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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
端阳千载不渝移，华夏年年寄缅思。
遥想汨罗翻浪日，常怀屈子坠江时。
诤言爱国孤贞赞，赤胆忠心万世师。
浪漫楚辞歌浩荡，春芦碧叶裹新诗。

渊二冤
蒲艾悬门万户香，时逢仲夏庆端阳。
一樽陈酒频斟饮，五色新丝裹粽尝。
对对龙舟浪里舞，双双丹鹤碧空翔。
忠贞爱国神州祭，细雨飘飘似泪汪。

渊三冤
幼年哪晓楚骚辞，纸扎龙舟闹玩皮。
折艾田头檐角挂，刈蒲泽畔牖楣披。
驱邪有用谁能信？避祸无功我后知。
徜赐三闾千载寿，定邀大驾畅谈诗。

渊四冤
米粽龙舟寄国殇，祭江凭吊诵诗章。（1）
门悬蒲叶驱妖剑，室挂钟馗斩鬼王。

天问佳篇千古颂，离骚绝唱九州扬。（2）
高风亮节铭青史，报国英名万世芳。

渊注 1院叶国殇曳屈原的传世名篇遥 2院
叶天问曳尧叶离骚曳皆为屈原诗歌的代表作遥 冤

端午节诗祭屈原
颜玉华

帘卷南窗，
九曲回廊，
小桥倒映水无漾，
绿肥红瘦柳丝长。
一场瘟疫，
刚较量。
午正树影短，

蝉鸣夏日长，
人类共命运，
大国该担当。
待到“七一”党建
日，
华夏无恙。
放声唱！

夏趣
要要要写在建党九十九周年前夕

季宏声

鹤乡农村迎朝阳，欢欣鼓舞农人忙。
镇村企业机声响，收获效益见上扬。
生产防疫两不误，社会经济尽辉煌。

乡间公路连成网，村民住宅靠路旁。
绿树成荫掩门户，红花鲜艳映楼房。
厨间连着餐饮室，书房客厅对画廊。

家用电器全面化，生活便捷很平常。
宅基附近自留地，绿色蔬菜亲口尝。
副业生产项目多，家禽家畜养鱼塘。

青壮上班镇村厂，工资可观喜洋洋。
晨晚健身广场舞，扩音喇叭歌声扬。
乡村文明树新风，美丽姑娘嫁情郎。

种植大户经营好，机耕收割囤满粮。
经济作物品种全，瓜果飘香采蜂忙。
农村发展前景美，党的领导引程航。

镇村建设面貌新，荣誉牌匾挂满墙。
村头轿车排成队，全面小康似蜜糖。
梦圆华夏新时代，感谢党恩永不忘。

鹤乡农民致富乐
孙万楼

我伴着城市一起长大
我守着小区亲如一家
每一棵花草有我的指纹
每一个窗口有我的牵挂
每一条路上有我的汗水
每一块石头有我的对话
肩头刚抖落满天星斗
脸上又洒满一抹朝霞
四季里我把温馨送给你
一生中我把微笑送给他
啊———
爱心的传递会播下爱的种子
满意的服务会收获满意的报答

我伴着城市一起长大
我守着小区亲如一家
每一刻我在守卫着家园平安
每一时我在维护着环境无瑕
每一天我在重复着平凡劳作
每一年我在奉献着青春年华
双手刚结束管道修理
脚下又迈向电路检查
四季里我把温馨送给你
一生中我把微笑送给他
啊———
爱心的传递会播下爱的种子

满意的服务会收获满意的报答

向日葵
从小就努力
天天向上
成长得不慌不忙
花开了
一片痴情的守望
向着太阳
秋风吹过
聚成一个成熟的光盘
低头思想
然后
再经过火热的炒作
或者快乐的压榨
成坚果
成食油
从此
便留在人们的口中
品味岁月的清香
更留在人们的心底
散发永久的芬芳

2020年的第一声蝉鸣
这一声
界定了两个世界
从地下

到地上

为了这一声
或许准备了一年
三年、五年
以及更长

从此这类歌唱家
便不再停歇
从白天
到晚上

谁都知道
即使整个夏天
全部给了它们
也不过三个月

它们来到这个世界
为鸣而生
不鸣则死
理想非常简单

所以
知了在我眼里
从来就是
勇敢者的化身

爱心的传递会播下爱的种子渊外 2首冤
要要要写给城市物业工作者

张 锋
今年 5月 16日，扬州邻居小聚后，

在谈及“扬州八怪”时，和我对门邻居吴
总告诉我：“在’扬州八怪纪念馆’东侧，
就是’南柯一梦’成语故事的原址，值得
去看看”。”南柯一梦”，可说是妇孺皆知
的成语故事，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故事
发生地就在扬州，而且“南柯”（故事中主
人宒南的槐树）尚存。我真是喜出望外！

