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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开在春天里

清晨，我呼吸着新鲜空气，闻着幽
幽的香气，来到校舍后的山坡上。近看
桃树枝桠上，长出一粒粒青黄豆似的花
蕾，娇嫩幼稚，仿佛是幼儿园里活泼的
孩子，在春光里露着一张张幼稚的笑
脸，那么可爱。桃枝上那些嫩生生的花
蕾在柔柔的阳光里，在融融的春光里，
向往着蓝天，向往着美好的未来。蜻蜓

也飞来凑热闹和他们一起做起游戏
来。孩子们在校园里欢快地唱着歌儿，
小鸟在树枝上也“叽叽喳喳”地唱着歌
儿。桃树枝桠上的蓓蕾初绽，在蒙蒙细
雨里，那密密枝桠上好像挂满了银色的
微型灯泡，串串洁白的花苞珍珠似的晶
莹闪耀。

过了几天再来观赏桃花，山坡上盛

开的桃花，粉红粉红的，娇嫩得仿佛雨
中走在上学路上的一群学生，个个打着
花雨伞。近赏俏丽妩媚的桃花，似少女
初妆。春天，纷繁的桃花在阳光中开得
格外喧闹，就像校园里那些穿戴整洁活
泼可爱的学生，脸上个个露出幸福的笑
脸。一树树托起一团粉红的花瓣，像一
位女生扬起的笑脸，洋溢着青春的光
彩，在校园里背诵诗文。桃树枝桠上，
绽放着朵朵鲜艳的桃花，它们紧紧地挨
挤着，簇拥着，如孩子们簇拥着和蔼可
亲的老师走进教室。娇艳的桃花，总是
在春天里和蜜蜂相会，如美丽的姑娘，
在春天里和心上人相会牵着手去踏青
赏景。近看雨雾中的桃花开得真水灵，
如在雨雾中被淋湿衣裙的姑娘有两只
又大又水灵的眼睛。远看山坡上一片

盛开着粉红粉红的桃花，仿佛校园里一
群少先队员胸前佩戴着鲜红的红领
巾。山坡上的桃花远观气势磅礴如云
如霞，如舞蹈演员穿着粉红色的衣裙在
演大型舞剧《海潮涌动》。

我感叹，自古红颜多薄命，花期最
短的也是桃花。生命不在于长短，在于
活的有意义，这是桃花的品质所在。桃
花为春天而怒放，为春天而芬芳，让春
天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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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又到菜花黄春风又到菜花黄

●郑业春

身边的风景

散步散步

茶是故乡好

湿地花海行

“青弋江边水，珩琅山上茶”。又到
了一年一度新茶上市的季节，透过阵阵
茶香，不由得想起故乡的茶叶——珩琅
翠芽。

与诸多名茶相比，珩琅翠芽与其说
养在深闺人不识，倒不如说是极具灵气
和野性的茶。记得多年以前，家在珩琅
山脚下的亲戚，每年清明节前后，都会
送一袋茶叶给我的父亲。茶叶是自家
炒制的，包装袋就是普通的白色塑料
袋，连简陋的商标也没有。这便是珩琅
翠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撮一小捧
放在杯子里，经沸水冲泡，顿时满屋生
香。吹开浮叶，暖暖地喝一口，汤水是
恰到好处的温软，鲜醇爽口，回味无穷，
非一般的绿茶可比，所谓“两腋清风几
欲仙”便是这种感觉。虽浓酽，口感却
好，如同酒中的陈酿，度数虽高，不乏爽
滑畅快。其它的绿茶泡过三四道之后
便是清淡寡味，这茶耐得住冲泡，五六
道之后清香持久，沁人心脾。

