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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穷，人口又多，到了春天，吃光头
年秋天腌制的两缸酸菜后，一日三餐就剩下手
拿窝头啃咸菜了。地窖里倒是有几箩筐土豆，
但那是父亲留的种子，谁敢动？！只有家里来了
客人，父亲才准许母亲下地窖，挑挑捡捡拿出几
个小的，去皮洗净，切成片，锅烧热放上油和葱
花，与干辣椒同炒，作为一盘上好的佳肴招待客
人。而半个春天肚里没下什么油水的我们，只
能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和客人一边说着话，一边
向嘴里面塞着喷香诱人的土豆，并期待客人与
父亲少吃几口，多剩一些给我们。
那年我和姐姐还小，家里来了外村的客人，
母亲和以往一样，下地窖捡些小的拿上来，做了
一盘辣椒炒土豆片招待客人。我和姐姐饥肠辘
辘地躲在门后，一边吞咽口水，一边偷看客人吃
桌上的土豆。客人伸筷子夹一次，我的心就跟
着抽搐一次，恨不能把客人手里的筷子抢来，折
断，扔远。其实这些行为我只能想像一下而已，
现实中，我很委屈地在姐姐耳边小声骂，
“那人
真能吃，
真讨厌。
”
姐姐拉着我的手，
紧闭双唇，
一
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客人的嘴一张一合。
客人在我和姐姐的眼里，
渐渐地就变成了仇人。
站在一旁的母亲看到这一切，把我和姐姐
揽向怀里，心疼地说:
“再忍忍，过几天就是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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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
馨然

豆栽子的时候了，到那时妈给你们煮一大锅土
豆瓤子，再蒸上一大碗油辣椒酱，锅边贴上一大
圈长了焦黄锅巴的玉米饼子，让你们可劲吃一
顿。”
听了这话，我马上开心起来，眼前立马浮现
出一大桌子美食，红亮亮的辣椒酱，热气腾腾，
煮熟的土豆绵软泛沙，一堆剥了皮的鬼子葱，在
盘子散发着迷人的味道和光彩。
后来大了，土地改革，家家户户的粮仓满
了，冬天地窖里蔬菜也多了起来。什么胡萝卜
啊，青萝卜啊，地瓜啊，土豆啊，品种繁多。但我
依旧酷爱土豆。只要我做饭，不是炖土豆，就是
蒸土豆，再不就是炒土豆片或土豆丝。因此，我
练就了一手极好的刀功。
再后来更大了，
嫁人嫁到了城里。
生完儿子那年秋天很想母亲，便把儿子留
给了婆婆，一人回乡下。坐着三轮车颠簸到母
亲家的时候，
正是午饭的点。
母亲见到我开场白就问：
“ 没吃饭吧？”我

也不客气，直接说“没，我饿。”母亲听后麻利地
从炕上跳到地上，三步并做两步来到厨房，摘辣
椒，拿菜板，叮叮咚咚不大一会儿就剁好了一大
碗鲜红的辣椒碎，放上大酱，倒入足够的豆油，
再加一勺含着肉渣的猪油，搅拌均匀放在锅叉
上面。锅叉下面的水里，是母亲从地里新挖出
来洗净的土豆，
还有带着皮的玉米。
我坐在灶前的小木凳上，一把一把往灶里
添着干柴，灶里的火苗跳跃，噼啪，升腾，呼啦啦
地舔着焦黑的锅底。母亲扎着围裙站在蒸气
里，和我说着话。说今年的收成会很好，场院有
点小。说后院刘叔的儿子考上大学了，学费不
成问题。说新搬进村的那户山东人家盼子心
切，今年终于生了儿子。也说咱家的鸡今年多，
下蛋也多，偶有双黄，好吃。你走时带几个，再
带一些今年的新土豆。
我不出声，静静地看母亲，看母亲说完话后
走进菜园子，摘来新鲜的葱叶，香菜，白菜，打来