知道典故发生地就在身边，强烈的
探秘欲促使我去寻觅“南柯”。“南柯”原
址位于扬州市区淮海路和汶河路之间
的驼岭巷内。老巷古风犹存、幽僻宁静，
全长不足 300米，两人并行，对面只能容
一人过往。从淮海路拐入巷内不到 50
米，就是古朴、庄严的原“西方寺”，现在
的“扬州八怪”纪念馆。穿过西方寺，沿巷
道继续向东。我左顾右盼，害怕错过景
点，可进入眼帘的巷子两侧，不是幢幢民
居，就是冷冷的围墙，只有墙上攀爬着的
绿色植物，给人以生机和活力。离西方寺
一百来米，发现巷子过道上方有一块红
底白字的招牌，招牌上方的“南柯一梦”
四个字，让我一阵惊喜，可下面的“槐古
私房菜”几个字，又让我心头一凉，原来
是一家类似农家乐的小饭店。我站在招
牌下，兴致勃勃地四处搜索起“南柯一
梦”景点的标志，可目光所及，并未发现。
我沿巷继续向前，眼看快到巷子尽头的
汶河路口，还不见景点踪影。正纳闷时，
看到一位保安，赶忙上前打听。保安让我
回头看，顺着他手指方向，我看到一棵大
树。他说：“那颗古槐树就是‘南柯一梦’
原址，树有一千多年了！”我道谢后，赶紧
往回走。原来，古槐树就在小饭店面前的
高墩上。我迅速登上台阶，来到给人梦
想、给人惊喜、又给人失望的“南柯”旁，
仔细端详起来。古树外围，是用雕花镂空
汉白玉护栏围着，里面又是一层近两米
高的铁护栏；护栏北侧，竖立着一块汉白
玉石碑，镌刻着“唐槐”二字；护拦内，有
一块扬州市绿化委员会 2016年立的标
牌，上面显示，树种为国槐，树龄 1065
年，是扬州 400多棵古树名木中唯一的
国槐。从正面看，古槐枝叶繁茂、遮天蔽
日、挺拔伫立，从上到下，显现伟岸康健、
生机勃勃，看不出是已逾千年老树。树干
北侧有一个大洞，洞里透着光亮，顺着洞
的亮光向南看，发现南侧树干近一半已
荡然无存，内囊空空如也，树穴可容两个
成人，树内烟熏似的糊黑。面对烙满历史
印痕的古槐，我由衷感叹：老槐树饱经风
霜，仍坚韧不拔、昂首挺立，它那漠视风
雨、笑傲霜雪的无畏无惧精神，值得人们
敬仰和借鉴！
“老板，看呆了吧！”
“您好！这面树干，真让人震撼！”
正在我看得入神发愣时，一位头发

花白、面容慈祥的老人走到我面前。古槐

景点，没有管理人员和讲解员，我赶忙和
老人攀谈起来。

老人今年 76岁，家就在古槐旁的
巷道边，是这里的老住户。“古槐私房菜”
饭店老板是他的亲弟弟。交谈里得知，古
槐旁原有个“古槐道院”，上世纪 60年代
拆除，留下了这棵千年古槐。流传千古的
“南柯一梦”的古老故事，虽然一直广为
人知，但这棵千年古槐，上世纪七十年代
还被围困在高墙内，没有太多的人知道
在扬州这条貌不惊人的老巷里，默默站
立在墙角的老槐，就是当年故事中的那
个“南柯”。

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曾来到古槐下，
实地体味了“南柯一梦”之后，写出《遣
怀》一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
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
名。”毛泽东主席也曾在其诗中写上，“蚂
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使扬
州这棵唐槐名动中华！