说起珩琅翠芽，和已故的我国著名
制茶专家陈椽教授有着一段情缘。上

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早春，安徽农业大
学农学院陈椽副教授来皖南考察茶叶
的生产制作，听人说珩琅山有一种野茶
品味不错，于是转道前去看看究竟。这
是珩琅塔西北山坡一片约30亩的茶园，
既不像黄山毛峰那样浴峰峦之云雾，也
不像西湖龙井那样得山水之精气。“阳
山桃李阴山茶”，尽管没有海拔的优势
和云雾的滋养，西北坡的茶园却避过了
中午的日头而尽享夕阳。珩琅山属于
低山丘陵，坡度平缓，土层肥厚，富含有
机矿物质，加之环境清幽，少有污染，故
新芽绿而不艳、翠而不虚、嫩而不娇。
在陈教授的悉心指导下，茶农采取炒
青、烘青为一体的方法，制作出全新的
茶叶，以“色新、香浓、味纯、形美”合称
为四绝。陈椽教授随即命名“珩琅翠
芽”，并欣然题写了茶名。以陈宗懋先
生为主编的《品茶图鉴》中收录了此茶，
在争奇斗艳的香茗世界里，为芜湖茶叶
赢得了一席之地。

茶以“芽”命名的，表示茶芽细嫩，
冲泡后芽叶绽开，形如雀舌。四绝中，

珩琅翠芽以“形美”而夺人眼球。翠芽
外形尖直，挺秀匀称，叶底鲜活显毫，色
泽清亮。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说“凡芽
如雀舌，谷粒者为斗品”（谷粒是当时的
嫩芽茶，为斗茶之佳品）。西河的老茶
人，向来有斗茶的习俗。斗罢外地茶，
还要比本地茶，珩琅翠芽自然是压轴的
主角。一杯杯的茶水捧出来，看谁的似
枪旗林立，看谁的如新笋破土。只是当
年的茶园规模小，茶产量有限，清明节
前的茶少之又少，茶农自家舍不得饮
用，皆馈赠亲朋好友，市面上根本见不

到，此茶越发显得珍贵，可遇而不可求。
常常以为，喝茶只要清新爽口就

行，好茶不一定是品牌茶、名贵茶，更不
是包装豪华的茶。很是欣赏宋末赵孟
頫“石上酒醒，山间茶熟，别是水云风
味”的词句，不事张扬的山间茶，是灵性
四溢的野性茶。在我眼里，珩琅翠芽不
仅有扑面的清香，还有一段缘结陈椽教
授的佳话，更有挥之不去的故乡山山水
水的记忆。

茶，终究是故乡的好。
配图：李明仙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时至
春分，春色难掩，几场春雨，几个丽日，
春风就像一个聪慧的丹青高手，染绿了
岸边的杨柳，染红了后院的桃花。

在不经意间，家乡的油菜花都黄
了！

村边的农田里顿时鲜亮起来，黄澄
澄、金灿灿，美不胜收。田畴之间的花
海，远远望去，犹如大地上的绒毯，光芒
四射。一阵春风出来，花海荡起些许涟
漪，芳香迎面扑来，沁人心脾，仿佛是春
姑娘洒下的香水。

徜徉花间，静心体验这份鲜活的时
光。这温暖而浓郁的黄，让我沉静；这
亮丽而透明的黄，让我神往！我被这片
仁慈厚爱的土地陶醉了，我愿做一个春
光的捕手，用眼睛记录这美好的时刻，
让千朵万朵亿朵竞相开放的小黄花收
藏在自己的脑海中；让无数株绿油油、
姿态万千的枝叶珍藏在春天的记忆里。

春风起，忆往昔，多少往事上心头。
二十年前，也是油菜花开的季节。

那时我还是初出茅庐的小子，为了提高
学历，鸟语花香的清晨和洒满余晖的傍
晚，我都会手捧一本书在花间阅读。蝶
舞花间醉，人在花中走，在这一段时间
里，我收获了知识和文凭。

十五年前，也是油菜花开的季节。
我已经是情犊初开的少年，为了寻找爱

情，在芬芳的花前和皎洁的月光下，我
轻轻地牵着她的手，静静地看着她的
眼，脉脉含情中收获了爱情的甜蜜。

十年前，也是油菜花开的季节。
我也步入而立之年，孩子都四岁了。
我和妻子晚饭过后常带着孩子行步于
乡间小路，小小年纪的她看到纷飞的
蝴蝶，立刻挣脱我俩的手，跑进花海中
追寻，何等畅快。

忙忙碌碌中，十年又过去了，我已
经远离了泥土的气息。这十年中，我
甚至没有感觉到冬去春来及四季的变
化，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没来得及好
好去欣赏。

