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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

早上起来，伸个小懒腰，穿好衣服。在床
上打个盹儿，去掉了所有的睡意。畅想着蛋
青色美妙的清晨，这也许就是一天里最幸福
的时刻了吧。

窗户与栏杆的缝隙，正好应合着地平线，
能看到的并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十九和二十
世纪的古建筑。太阳也慢慢地盼出来了，照
亮了建筑，照亮了铁塔，照亮了远方的巴黎新
城区。

看着看着，也就有些落寞起来。身处异
国他乡，万家房屋中又有哪一个与我相干呢，
整个法国境内又有几个可以联系的熟人呢？
好在落寞只是短暂的，我只是一个匆匆来去
的游客罢了。

目光渐渐移到比我高大数千倍的钢铁巨
人身上，再一次静静欣赏近在咫尺的埃菲尔
铁塔。它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纵使有千万
人反对过它的建设，它的设计师也备受冷落
和嘲笑，惹来各种媒体到处都是它的负面新
闻，认为一座光秃秃的铁塔完全不足以“纪念

法国大革命胜利一百周年”，甚至于莫泊桑、
左拉、小仲马都在反对修建的意见书上签了
名。

上到皇宫、贵族庄园、高档餐厅，下到咖
啡馆、小酒馆，大家无一例外地在聊这件没人
看好的事情。无论贵族还是农民，这个话题
仿佛是永远不过时的茶余饭后的谈资。穿着
燕尾服的绅士们，烤面包的妇女们，卖报的小
孩们，一时间，所有的法国人都知道了这件有
失国尊的事情。

或许，当时还有上千次街头骚动，那些保
守的人们纷纷涌到街上抗议，一条条横幅被
举在他们的手里；或许还有无数次的沙龙，那
些具有贵族血统的妇人们，在谈论文学的地
方，抨击着这座愚蠢的铁塔的设计。不过，时
至今日，埃菲尔依然耸立在巴黎街区的战神
广场，以330米的高度，成为法国的地标性建
筑。

坐在酒店的房间里，从窗户就能看见埃
菲尔铁塔，也是一件幸事。只见原本还被黑

暗包裹的塔身，在晨曦的笼罩下变得金光闪
闪，无数的光条，甚至有些反射到了我的脸
上。

早晨的埃菲尔铁塔，不像夕阳下的那副
样子，浸泡在夕阳中的它，会显得更为温婉了
一些。那晚霞中的铁塔，像是在为阳光做着
最后的道别，让人感觉悲喜掺在一起。那种
感觉是用文字写不出来的，与其用千言万语
来描述它，倒不如内心去感受，更能领会那种
感觉。

远望清晨的埃菲尔铁塔，也别有一番韵
味，虽然正是整修时间，外面一圈都被铁皮围
了起来，但仰视斜上方的拱形门，就能感觉到
它的高大。阳光照在上面，和那些石墙建筑
不同，反而显得更加般配。猛然一瞧的话，会
觉出这是个尽显突兀的钢铁的现代化建筑，
但仔细一看，竟有些古老的法国教堂的痕
迹。塔身由无数的钢铁横条组成，看久了会
眼花缭乱，甚至会产生幻觉，说不定能使人晕
厥。

也许是相得益彰，埃菲尔铁塔旁边的塞
纳河也显得别有天地，就像伦敦塔旁边的泰
晤士河一样，有了一条重要的河，埃菲尔铁塔
的存在就显得更加的真实，连映在河面的倒
影也显得真实，夜晚的灯火同样的更加绚丽。

我似乎感觉，最值得观赏的还是河，建筑
物似乎只是增加美感的装饰物吧。

站在塞纳河岸边，看着来回穿梭的游轮，
上面载着许多的客人，歌声和欢笑声不断。
我忽然想到了孤独的铁塔设计师古斯塔夫·
埃菲尔，在一百二十多年前设计、建造这座铁
塔的时候，即使身边有千万人来来往往，支持
他的人却少之又少，这位设计师能想象得到
一百多年后这座塔给他的荣光吗？

因为看不到未来，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
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的。我想起不知谁说过的
一句话：一个人不能只是低头走路，还要抬头
看天。 ■毛毛 摄影