井水洗净放在炕桌上。然后起锅，让我脱鞋坐
在土炕上，看我美美地，大口大口地吃辣椒酱拌
土豆。母亲微微笑，
像是很满足。
母亲看我吃的香，把土豆碗向我面前推了
推，接着说，
“喜欢吃就多吃点，别减肥，没病没
灾就好。土豆因命贱，容易生长，也容易搁放。
最关键的是，在困难时期，土豆曾经救过我们一
家。那时还没你，妈刚嫁给地主后代的你爸时，
你爸家里穷，你还有个多病的小脚奶奶。你爸
在生产队上干最脏最累的活，却挣最少的公
分。一年到头算下来，挣那点钱连一家几口人
一年的口粮也领不回来。有一年闹饥荒，是你
姥爷经常走夜路十几里，顶着满天的繁星和月
光，背来土豆接济我们，一家人才好歹熬活了性
命。
”
转眼定居英国十年了。每日说着英语，
干着
洋活，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离不开英国的文化。但
每日必吃的三顿工作西餐，
并未完全占据我的味
觉。想家的时候，
我经常做一顿中餐味道的土豆
来吃，用以缓解思乡之情。夏天的时候，我也经
常一个人来到离家不远的大野地边上散步，
看风
吹麦浪起伏，听鸟鸣击破长空。当然，令我最欣
喜的，自然是那一大片春天中的土豆，紫色盛开
的花，
犹如儿时田间的紫蝶飞舞。

给春天写信
季川

美好的春光啊，你是人生与自然的关键节点，
一寸一寸，
都会让我们脚踏实地，
紧紧追随。
春风拉开帷幕
春风浩荡，大地醒来了！一只鸡站在清晨的
枝头，
喊出了袅袅的炊烟。一只燕衔来草泥，
把新
窝又搭在去年的屋檐下。一条狗在狂奔，把激情
的爪印印在青青的田埂上。一头牛在啃草，把劳
动的甘苦在胃里又反刍了一遍。一朵野花在上
妆，
把羞赧藏匿进了露珠里。一地麦苗在较劲，
把
长势一丝不苟地挂在嘴边……
好多人在行走，
把春风写在脸庞。
好多风在行走，
把人们写在大地的胸膛。

动植物们在雪地制造
花哨的印迹
放翁在粉墙抛下
杀人秘籍
一个女人老了没办法死去就
独自走向旷野
风和云朵在身边滚来滚去
一条水草的人生哲学
她一生的梦想是做条水草
长在最深的河里
从不为旁人所见
眷恋她的那条鱼儿
一生在她身边忙碌
每隔三秒
就爱她一次
而每一次都是崭新的

春

游(外一首)

余笑忠

盲女也会触景生情
我看到她站在油菜花前
被他人引导着，
触摸了油菜花
她触摸的同时有过深呼吸
她触摸之后，
那些花颤抖着
重新回到枝头

徐泰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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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闲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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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燕

林木草丛之中 20 多年。曼松居民根据脑
海中的印象，步行近两个小时的山路，找
回到原来的茶园，重新找到零星的茶树。
茶农们每人花五六个小时采回去制成的
干毛茶，常常只有几十克。
蔓松成了可遇不可求的象征物。过
去一直都说曼松以小叶种为主，涩而苦，
但甜香好。其实曼松是大小叶混生，大叶
为主，其比例情况与倚邦其他产区的大体
相似。但曼松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相当
比例的茶树叶片比较绿、比较厚，内涵物
质相对比较丰富，条索紧结黑亮，汤色淡
金黄，叶底黄绿匀齐，山野气强，杯底留香
较好，苦涩不显，
汤中带甜，
耐泡度大。
去年 12 月份，我们几个茶人慕名前
往西双版纳，走的是新六大古茶山，同行
的何老师去了倚邦，寻得了几泡曼松。我
们因为行程，没等到、没喝上曼松。回到
南京，心里面总是小有遗憾，陈老师、段老
师一直记挂着。今天我收到了一泡曼松，