也许在这春风沉醉的日子，思绪
也开始复苏。

和爷爷栽油菜时的傻事，独自油
菜田间捉鱼的乐事；挎着篮子在油菜
田里挑野菜的傻事，和父亲一起打菜
籽的苦事都一一浮现在眼前。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健忘的人，
对生活欲望不强的人，对真情埋得很
深的人。殊不知到了今天，才懂得，不
能忘的事儿太多太多。

我不知，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和
家人相聚，但我确乎是渐渐感到空虚
了。我已经舍弃了一个十年，我不能
再等待了，赶紧带上妻子和孩子一起
去老家看那片金黄的油菜花吧！

去年深秋的某一天下午，在东湖
公园散步的我偶遇一队二三十人的旅
行团，他们都戴着一色的红帽，在导游
的带领下，沿着湖边边走边看边拍。
看着兴趣盎然的游客，我很不以为然：
这儿也能成为旅游景点？

今年春暖花开的日子，我慕名前
往六郎湿地花海，走进景区，眼前是一
片姹紫嫣红的世界，如织的人流徜徉
在花海中，不知是人在看花，还是花在
看人。同行的人说：去昆明看花也不
过如此呀！此话让我想起东湖公园的
游客，听着耳边传来外地口音的说笑
声，忽然觉得一直被我们视而不见的
美景其实就在你我的身边。

我曾经很向往远方，总觉得远方
的风景事物胜于本地的一切。跟着旅

行团乘飞机、坐大巴、挤地铁。千里迢
迢，长途跋涉，去追寻南国风情，北国
风光。期间曾遭遇霸王条款、购物陷
阱、旅行意外，一路疲于奔波，多数景
点也只是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花钱
买罪不说，记忆中即便名山大川也只
是浮光掠影。

舍近求远、舍本逐末是我们常犯
的错误，远香近臭也是我们常有的心
态。其实风景无处不在，只要你拥有
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随着美好乡村建
设的发展，乡村游、周边游活动如火如
荼展开。如今的双休假日，人们更多
选择短途户外活动，爬山、踏青、休闲、
娱乐，一样的心情愉悦，一样达到旅行
的目的。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去感
悟、去欣赏，我们身边一样有美丽动人

的风景！
走进江南水乡的西河古镇，古老

的青石路面，飞檐对峙的商铺门面，拔
地数丈，削壁耸立的旧宅，恍如置身古
代社会。蜿蜒曲直的巷道仿佛走着一
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撑着
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
的雨巷……走进林木葱郁，山水相依
的怡龙生态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开
阔清澈的怡龙湖，依依杨柳倒影在水
中宛如一幅山水画。湖边坐着聚精会
神的垂钓者，悠闲自得，让人有一种伸
手体验的冲动。园内亭台、小桥、流水
相得一体，玉兰花、海棠花、樱花等各色
花争妍斗艳，人与自然在此融合天成
……走进珩琅山景区，这里群山拥聚，
树木葱茏，冬暖夏凉。登上山巅，但见
云雾缭绕，山脉蜿蜒，能鸟瞰方圆数十
里，县城仿佛就坐落在山脚下。与珩琅
主峰遥相对峙的珩琅古塔，虽经数百年
的风雨剥蚀、战火摧残，外墙图案仍依
稀可辨。塔身矗立山巅，数十里外，清
晰可见，更显雄伟壮观，每年吸引数以
万计的游客来此朝拜游览………走进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的陶辛水韵，但见
千亩水面莲叶接天，荷花映日。泛舟水
上，两边树木掩映，碧波荡漾，浮鸥嬉

戏，空气清新，顿感心旷神怡，令人陶醉
不已……可圈可点的我们身边的风景
还有很多，只要你走进去，每一个季节
都有不同的景色，每一个景点都有你流
连忘返的理由。

苍穹云卷云舒，庭前花开花落，山
间岚烟弥漫，都是美妙的风景。而身边
的爱潮涌动，也同样是一道道靓丽的风
景！公园里相互搀扶的白发苍苍伴侣
的背影；公路边不停打扫、身着黄色制
服清洁工的身影；邻里间友睦温暖的话
语；同事间融洽祥和的氛围…….真可
谓草木皆有语，人间更有情！