埃菲尔铁塔的清晨埃菲尔铁塔的清晨
董俊淞

秋一塘，冬一窟，而今一池春。
小河湾的早春，从池塘被搅醒

开始。水盈了，绿了，活了，春气从
水塘里钻出，升腾而起，脱胎为春
水。

一上一下，两个池塘，中间隔
一个茶舍。右侧是住宿、饭铺，以
及书桌、火炉和闺房。可以对镜贴
花黄的闺房里，还有木桶浴。淡色
柔软的汉服，不经意半遮一本书，
书名《晚熟的人》。

被老天偏宠的小河湾，早早得
了春的信息。

小河湾很难找，来路弯弯曲
曲，一下子隐没在村庄丘陵之中。
小河湾又很方便到达，杭州绕城高
速西复线出口便是。

春水诱动春风，春草还不及泛
绿，春花已像绽放的烟火，让小河
湾的空中变得点点飞红。

池塘左侧紧贴山坡，长满高高
低低、各式各样的树。榉树楮树檫
树，冬眠中醒来还差春雨洗一把
脸。错过了春嫁的第一班迎亲队，
浑然不觉。

弥漫樟木香味的房间，春风翻
书，春水煎茶。半躺床上，越过铜
茶壶煮沸的茶汽，望得见春水的漾
动。硕大的两只鸭子嬉戏在水面，
不在意被称为洋鸭、大雁，或者天
鹅，悠然自得，添为窗前的风景。

晚上，茶舍明黄的灯光，让梅
花的粉红、淡黄，在春夜漆黑的天幕上，显得愈发玲珑和
精致。这时，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一句诗：“江南无所有，
聊赠一枝春”。

桃李春风一杯酒。在小河湾，取一只剔透的酒瓶，
上面印有主人的祝酒辞“今朝有酒又有你”，以春风春光
下酒，喝一杯地道的千家曲猕猴桃酒，说不定引来翠鸟
的围观，等你掏出手机对着时，它“呖呖”与你对话，清脆
动人，老熟人一般亲热。

春盛春旺，各样春天的主角红飞翠舞，热闹非凡。
小河湾，安静地在春风里弄妆梳洗，待嫁一般。

春天的樱桃欲

这么一场雨。樱桃树下散乱一地花瓣，颜色看起来
有点旧的土黄，被风吹破，湿漉漉的粘在地上。草长莺
飞、桃红柳绿的春天刚刚开始，樱桃的花便在春雨里谢
幕了。

也许，樱桃自己也知晓我的期待，它最值得献给春
天的，并不是作为开春先锋的花朵，而是玲珑剔透的枝
上玛瑙。花儿谢了，樱桃的春天来了。

我住的公寓楼下，就有这么一株不大不小的樱桃
树。这是一个老的小区，绿化很少，缺乏养护。樱桃树
就在一个小小花坛的一端，来来去去的人们日复一日地
从它身旁走过，树荫下总有汽车安静地停着。当那些落
叶植物还未萌动绿意时，它径自把花开放了，不知是否
沉不住气的缘故，其实连它自己也没长出一片叶子。花
对于植物，是最美丽的展现，它却连个铺垫都没有，开得
毫不含蓄，谢得直截了当。

由于肥力的不足，楼下那棵樱桃树长得有点单薄，
高处的枝条仅仅能探着二楼人家的阳台。我常常羡慕，
二楼这户人家是最最幸福的了，可以站在阳台上直接触
摸花朵，可以直接衔一颗鲜果入口，樱桃与唇齿摩挲时，
还没离开枝头呢。

它很慷慨，在我搬过来住的这么多年，每年都长出
许许多多的樱桃，年年都在努力地展现着丰收的景象。
我如约看到，花的前奏过去，叶的序幕拉开，青绿的樱桃
便低调而奢华地登场。从隐隐约约到缀满枝头，从瘦小
如豆到饱满似珠，从干涩青青到橙黄泛光，每一天都有
惊喜，住在前前后后的人们，都喜欢从这里走过。