她再也没有触摸
近在咫尺的花。又久久
不肯离去
木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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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楚楚动人的新婚娘子。
说不出什么的原因和想法，我下意识地伸展
了一下因畏寒而佝偻的腰身——挺起胸，作昂首
状，听任呼啸的寒风像刀一样从耳边肆意刮过。
毕竟我们靠得太近，当目光和目光多次近距离接
触之后，新婚娘子终于忍不住问我：
“听说你经常
写诗，你觉得现在有诗意吗？”
游游离离地读着新婚娘子双眼中那种玩忽与
戏谑的眼神，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答道：
“你站在我
面前就是一首绝妙好诗，人就感受到了一种激情
的温暖。”
我也说得很玩笑、很随心。
新婚娘子的脸面陡地有了绯红的颜色，然后
满脸桃花地再次问我：
“好象你一点也不冷？”
“是吗？……”
我笑而不答。
在这冬日的敞篷车车斗里，我真想告诉对面
而立的新婚娘子：人对寒风的抗御能力有时是很
强大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随处都有点燃生命
热情的火把……

浅浅遇 深深品
茶人都知道，普洱茶中有一款茶叫蔓
松，它的火爆源于《版纳文史资料选辑》中
的介绍，倚邦本地茶叶以曼松茶为最好，
有吃曼松看倚邦之说。
“ 皇帝指定五大古
茶山中曼松茶叶为贡茶，其他寨子茶叶概
不要”。另一原因是产量极低，品质高，口
感好，一般解释是蛮松是小叶种，所以甜
香好，苦涩不显。
蔓松隶属于勐腊县象明乡，2010 年
以前从象明或倚邦去曼松没有像样的公
路，只能乘摩托车或靠步行走山路，山路
超过 15 公里。新中国成立后，取消私营
茶庄，只收购勐海茶厂生产的少量普洱
茶，远离勐海的很多古茶园却无人问津，
过去靠茶维生的茶农只好砍掉茶树，改种
粮食。蔓松寨地处接近山顶的大山之上，
无平地，缺水源，既然没有收入，蔓松百姓
就在政府的帮助下全寨外迁。
后来，当普洱茶重新炒热，曼松茶又
被人们重新追捧时，曼松茶园已经淹没于

美好的事

有时候电影散场时
下起雨来
有时候火车经过
拖着长长的，
空空的车厢
有时候你张嘴没有话说
有时候你唱歌没有听众
有时候你穿着风衣在阳光下
像锦衣夜行
有时候你突然
在迎面而过的脸上
看见雪

冷暖变奏曲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冬日正午，为了赶赴一位
工友的婚宴，我西装革履地攀上了当时所在工厂
的敞篷汽车，与十几位男女工友一起，说说笑笑地
向目的地抵近而去。
站在没有遮拦的敞篷汽车车斗里，顿时觉得
这灌满衣袖的飒飒之风竟是如此地大煞风景，它
让人在无法回避的过程中，品尝到了寒风凛冽的
刺骨之疼。就在工友们缩头藏身、极尽招架之力
的时候，初上车时的无序站立，一下子变成了前后
紧密依附的整齐纵队。无形之中，我和几位“傲
立”于车斗前头的“大男人”，就成了身后“拉扯
者”
们的
“挡风之墙”。
风，毕竟是冬天的风啊……
无法控制上下牙有节奏的磕碰，浑身筛糠一
般的颤栗。想那些“美丽战胜严寒”的坊间笑话，
我着实惭愧自己脱棉着单时的轻率与妄为。就在
我本能地转过身子，用后背去规避那阵阵扑面而
来的割肉寒风时，惊见与我对面而立的竟是厂里

黍不语

有时候

（外一章）

既然热爱，就没有理由，那么，就精神抖擞地
给春天写信吧！
以大地为信笺，以春风为骏马，以春雨为墨
水，背靠一座座青山，面朝一块块田野，让一支笔
驰骋在绿意盎然的日子里。
让春天的每一缕阳光给所有的道路命名吧，
让春天的每一条河流给大海支持吧，让春天的每
一个诗意给未来添彩吧！
抓住动词，抓住一切欣欣向荣的生长，一切青
春无悔的誓言。
抓住名词，抓住一株株小草的姓名，抓住一朵
朵野花的来历，
抓住一声声鸟鸣的去向。
抓住形容词，抓住蓝天的胸怀广阔，抓住白云
的悠然自得，
抓住生活与事业里的蒸蒸日上。