许多时候，我们总以为风景都在
高处、在远处，于是不顾一切地向上
爬、向前奔，因为太多的仰望和远眺，
身边的很多人和事被我们忽视或漠视
了：一直在你身后为你牵肠挂肚、默默
付出的父亲母亲，一直在你身边不离
不弃、关爱扶持你的爱人，一直在你左
右鼎力相助、不计回报的亲朋好友
……围绕在我们周围美好的一切，因
为太过熟悉，我们常常熟视无睹；因为
觉得理所应当，我们常常毫不在意。
而这些成就、温暖我们人生的最动人
的风景恰恰最应该珍惜、珍视、珍藏在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早就听说最近六郎的湿地花海开
得正艳，周日便和家人还有几个好友
浩浩荡荡两辆车奔赴六郎水乡。

说来也奇怪，微信朋友圈都在爆
料堵车、人山人海的场景，可我们还是
顶着大太阳，“硬着”头皮来赶趟子。
我知道，是微信朋友圈照片里晒的花
儿勾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

不用说肯定是堵了，可最终还是
很幸运的找到了车位，没费一会功夫
就进了园门，几个孩子尖叫声引来了
旁边那些游客的目光。我知道，孩子
们是惊喜过望，那漂浮的热气球和远
处成片的花海煞是好看。

四岁的儿子跑在最前，不时地回
头看看我们，或许是人多孩子有些许
的害怕。可是再望望前面的热气球，
最终还是舍弃了我们，奔向了那片绿
茵茵的草地。

最惹人笑的是我那一岁多的宝贝
女儿！乖乖，此刻都不用大人搀扶，就
自个歪歪扭扭的去追那一片火红火红
的郁金香。而搞笑的是，不会说话的
她，只会指着那些可人儿的花儿，一个
劲的和我们“呃”“嗯”。

午后四点多的斜阳撒来下，女儿
身子映着一旁的花，满脸的笑容。这
一刻，我快速的抖动了相机。不仅感
慨，这花儿，真是美啊！

就这样，我们随着人群，一路走，
一路看，那些花儿、人儿都成了相机、

手机下的风景。儿子牵着女儿的手，
行于花丛中，说来那些花儿很幸运，
孩子们的小手并没有去摘花儿，而是
低头贴近她，嗅一嗅。我不禁拍手叫
好！似乎娃们也懂得了美丽是属于
大家的？

想必是我想多了。
哎呀，光顾着照看两个孩子，都

忘记了身边那婀娜曼妙的“身影”。
幸好身后的爱人正一个劲的拍照，只
能叹息，回去加班“补课”去。

穿过第一片花海，我们登上了观
景楼。站在楼顶，放眼望去。那些五
颜六色的花儿躲藏于人群之中，甚是
妩媚。

这么成片的花海，蜜蜂自然是少
不了的，儿子眼尖，叫喊着我们来看
蜜蜂。大家也只好“陪太子读书”似
的蹲下来观察着。

蜜蜂时而“蜻蜓点水”，时而高飞
跃起，或是围着人群大转一圈，感觉
好像在抗议我们此举惊扰了它和郁
金香的热恋。

行人如织并不夸张，没有太多的
吵闹。微风拂过水边的垂柳，安静而
甜美。

就这样，在夕阳洒满花海之余，
多了些行人的笑脸。我不禁感叹：这
生活真好！

一方一净土，湿地花海一世界。
配图：古川

憋闷了一天，傍晚时分，雨终于停
了，推开窗台，一股清新气息扑面而来，
滴滴答答的雨声间间断断，我突然很想
出去走一走！见我换鞋，年幼的儿子顾
不得心爱的玩具，一下子从垫子上跳起
来，他非常喜欢出去溜达，尤其和我同
行。

雨后的世界，一扫往日的沉闷，空
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叶子也嫩绿起
来，不再直挺挺的忤在枝丫上。刚下雨
的路面，积了几处水洼，儿子一溜烟地
跑过来，在积水中横冲直撞，一下又一
下，或用力地跺下去，或轻轻地用鞋尖
踢水，够了，又狠狠地蹦起来，平静的水
洼，变幻着各种身姿，迎合着那双有力
的小脚。溅起的水花，没过他小小的身
躯，滴落在他洁净的衣服上，我走上前，