可是这个时候，大多数的居民开始遗憾，甚至痛
苦。因为，樱桃将由橙黄变为红润的时候，它的厄运随
之而来。有人爬上围墙，挑一颗相对较熟的果子摘下尝
鲜。不怪他。可能他已经等了好长时间，耐不住了。这
种公共绿地上的免费水果，不抢先下手，会被别人抢走
的。接下去的几天，总有几颗相对较熟的樱桃，总有人
精挑细选。有人攀在树上，有人登上围墙，有人站在汽
车顶上，有人直接用钩子把丫子钩下来。不出一个星
期，樱桃树酝酿了一年的果实便不复存在，而且，根本未
曾成熟，只留残枝败叶，在春风中摇曳。

樱桃本应春天红。如果在我们的小区，有那么一株
被红透的果实压弯了腰的樱桃，人们欣赏它，珍惜它，直
到果熟蒂落，该是多好的风景。不知道这棵无声的樱桃
树会不会哀求，让我在春天红一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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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黄昏，夕阳西下，国王坐在地毯上给小公主讲
故事。

国王讲着讲着，突然，宫殿的景色发生了变化。柱
子变成了大树，椅子变成了石头，地毯变成了草地，墙也
没了，小公主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国王回过神来，周围已经变成了一片茂密的大森
林。国王很着急，他想要赶紧找到自己的小公主。

国王走进森林，在小河边看见一只大鸭子。这只大
鸭子，有紫色的羽毛和一个超大的嘴巴。

国王问：“大鸭子，你看到我的小公主了吗？”
大鸭子嘎嘎地说：“她是有金色的长发吗？”

“是的，她在哪里呀？”国王赶紧问。
“她在小桥上，”鸭子说，“您要，直走，右转，三岔路

口左转，然后……”
国王没等鸭子说完就跑走了，走到三岔路口左转，可

是没有看到小桥。就在这时，一只长得像细细的铅笔的
鸟飞来了。

国王问：“小鸟，你看见我的小公主了吗？”
“她是穿了一条粉色的裙子吗？”小鸟问。
“是的，”国王说，“她在哪里呀？”国王赶忙问。
“她就在小桥上呢，您走上桥的时候要小心……”
国王又没听完，就跑开了。他跑着跑着，看到小桥

就跑上去，可国王没有看见桥上有个洞，一下就掉进了
河里。水中有3只橡皮鳄鱼，张着大嘴向他游来。

国王一下从地毯上坐了起来。原来是一个奇怪的
梦啊！他抱起小公主说：“太好了，你还在。”

国王和小公主
张璟然

所有的遇见都是一场美好。
春天里，遇见花开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儿

了，但你也不要以为，这真的是很寻常，有很
多人，在春天里遇见的只是乍暖还寒，树芽未
生，鸟雀瑟瑟……

即便是这样，也是一场美好，暖和寒都是
人生要经历的一场“度”，暖了使人觉得惬意
和幸福，寒了使人觉得残酷和孤独。但想想，
树、花和鸟雀它们都是要经历这些的，它们何
曾表露过幸福或者孤独？

人太浅薄了，因为有感情而显得尤为多
愁善感，比树、花和鸟雀多了一些脸色。

可这些，都远不如树、花和鸟雀的静默自
然，儒雅达观。它们不曾喜也不曾悲，只是把
所有的遇见都当作一场美好，安静地纳下，安
静地享受。

世上还会有什么比这更好呢？
遇见了，一块儿养养花种种草，一块儿读

读书品品茶，再一块儿想想将来有个小院子，
种一片竹林，修一弯溪水，喂鸡喂鸭……

遇见了，就是一场美好，不要计较太多，
不要遥想太多。

什么东西太多了，都容易伤，容易丢，容
易忽略当下和遇见的美。

夏日，遇见一场雨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儿，但
你也不要以为，这真的是很寻常，能与你走过雨，
一起撑把小伞过街的人，一生也不会有几个。

想想吧，雨不大，淅淅沥沥，滴滴答答，雨
丝如毛线织在发梢，滴答如慢摇萦绕耳畔，两
人牵手掠过世间的嘈杂与繁华，相视一笑，忘
却了一切。

爱与不爱，恨与不恨，在四季里都会遇
见。

爱上一朵花与恨上一棵树，那只是凡夫
俗子的思维，而对于花和树来说，与你相遇，

它们都当作是再美好不过的心事。它们会把
这美好的心事藏在土里，藏在云里，谁也不告
诉。

秋日遇见一片落叶，冬日遇见飞舞的六
便士，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儿，但你也不要以
为，这真的是很寻常，落叶和六便士的舞蹈那
么曼妙，可世间多少的文人骚客却是在叹息
它们的短暂和易逝。