黍不语的诗

他们自己都不舍得喝的稀有好茶，心中只
有感动。
自己收集普洱茶的原料，自己制作或
者监制、存放，把亲手收集的普洱茶存放
起来，每过一两个月拿出来看看它的变
化，闻闻它的香气，闲暇时光里再泡上一
壶，亲自体验它的变化。总盼着新茶早日
成老茶、证实自己慧眼识茶的目力。普洱
茶同茶人一同成长、一同成熟，这是普洱
茶的独特魅力之一。其实，由青涩到成
熟，人生的过程与普洱茶的成熟过程是如
此的相似，正如古语所说：我生而有涯，而
普洱茶却无涯……
如此好茶，就算你不懂，内心也会心
生欢喜。在一大堆散乱的茶叶中，去找你
最喜欢的那一款来喝。犹如那好茶，有待
沉得住气的智者前来查找，如此才会两心
相悦。因为遇见、相融，
才是此生的意义。
热茶起水雾，闲庭歌缓序，香人聚首
时，
杯盏见盛情。新春一开始，
好茶在等你。

如今我相信，
来到梦里的一切
都历经长途跋涉
偶尔，
借我们的梦得以停歇

郝颖臻

鲜花感恩雨露，因为雨露滋润它生长；雄鹰感恩长空，
因为长空可以让它自由飞翔。我感恩父母，父母给了我生
命，给了我坚强 ，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感恩父
母给了我健康的身体、积极的心态! 感恩父母给了我独一
无二的名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体会到名字里深深
的内涵与韵味；在这坚硬的世界里，我仍以一颗善良柔软
的心活得潇洒，
活得快乐。
我感恩我的亲人和朋友。我的生活里总是有你们的
一路陪伴，一路搀扶，一路温馨。风雨来了，有大家的保护
伞；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把快乐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也是
一种幸福的味道。宽容是桥，一座心灵相通的桥；理解是
伞，一把温情的大伞，为我遮风挡雨，排难解忧。感谢生命
中的你们。有了你们，我才如此阳光灿烂，哪怕经历风霜
雨雪，我依然把头昂得高高，因为生活的美好，生命的精
彩，我有什么理由不打起十二分的精气神去面对? 享受美
好，
温存幸福，
接受挑战，
迎接洗礼，
相遇更好的自己。
感恩微信里的朋友，也许有的未曾谋面，但我们在默
默关注，有时关注就是一种默默的祝福；更多的是志投道
合的老朋友，每天忙碌不多见，但是你在干什么，你的喜怒
哀乐我都知晓，也许不发表任何评论，也许只会默默祝福，
是朋友圈让我们彼此都不陌生，液晶屏隔着你、我、他。不
忘老朋友，珍惜新朋友。不为别的，只为那份缘。因为有
你们，我的世界就变得温情、温暖。人情不淡泊，是来自于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境。人生就像空瓶子，你往进装阳光，
它就是阳光灿烂、春暖花开；你往进装理解，它就是充满信
任与温馨的代言词；你往进装拼搏，它就是拼搏漂流瓶，会
载着你一路风雨无阻，披荆斩棘，为实现梦想一路拼搏
……瓶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们就有什么!
感恩、感谢、感动，我生命中的贵人，是你们给了我一
次次的机遇，一次次展现充实快乐的我。相遇、相知、相
惜，感恩之心永存，丝毫不敢忘记。岁月静好，我亦依然优
雅地老去，笑对生活，做善良、真诚的真我。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
心中若有桃花源，
何处不是水云间。
感恩你、感恩他、感恩同行者，让我们在淡如水的日子
里，保持一份优雅，保持一颗阳光心态，保持不做作的矜
持，
享受生命里的每一天、每一刻……

像那些离开老房子的人
以耄耋之年，
以老病之躯
结识新邻居
像夕光中旋飞的鸽子
一只紧随着另一只
仿佛，
就要凑上去耳语
像寒露后盛开的木芙蓉
它的名字是借来的，
因而注定
要在意义不明的角色中
投入全副身心