老人说，小时候他常和小伙伴爬老
槐树，掏喜鹊窝，他还拉断了一根树桠。
树有灵性，洞内有条蛇。古树没被保护
前，每天都有很多人，为了求学、生子、治
病，到树下烧香磕头，把树皮烧焦了，内
囊也熏黑。老槐树五十年剥脱一层皮，现
在留存的外皮越来越薄。前年，树上掉下
一块脸盆大的原木，被人捡起收藏了。
“你看，那边还有一块！”老人说着激动的
告诉我。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我将脸贴
着护栏，歪着头、才发现在护栏墙边角的
草丛中有一小块原木。“你要的话，我取
出来给你带回收藏！”，老人很热心，很真
诚，还没容我回话，他随即找来长柄扫
帚，很快把木块拨到膀子能触摸到的地
方，拿出来递给我后说：“回去用水冲洗
干净，用桐油油下，放装饰橱里，既好看，
又有收藏价值。”我神情凝重，像对待“圣
物”般，双手接过这名声大噪的千年古槐
上落下的原木。古槐已一千多年，木块脱
落地面，不知又经历了多少年的风吹日
晒、雪浸雨淋，虽体积近两个手掌大，但
很是轻飘。擦去木块表面的碎屑、吹去灰
尘，定神一看，不觉眼前一亮：木块纹路
清晰、起伏有致，棱角分明、形态奇特。我
在惊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同时，又为自
己能得到这块可遇不可求、颇有纪念意
义的收藏品而庆幸！我向老人连连道谢，
老人笑嘻嘻地说：“不用谢，你有时间，带
几个朋友到我弟弟的饭店里喝酒就行
了；在古槐树旁喝酒，感觉不一样，说不
定回去后也会做个好梦，但不是南柯一
梦，一定美梦成真！”我欣然应允。

告别老人，辞离古槐，我心潮起伏，
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梦呢？有梦想就要
奋斗，只有脚踏实地、奋力拼搏，才能梦
想成真。

寻觅“南柯”
高亚

原以为仍是缠绵雨日，晨时微薄的阴郁竟也很
快消散了，阳光普照。一日晴。

看向室外，总会见着一两只粉白的蝶，翩翩然舞
动双翼于光照中、枝影间，飞过来，又飞过去，冉冉地
上升，复轻轻地下降。蝶舞之姿，予人以悠闲恬适又
深情款款之感，难怪梁祝最后化的是蝶而非蜻蜓等
其它。目光追随蝶儿久了，心似也跟着一起晃晃悠
悠。晃悠在，这夏的绿海里。

绿，理所当然甚而肆意贪婪地占领着一切可能
的空间，不再是春时那般带着几分好奇与羞怯的试
探式。有的叶已现出苍然之色，比如，春来后早早生
发的贴梗海棠；有的，于散乱苍然之外，更露出几分
老气横秋的神气，使人不喜，比如牡丹的叶。牡丹叶
距凋零之日已不远，总是等不及秋来。这么想着叶生
叶落，一个自然轮回中的三部分，似被收缩成手中短
短的一小截，使人徒然暗叹时日之短促与不经消耗。

前邻的虎妞猫母子，两相依傍着躺在平房顶上
的葡萄架下，天老地荒般长时间地睡懒觉。幼猫的
白底黑斑毛色尤为醒目，与它同色的猫爸今不在。是
因同色而判知，北邻那只凶猛而又老成的大猫是它
父亲。偶尔可遇着它们一家三口一同嬉玩，父严母
慈孩儿调皮，那一时刻，与屋檐内的人大体仿佛，情
景亦甚可看。葡萄架也早已绿叶密覆浓荫匝地，隐
约可见有润绿的葡萄串从架间垂挂出来，像轻悬着
的绿色大雨滴。寒冬时猫很爱卧在太阳底下享受美
妙猫生，这时节，它们也贪图荫的凉。

一只黄喙黑体的乌鸫悄没声息地落到电线上，
侦察雎似的抬眼默默左瞧右望了一番，又蹬脚展翅
飞走了。很想问问它，凌晨四时左右那长短句一般的
清灵动听鸣唱，可是它的？

阳光普照，可是，却收不尽空气里饱蕴的水分。

闷又黏的热，远不似秋晴那般干爽通透，湿而重的一
份明亮而已。而这梅雨季中的晴，像是偷来的一份意
外获得，终究有点不牢靠的感觉，随时都会被提溜走
似的。相比于“梅子黄时雨”的“梅”，我更常想及并挂
虑的是“霉”。———挂在橱柜里的衣物，摆在角落里
的鞋，可都是它意欲侵扰的对象呀。

傍晚出门买东西，南北巷道里遇见花花，就是邻
家的那只柯基犬。好些天不看到，觉得它长大了好
些，体态比之前略蠢笨了些，眼神却比之前略胆大了
些。老婆婆见我看它，就一个劲儿诉起它的事来。说
它昨天竟独自跑到供电局她一个亲戚家那边去了，
弄得一家人到处找找不着，今天孙女儿去那亲戚家，
它听见说话声从楼梯道下走了出来，它跟着去过一
趟那地方，隔着一里多路好些房屋呢，谁想到它就自
己摸了去呢。老婆婆的诉告带着些谴责的意思，花花
倒好像有几分听得明白似的，俯着身体扭着屁股低
着脑袋盘桓在路侧，黑亮的眸子则从眼角部位将笑
看它的我瞄了又瞄，仿佛在观察我的反应。它这神
态，叫我觉得，它的老实里，其实藏着小心机。涉世
渐深，它，也会渐却丢失那份可爱的稚纯么。