世间的美都是短暂易逝的，雕塑大师罗
丹的作品也只是因为和他遇见了那么一会儿
才惊艳世界。

如果没有遇见，罗丹还只是那个罗丹，石
头还只是那块石头。

这一生一世，没有多少人能与你擦肩而过，
没有多少人能坐下来与你对视，闲饮闲读闲聊。

或者说，没有多少人能够遇见。
所有的遇见都是一场美好，你听，这会儿

鸟叫了，悦耳悦心，过会儿它飞走了，就很难
再寻到此刻的美好。 ■苗青 摄影

所有的遇见都是一场美好
杨福成

东山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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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浅浅的青绿间
突然闪出一抹白色，春
天才闪亮登场。等到无
数的雪球挂满枝头，在
微风中摇曳，春天就渐
入佳境。梨花，是春的
信使。一曲梨花一簇
白，一片流云一点开。

漫山遍野的棠梨
树，一夜之间换了洁白
的婚纱，宛如嫁与东风
的佳人。老树棠梨悠然
淡定，那些娇小的梨树
也将枝丫使劲地伸向蓝
天，邀请白云共舞。

棠梨多是野生的，
田间地头，屋后溪畔，一

丛一簇。这些棠梨花带着粗生粗长的野
性，枝条恣意，繁花喧闹，正是“乡村春色
无人管，开尽棠梨几树花”的随性。风过
处梨白香雪纷飞，又是“枝风非杨柳，树雪
是棠梨”了。

山村棠梨花又白，朵朵开在游人心。
踏青赏花的人乐不思归，有的在春光中徜
徉，与梨花合影；汉服的女子梨树下弹一
曲清音，几个小女孩绕着梨树追逐嬉戏，
一群画家早就选好了地盘，还有人在山坡
飒爽地挥舞刀剑……

伸手接住几片飘花，一丝微凉唤醒了
记忆深处另一片白清如雪的梨花。

小时候，我住的大院围墙外面也有一
片梨树林，是部队农场种的。平时就是一
片不起眼的树林，树干虬曲，树皮龟裂，叶
片儿尖卵形，但每到二月里，光秃秃的枝
头就突然绽放一树繁花“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冷艳全欺雪，余香乍入衣”。喜欢梨
花的简约，喜欢梨花的“争开不待叶”，为
我故土敬献一抹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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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江南，根本察觉不到春天的气息。
在这湿冷的日子里，不论室内室外，时常

要缩着脖子，哆哆嗦嗦，日日盼望春天来。
春天来了就能脱下厚重的棉服，像拔节

的小树般舒展身体了。眼看着一些树发芽
了，樱花、春梅、山茶，还有更多的花都开了，
风也不那么微冷了，阳光也开始变柔了。

去北京出差时，我还穿着羽绒服。回来
时，富阳已像妈妈的笑脸一样暖融融的，我就
换上薄一点的外套。谁想才暖和了一两天，
突然一个下午风起，一个晚上雨落，第二天落
花满地，我又得在料峭春寒里瑟瑟发抖，翘首
等待真正的春天来临。

在富阳生活的这几年，我或多或少也有
了一些经验。在这地方，桃花就是开你脸上，
你都别把棉衣收起来。乍暖还寒，阴晴不定，
一热似水汗流，一冷棉袍加身。

有时，这气候就像少妇的脸，前一刻还眉
开眼笑，后一刻突然落下泪来，连她自己也说
不上来为什么。心情好的时候，说话就像惠
风和畅，让你心花怒放；不高兴了，浓云罩脸，
闭门锁户，搞得一家子愁眉苦脸，郁郁寡欢；还
有时不时“叛逆”一下，你让我咋我偏不咋，我
就要忽冷忽热，来个“倒春寒”，欺负欺负你，咋
了？！说冬不冬，说春不春。江南碧绿的、青涩
的时节，在冷热中交替，在别扭中成长，不论多
么纠结，最后依然说，我们还是喜欢春天。