沉默的江水
柳再义

沉默的江水
这一路辛苦吗
所有的曲折
都没能将你阻挡
这一刻你平静如初
仿佛是在回忆
鸟在飞 鱼在游戏
而我坐在岸边
看着你也看见自己
你安详却不停留
我也不是原来的了
路 还在等待

蝴蝶飞过
王蝶飞

“远眺镜湖长流水，不知珠泉藏崖间”
，循着
古诗走进珍珠泉，走进一颗镶嵌在金陵佳丽地
的江北明珠。在这里看珠泉山庄、望观光索道、
坐旅游滑道、登百米长城、亲水上状元，感受深
厚的历史文化沉淀。一泓四季珠涌的泉水，一
个集山、水、泉、林的世外桃源，听一个叫珍珠的
妇女用生命掏出泉眼的传说。
走进珍珠泉，感受南朝、明清等文化遗迹的
文史。在潋滟的湖光山色里, 返璞归真返老还
童。走在这里如同走进母亲的怀抱，在六座山
峰里走向达摩大师石像，聆听石头缝里关于南
朝梁武帝以及一苇渡江的种种传奇。景区内雄
伟的万米长城如同蜿蜒的长龙，撑起江北新区
的骨架。爬上长城，在写满历史沧桑的台阶和
城墙垛间，鸟瞰江北的生态旖旎、经济腾飞，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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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珍珠泉
吴瑕

落了平日里为生活奋斗的沮丧疲惫。眼前的美
丽、城砖缝隙里似乎还有建设者劳动的号子、历
史的金戈铁马在嘶叫、将士的叫阵，感受厚重的
历史底蕴。
走进冬暖夏凉的秦始皇蜡像馆，凄美的爱
情故事里感恩改革开放 40 周年神州大地上的
巨变，生出对当下幸福生活的感恩。笑看喜客
泉、晴雨泉那对孪生的姐妹，用两潭清澈见底的
眼波吸引游客的目光。珍珠泉自明万历十年
始，历经 180 年的建设，形成了以龙王阁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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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系列园林建筑景观，联合始于南北朝时期
的梁朝开发的定山景区，不只是有了美貌，还有
满腹的才气。
走进珍珠泉，在达摩打坐、传道、明成化年
间翰林院著名学者庄昶以及诸多的名流、学士
以及朱元璋年间的诸多王公大臣走过的山水雅
迹里，度量珍珠泉文脉，打量年轮青翠的江北新
城。跨江发展让江北和江南并肩齐驾，穿越江
底的地铁和公交车已经铺好经济腾飞的金光大
道。看江北新区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基础

理事会办公室： 025-83279188（含传真）
广告信息部：
025-83279186
专题专刊部：
025-83279195
报社办公室：
025-83279191（含传真）
83279192（含传真）

南京记者站：
无锡记者站：
镇江记者站：
苏州记者站：
南通记者站：

025-84551259
0510-82710644
0511-84413010
0512-65232007
0513-85518389

设施的日臻完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率先打造
出生态环境优美、富有现代气息、服务功能完备
的幸福之城。
珍珠泉没有珍珠，但有烧烤圣地、有水上乐
园、有索道、有长城、有野兽庄园，这里收录的不
只是珍珠泉的历史传说。白龙吐珠、喜客奔流，
传播的不只是隐藏的名胜、地名的故事，更是浦
口文脉打开的闸门，在绵绵絮语。冬天里，珍珠
泉披着霜雪的白纱。这些年在珍珠泉看过的圣
诞老人、硕大的圣诞许愿树、奇幻冰雕冰雪世
界、冰雪音乐篝火晚会。圣诞村里荷兰的大风
车、北欧城堡、圣诞教堂、北欧木屋村似乎还在
朋友圈里秀欧洲圣诞节。其实看的不是圣诞
节，是无数个江北人寻找着发展的机遇，为建设
高强富美的新浦口努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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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网张开的黄昏
泊在窗台上
有蝴蝶飞过
蝴蝶是我刚种的故事
水中央和烟霞，
也被我
种进天海云涛
和一首诗里
坏笑的天意
和迎风流泪的假设
让汉字吃醋，
或中毒
此时，
我在时间的边缘流浪
即使有一千个关于我的梦
只有蝴蝶飞过
飞过梁祝的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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