缓步回返时，夕照渐暗。一只蜻蜓飞来身侧，身
姿轻捷，后背驮着一小截亮色，像是最后的天光，但
不及我细睢，它就似小型螺旋桨飞机般倏地消失不
见。忽从空气里辨析出一缕西红柿植株特有的气息，
是儿时植入记忆的气息，急而转头找寻。果然，路边，
谁家的小蔬菜田里，整齐站立着两排颇为肥壮的西
红柿。湿润的泥土上，沉绿的枝叶下，挂着好些只大
大小小的饱满的青色果儿，看着煞是可喜。蹲身看它
们许久，直将自己看成了记忆里那个扎着两个高高
小辫子的清瘦天真小女孩。

偷得雨季一日晴
鲁声娜

儿时的夏日，最喜欢吃母亲做的手
擀凉面。母亲将一大瓢自家磨的面粉，
放入面盆里，舀水搅拌，反复揉拌成面
团后，放在桌上拿擀面杖用力擀。一边
擀一边撒少许面粉，直到擀成一张薄薄
的大面皮为止。母亲将面皮一层一层叠
加，最后切成不粗不细的面条。把面条
放入沸水中煮熟，捞出浸入冷水中降
温，待其冷却后从水中捞出，倒入适量
麻油，以防面条粘连。用筷子将面条抖
散，加入味精、酱油、蒜、香菜等调味品，
拌匀尝一口，清淡凉爽，鲜香异常。饱含
母爱的凉面如涓涓细流滑过舌尖时，无
珍馐佳肴的精美，也无惊艳动容的炫丽
色彩，有的只是平和宁静的淡然。

凉面全国各地都有，最好吃的是在
上海吃的“清汤牛肉凉面”。面，仿佛是
刚从冰箱里拿出似的，不见一丝热气，
滑滑的面装在一只大海碗里，量非常
足，堆着牛肉丝、黄瓜条。调料也非常丰
富，苹果片、香菜、萝卜片、芝麻酱、花椒

油、蒜蓉汁、老陈醋、味精和麻油。夹一
筷入口，首先感到清凉，接着就是酱的
清香、面的滑爽以及黄瓜的脆嫩，都涌
入口中，让人胃口大开。吃碗面，再饮一
杯冰凉的汤汁，炎炎夏日，直感透心凉
爽。

诗人杜甫曾写有《槐叶冷淘》一诗：
“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
市，汁滓宛相敷……”诗人所说的“槐叶
凉面”，是指用鲜嫩的槐叶汁和面后制
成的碧绿面条，绿色本身就是冷色调，
再加上煮熟的面条过水而淘，自然会更
给人以“凉”的感觉。宋代诗人王禹也在
诗中描述过“甘菊冷淘”的类似制作过
程。可见“冷淘”自唐宋以来，早已成为
人们在夏天不可或缺的佳品。

盛夏，不想吃东西时，那就做一碗
清爽的凉面吧，拌上作料绝对能开胃。
如果家里有炒香的花生米或芝麻，撒一
小把下去，这碗凉面会更具鲜美。

夏日凉面香
江正

说来让人笑话，乘坐飞机居然成为有生之年中
的第一次。因为，十多年以前，在北京首都机场准备
买票乘飞机回来时，发现身份证丢失了，最终不能
成行，错过了梦寐以求搭乘飞机感受“上天”的机
会。

因为工作性质所限，平时很少出远门，只能循
规蹈矩每天开私家车上下班而已，这一错过就是十
多年之久。
这次终于有了机会。受合作单位之邀，一起赴

四川、重庆、广东等地考察学习；从苏北沿海到西南
腹地，再到东南羊城，路途遥远，首选交通工具便是
飞机。

六月正值夏仲，万物盛茂，正是赏景抒怀的大
好季节。怎奈此时的江南已梅雨盛行，大片地区雨
雾笼罩，风景大煞，此次蜀道之行自然不是最佳的
赏景时机。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一代伟

人的不朽诗句，给了我无限遐思。坐地能看“一千
河”，“上天”定能领略更多的自然风光。这激起我巡

天看“河”的浓厚兴趣，顾不得首次“上天”的紧张，
两个多小时航程全无睡意，全神专注于窗外天河。

从南京禄口机场登机，应该是下午三点半钟起
飞，因为天公不作美，东方航空公司航线实行严格
管制，随机的播音员通过广播反复向乘客发布此项
消息，请大家给予理解支持，并耐心等待；经过机长
多方反复协调，直到五点一刻飞机才接到准许起飞
的通知。