只有当你听到窗外枝桠上传来的鸟鸣，
声音里透着清丽、高亢。这声音交织着春天
的复苏和温煦，像熨斗一样熨烫着寒冷堆积

的褶皱。看到它们有了新的忙碌，一会儿扑
棱棱地闪打着翅膀，从巢穴里边儿飞出来，一
会儿又衔着食物匆匆地飞进巢穴，你的心里
也已然知道，一个灵性的生命，从那不大的巢
中传出来的一声声弱小而清亮的啼鸣声，来
到了这个世界，鸟儿用羽毛孵化新生的季节，
鸟儿的鸣叫开始返青了。看到这样的情景，
天气才算真正变暖，从此蝶展翅、花开心，一
日日枝肥叶厚、姹紫嫣红。

玉林兄所住的小区绿化比我们小区好，
那些树种，也从冬日里一个长长的美梦中醒
了过来，睡眼惺忪，舒展了一个懒腰。不晓得
玉林兄会不会也像我一样，有时会在依稀望
见有新枝的树下静静地伫立着，静静地思索
着，让心里多了一抹虔诚和敬畏。

小区的环境好，栖落在树上的鸟儿品种
也多，叫声也不同。在一声声欢快的鸟鸣里，
体会到它们的不疾不徐，不骄不躁。它们叫
醒了大地骨骼里的色彩，油菜花、桃花、梨花
和田坎上五颜六色的野花，像纹在大地肌肤
上的刺青，黄的尊贵，红的妩媚，白的浪漫。
一草一木，一叶一花，发于春，荣于春。从春
天里诞生的生命，一天天茁壮，一天天葳蕤，
丰茂出生命的茁壮与挺拔。

我恍然间明白了，时间的意义原来不在
别处，而在那春日的酝酿中，缓缓地向上，一
点点地生发。

一颗颗毛茸茸的嫩芽儿，迫不及待地就从
泥土中胆怯地、娇羞地、探头探脑地打量着这个
世界，它们像是遇见了新鲜事一样，又像是为了
赶赴一场约定，连身上也换上了一件新衣，粉嫩
的、鹅黄的、嫣红的，朦朦胧胧，草色轻烟，若有若
无的样子，像缥缈的烟岚，影影绰绰地撩你的眼

眸，一刹那的温柔便足以拨开你的心扉。内心
使然，想要用手去摸一摸它们，感知一下生命的
力量，但很快将伸出一半的手又缩了回来，因为
不忍心去触碰它们孩子般的柔弱。

推开老台门的木窗，望着近在咫尺的那
一片竹林，似乎能够隐约听到竹子拔节的声
音。它们积蓄了一冬的元气，经历一次次地
考验，也使得它们清瘦了很多。

江南的瘦竹，不是憔悴，而是妩媚，婆娑
中显妖娆，委婉中著清丽，别致中纤纤细细，
娉娉婷婷；江南的瘦竹，有气质，有风骨，有流
韵，长年青翠，长年相思，站在春天的沃野里
展开轻盈盈的竹身，水灵灵的竹叶，生命的丽
色被春天漂染出更加翠绿。

别看这几日“斜风细雨作春寒”，但“乱花
渐欲迷人眼”是挡不住的，隔天必是“千朵万
朵压枝低”。

被鸟儿衔来的春天，把初绽的新芽，新生
的嫩绿，微露的初红，迎接到春天的产床上。

我不知还要说什么，新的生命在春天风
云际会，天地间已无可逆转地充盈了生命的
活力。 ■心飞扬 摄影

鸟儿衔来的春天
谢华

太白湖畔

十里阡陌，桃花相候，赴一场与春天
的约会吧。

牟汶河的源头，清流淙淙，层峦叠翠，
果园相接，村舍相映，乃人间之福地也。
沿着金水河驾车东往，满眼的杨柳依依，
红霞锦绣。

车子渐渐驶入桃花盛地——霞峰，一
个让人满眼生辉、唇齿留香的村庄。桃花
尚未全开，含苞欲放的蓓蕾更惹人怜爱。
芬芳淡淡的，让人不忍离去。

花下的枝丫，奇形怪状的石块，零星
点缀的繁花嫩草，被偶尔飞来的蜂蝶涂抹
出桃花的背景。游人如织，老幼相携，纷
纷拿出相机手机与桃花合影。

通香峪，一个幸福浪漫的桃园乡村，
广场上的乡亲，有站的，有坐马扎的，有的
倚靠在树上，有的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有
的纳着鞋垫，有的正香喷喷地吃着煎饼卷
大葱呢。