想要制止他，可他清脆的笑分明在告诉
我：不要！为什么要遏制他呢？因为这
脏脏的水洼，弄潮了鞋袜？弄湿了衣
裤？还是别人异样的眼光，无声地谴责
还有这样当妈的？

他跑向我，带着满眼的兴奋，告诉
我鞋里面有沙，硌脚，有点疼。我一边
帮他脱鞋一边佯装生气地告诉他，以后
不要跺水了。他显然是不以为然，“不，
还要玩。”清脆脆的，又提醒着我，成人
的冷静。

我见过很多孩童跺水，小的如我的
孩子，大点的可能有六七岁，见到水洼，
不一脚踩下去，好像就是一件大事没有
完成，也有互相在水洼中跺水的，比划
着水花的高度和对方脸上残留的“污
点”，在那一刻，他们感受到水和这个自

然，是幸福的，这样的幸福才是最真的，
没有物质，没有欲望，只源自内心，天
真，简单！为什么要去剥夺？无忧无虑
的时光只有几年啊，有一天，他会冷静
的如你我一下，撇一眼这积水的路面，
绕道而行，那是他“长大”了啊！

游乐场

在万达广场闲逛的时候，一楼露天
的游乐设备吸引了儿子的注意，他囔囔
着没有玩过，想去玩一玩。来到入口
处，售票人员告知，一个小时50元，家长
陪同80元。您的孩子太小，必须陪同。
这昂贵的价格，让我有点犹豫，可儿子
已经兴奋地脱掉小鞋子，就等着我的一
声令下，大有立马冲进去的架势，是啊，
三岁的孩童，哪有什么钱的意识，不忍
拂了孩子的兴致，只好买票入场。

说是游乐场，其实很简单。只有两
个项目，一个是大型的海洋球池，蓝白
相间的海洋球足足堆砌了九十厘米的
高度，中间有一座三米高的滑滑梯，从
滑滑梯上下来，坠入软软的海洋球中，
的确是个刺激又有趣的娱乐项目。球

场旁边，有一个小的区域，是一堆放大
版的积木，五颜六色的横放在地面。

他才一米多一点点，在海洋球中应
该是“举步维艰”吧，但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多这么深的球池，兴奋掩盖了一
切，在球池中蹦来蹦去，他倒是胆大，沿
着楼梯，爬到高高的滑梯上，感受着瞬
间滑落的刺激。看着他那调皮的俏皮
模样，我心想：虽然贵了点，可是在别处
也没有这样的娱乐项目，给他体验体验
也值得。可谁知，才玩了几个来回，他
挪到了积木那边去了。四处找起了积
木。“宝宝，玩球池去，积木家里有，我们
可以回家玩的。”“没有，家里没有大积
木，我要盖房子。”他头也不抬地收集一
个个积木，来继续自己的“工程”，我有
点着急，更多的是心疼钱，一小时80哎，
进来玩积木？家里也可以玩啊，任意一
个淘气堡也可以玩啊，玩一天也就三四
十罢了。

回家的路上，我和丈夫抱怨着熊孩
子的“铺张浪费”，丈夫笑话我“世故”。
是啊，成人的世界，总有很多的计算，值
不值得，怎样才合算，可孩子的世界，只
有欢喜和快乐。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我们几个孩子脱了棉袄急冲冲地

出了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
天是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
藏藏。不过我已经看到她啦！

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化作了春
天的眉毛。

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化作了春
天的眼睛。

树叶吐出点点嫩叶，化作春天的音
符。

解冻的小溪唱起了歌曲，化作了
春天的音乐家。

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她吗？难道
你们没有听到她吗？难道你们没有
闻到她吗？她在柳条的嫩芽上，她在
风筝的尾巴上，她在杜鹃花的花瓣
上。

春天的发现可真多啊！我爱这
个充满生命的季节！

（作者系二年级学生，小荷文学
院指导老师棉花糖推荐）

明媚春光，晓风吹絮，岸柳生烟。望
六郎湖海，彩旗绮丽；三江古道，紫气香
妍。健将流星，万人竞逐，一路风光天地
间。中国梦！待你追我赶，日月行天。

流霞梦里蹁跹。看毅力，人人奔跑
艰。唤全民健体，不辞日日；青春不老，
长愿年年。汗水横飞，风尘乘势，心往
神驰尽笑颜。新时代，应与时俱进，快
马加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