，没有阳光，何来姹
紫嫣红的春天。

给世界一个春暖花开
◎王军贤

每一个春夏秋冬的更
迭，都不是简单地重复。一些
人来过又离开，一些事情又
重新开始。生命里的那些希
望和梦想，在冬季里酝酿发
酵、蓄势待发，变得越来越沉
静而有力量。

春寒料峭，思绪如风。季
节尘封已久的画笔，在构思
了整整一个冬季之后，终于
胸有成竹，要在明净辽远的
天地间，恣意挥洒水墨丹青，
而世间的所有美好和繁荣，
必将次第绽放。

青黄不接的日子里，总
会有无数的生命和希望，在
悄悄萌动，每个人心底的种
子，也都在悄悄发芽。春色渐
浓的过程，还是那么让人赏
心悦目。经历了许许多多的
春天，我们总觉得，每一个都
那么新鲜绚烂。

每一季的春天都来之不
易，每一个人都心情迫切，想
站在八面来风的高岗上，远
远地，把春天妩媚动人的影
子眺望。大地睁开蒙眬的睡
眼，伸伸懒腰，要用心画一个
精致的妆容。春雨柔润了绿
色的希冀，生命从长久的蛰
伏中苏醒，大地的母腹中，早
就有了春天的脉动。万物在
这一刻，都攒足了劲，沿着春
天的方向生长。

时光潜行，春来有声。春

天的声音是听出来的 ：鸟儿
清丽的鸣叫，春雨忘情的吟
哦，花开缠绵的私语，虫儿
们破土的异动，春风拂过柳
梢的小调……所有诗意的声
音，都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婉
转明快，悠扬动听。

春天是那样的生机盎
然，那样的风情万种。春天是
第一声炸响的春雷，是柳枝
上萌出的嫩芽，是花瓣上的
一滴清露，是蜜蜂嗡嗡扇动
的翅膀，是真实质朴的青草
香，也是孩子们笑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模样。

感知春天，就是换一种
生活态度，回归内心的宁静，
给身心留一份属于自己的空
间。我们需要葆有一颗细微
敏感的心，在节气的催促下，
尽情拥抱阳光和雨露。同时，
又倍感时光匆匆，芳华易逝，
油然而生出奋进之心。

春天是无私的，任何物
种都不能独享。海子说 ：“活
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
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
样幸福。”只要在心里养一片
春光，你途经的每一处地方，
都会是鸟语花香。

走在通往春天的驿道
上，便是走在追求幸福的途
中。温暖美好的日子指日可
待，且让我们许下愿望，给世
界一个春暖花开。

春天奏鸣曲（组诗三首）
■白麟

春风骀荡
◎孙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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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

一张翅
一万座山都振翅欲飞
 
草木秉烛
照看山村 牲畜
和蜜蜂一样早出晚归的乡亲
 
这些号兵倾巢出动
哦不 山峦
此刻都叠嶂成蜂巢
金号嗡嗡嘤嘤地吹
花朵翻山越岭
应声此起彼伏
 
蜜蜂拎起大半个春天
给北方醍醐灌顶
养蜂人就扎在谷底
等蜜从山顶淌下来
 
多少在心底酿着的蜜
也被这些可爱的小探子
悄悄揭秘

开犁

养了一冬
该犁地了
牛鼓足劲拉开序曲
驾——吁——
响鞭紧接着在田间地头
即兴演奏
 
山上山下 犁沟纵横
翻开农家的五线谱
种子毫不犹豫就跳进
日渐明媚的春光里
轻歌曼舞

 
犁铧在土里踏浪而来
桃花杏花也跟着少女
一起怀春
她们旁若无人地谈情说爱
噎得听墙根的老树皮
脸色青一阵儿白一阵儿
 
开犁啦
就是推开农历惊蛰的门楣
给大地缝纫衣襟

槐花

谁家闺女
又白又香
惹得野蜂也学城里人那套
煞有介事地跑过来
聆听一年一度的乡村音乐会
可还没一会儿就鼾声大作
彻底打碎了绅士的形象
 
白净 不做作
要爱就一门心思地爱
这种山寨习气
连采风的词家也把持不住
有头没尾地乱写一曲
醉花荫
 
即使夜里
村庄也被一床花被铺盖
分不清是月白还是槐白
花香还是体香
 
快瞧呀 枝头白花花的 
是老银匠摊开的银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