此刻他们的魂儿早被戏台上的生旦净
末丑给牵走了，“辕门外那三声炮……”他
们脸上的表情追随着剧情，时而蹙眉，时而
怒目，时而微笑。依依呀呀的唱腔回旋在
空中，余音绕梁，仿佛把他们带回久远的回
忆。

去台子水库的路上，我寻得一处最美
桃林风光。这里山势开阔，极目望去，可
见山势独特的沂蒙七十二崮中的璇崮，耸
入苍穹，与青冥争辉。

蜿蜒小路似玉带萦绕山间，脚下是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万亩”。近了
桃花绯红成片，香气四溢，虬枝高低错落，
回环盘旋，俯仰生姿，架相机，按快门，咔
咔咔，哪一种构图都有诗情画意。

我却钟情一枝弯曲的美丽，凝望她傲立
枝头的一朵娇艳的花，是这里独特的风景。

我到了行程的终点——台子水库，她
像极了春天明亮的眸子，盛满着透明的
春。

桃花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我们与桃花
相依，与春天相爱，和春天约会吧，桃花就
开在你的心田。

与桃花的约会
陈俊伟

春天是一桌色香味俱全的盛宴。
春分刚到，婆娑的柳条已萌发嫩嫩的芽，

散着清新的香味。倘若采上一些，回家用开
水焯一下，拌了豆糁上锅炒熟，就是一道天然
美味的柳芽菜豆腐。

要说树中美味，当属香椿了。清明节
前后，香椿树绽开了绿中泛红的芽。勤快
的大嫂举着长长的钩子，仰起脸，笑嘻嘻地
钩住才放出嫩叶儿的香椿芽，轻轻一掰，嘎
巴一声脆响，一朵带着露水的香椿芽应声
落地。

孩童欢叫着跑来，椿芽被拾进小篮子
里。中午或者傍晚的饭，就有了一道香椿拌
豆腐，俗称“鸡刨豆腐”。也用香椿芽打鸡蛋
或做汤，保准馋得流口水，吃得满口香。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说洋槐花了。快到
春夏之交的时候，慢性子的洋槐花懒洋洋地
绽开花蕾，一嘟噜一串，出没在碧绿的树叶
间，弥漫着香甜的气息。

农家的小院里，或者山坡上，到处可以看
到洋槐花。轻轻撸上一兜，回家简单一洗，拌
上面粉，在滋滋啦啦的油锅里煎成金黄色，
得，又是一道美味佳肴。

好吃的还有榆钱，总会引来一群馋嘴的
孩子。撸上一把便迫不及待地塞入口中，嚼
出一嘴绿汁，满口的香甜。只是榆树在农村
也越来越少了，想吃榆钱，真的要跑很多路才
能找到。

家槐的叶芽也是很好吃的，用来做菜豆
腐、烧咸糊涂绝不逊色于米蒿，却记得小时候
母亲讲过，我的父亲就不能吃槐芽，一吃就会
肿脸。

春天的田野给人无数的美味，最有名的
当属荠菜。雨水刚过，荠菜便从寒冬里苏醒，
在春风的吹拂下，渐渐地绿了。这时候带上
一把小铲，挎上小提篮，蹲在麦田里，或者荒
野中，就尽情地挖吧。满满的一兜带回家，洗
净剁碎加上鲜猪肉拌成饺子馅，那叫一个美
呀。

还有一种野菜，仅次于荠菜，那就是米
蒿，我们当地亲切地称呼它“米米蒿”。它的
叶子细细的，喜好生在麦田里，初春早早地探
出了头，伸开嫩嫩的叶芽，茁壮地生长了。

挖上一堆米米蒿，水洗两遍，锅里放上
水，泡好的黄豆或者花生米，等锅咕嘟嘟开了
再放米蒿，还有麦糁，最后放盐，一锅浓香的
咸糊涂就做好了……

春风又绿了草和树，徜徉在田野，在婆娑
的树林，它们粗糙而生动，忽然像极了父亲母
亲布满老茧的双手，泪水不知不觉就在脸庞
滑过。

品春
张呈明

流
年

春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