地勤人员发出起飞指令后，飞机从停机坪慢慢
驶进规定跑道，在轰鸣的发动机强力牵引下，飞机
冲出跑道，昂首冲向茫茫天际，直插厚厚云层。机身
过处，潮湿的空气受到强大的挤压和惯性作用，加

之雨后残留在跑道和机身上的水份，在飞机身后溅
起一片长长的雾花，蔚为壮观。

飞机在厚实的云层中穿行，仿佛钻进灰色的幔
帐，忽明忽暗。机窗外除了茫茫迷雾，一无所有。这
样的飞行大约持续了十多分种，飞机好像穿透迷
雾，进入另外一片天空，窗外视线也变得豁然开朗。
这时，广播里终于传来了“飞机已进入了正常飞行
高度”的消息。

透过机窗极目远眺，茫茫天际宛如无边大海。
飞机过处，片片云雾变幻莫测：忽儿浊浪排空，卷起
千堆雪；忽儿风轻云淡，如平静蓝海；忽儿又群峦起
伏，若海底珊瑚……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无边天
河绚丽多彩、恍若仙境。

近处看，朵朵彩云擦肩而过，推开窗户便可揽
入怀中；向下看，翻滚的云雾相互交织，犹如怒海浪
潮，放荡不羁。

猛然抬头，又出现另外一个天河，五彩缤纷，波
澜不惊，千里浪滔，毫不示弱。此时，我才真正体味
“天外有天”的真实含义。

巡天看“河”
董素印

时间过得真快，老爸去世已 3年
多了。老爸生前不仅是一位普通的农
民，而且也是一位地道的小生意人。老
爸中年时收过鸡蛋、卖过鱼、贩卖过家
禽，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一段摆
摊卖鱼的故事。

老爸诚实守信经营。那是 30多年
前的事，老爸看收购鸡蛋损耗大又赚
不了多少钱，便做起卖鱼小生意。为了
拿到新鲜的活鱼，他每天早上四点多
钟就起床到事先约定的养鱼老板塘口
拿鱼，然后到村部旁边的小店门口摆
起地摊卖。他卖鱼从不短斤少两，特别
是遇到老年人或贫困户来买鱼，他有
时还倒贴几毛钱，甚至多收了顾客的
钱，还登门退款。有一次，本村二组一
位姓耿的五保户老奶奶来买鱼，老爸
不小心多收了她 1元钱，到晚上盘账
时才发现，便连夜送到耿奶奶家，老人
非常感动，从此老爸美名远扬。

老爸待客非常热情。在卖鱼时，老
爸有他的营销诀窍，他的摊位前总围
着一团人，大多是聊天的。有的客户本

不想买鱼，但聊着聊着就想买老爸的
鱼。后来我和老爸聊天，才知道他的
“生意经”。他每天口袋里总是揣上两
包香烟，有行人来到他摊位前瞧瞧望
望时，不管买不买他的鱼，他总是先递
上一根烟，与客户联络感情。用他的话
说，生意不做情谊在。

老爸与同行融洽相处。俗话说，同
行是冤家。可老爸与同行却相处得非
常好，用他的话说和气生财，“船多不
碍港，车多不碍路。”特别是对卖鱼的
同行来说，相互之间要多补台，千万不
要拆台。与他一起卖鱼的王师傅平时
看我老爸生意好十分妒忌，有时还和
他砸价。有一次，王师傅在卖鱼时晕厥
倒地，老爸先将其送到村卫生室抢救，
然后回到摊位把王师傅的鱼卖掉，然
后再做自己的生意。这件事发生后，让
王师傅很感动，从此再也不和老爸闹
别扭了。

老爸卖鱼的故事，教育我要艰苦
创业、诚信待人，同时让我懂得包容他
人、坦荡做人的道理。

老爸卖鱼
张建忠

煮海的炊烟，
风干在天边。
一声江淮咏叹，
穿越似水流年。
圆月亮爬出了湿地，
乡愁是扯不断的线。

铁军的战马，
定格成画面。
多少波澜壮阔，
化作河清海晏。
大太阳挂在那门前，
汗水是晒不干的盐。

鹤归来兮,一飞冲天。
鹿鸣呦呦，
谁与缠绵？
盐之城 海之缘，
梦里梦外总是流连。

鹤归来兮,一飞冲天。
鹿鸣呦呦，
谁与缠绵？
盐之城 海之缘，
潮涨潮落皆成诗篇。

盐之城 海之缘
顾向明

蝶恋花 王万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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