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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未央，窗外春
雨阑珊。 几缕芳香

里，一抹相思几多闲愁。 在这样
的春雨里，我总能听见淡淡的、
涩涩的、柔柔的花开的声音。

开花的是母校木兰路上的
白玉兰，不用我刻意去拜访，不
用我用心去回忆， 它就这样不
紧不慢、不慌不张、欣欣然地绽
放在我粉红的心间。 这一晃已
经十来年。

十来年，花开过又谢过。 可
被春雨浸润过的白玉兰， 却依

然是我最初相遇到的模样。 那雪白的笑靥，
夹带着微微清香，羞涩地伸展，微醉般浮动，
透着万种风情，次第在淡淡书香中绽放。

上大学的那四年，每次上完课，我都喜
欢穿过长长的走廊，慢慢地，轻轻地，从木兰
路上走过。 我其实只是为了邂逅这洁白如玉
的花朵。 爱它，我情不自禁。

有好几次，我都忍不住抱着书本，倚靠
在树下，微闭双眼，任凭这世间独有的芬芳
沁入我心田。 这花朵下包裹的是淡淡的花香
与淡淡的书香交织的味道， 雅致、 清新、香
醇，直叫人陶醉。 有时候，我也像个淘气的小
女孩，一会儿嗅嗅花香，一会儿逗逗花瓣，一
会儿猜猜花语，任内心的充盈在花间摇曳。

可行走的脚步总是匆匆，每个人都有张
罗不完的梦想和行程。 即使这样，也丝毫不
减我对白玉兰的偏爱。 因为我总觉得，白玉
兰最懂我的心。 我的困顿、迷惑和彷徨，白玉
兰似乎都懂。 只要我需要，那丝丝的白和淡
淡的香，便会化作一路芳菲，轻轻的、柔柔
的，沁入我的心间，抚慰我的心灵，点亮我的
心灯。 就连那花瓣飘落时的从容，也在告诉
我：不必忧伤，不必沮丧，雨过就会天晴，花
落又会花开。 多年以后，慢慢品味，我便明
白，花瓣泪是青春的漩涡，从容面对，才能为
梦想护航。

尽管离开母校很多年了，白玉兰那冰清
的明眸，玉洁的肌肤，富丽中透着强劲的生
命力，总能在我记忆里浩浩荡荡地芬芳。 于
是，我迫不及待地想从留校的同学那里探寻
白玉兰的消息， 同学说白玉兰正艳着呢，几
分雀跃，几分涌动……

依稀间，我仿佛又回到了母校，又回到
了木兰路上，那冰洁的白玉兰正依偎在我的
心头，绽放出一路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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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诗歌协会会员 吴远山

从山顶下来的路
穿过油莱田
再下十多级石阶
趴在溪边喝水

我，捡了一块石头
牵紧怀孕的妻
沿着这条路
回了家

堂屋的四方桌
母亲摆好的筷子
也是一条条路
从不同方位
静等儿女归家

造 句
一个黄昏
邻居的小孩
趴在作业本上
尝试造句

写了一半
后面的接不上
咬着笔头
眉头上了锁

夕阳挂在天边
好半天没动
直到句子造完
温暖的光线
才从本子上挪开

有闲的日子里，我最爱在阳光明
媚的午后为自己泡上一杯绿茶。 偷得
浮生半日闲，至于尘世的纷嚣尽可暂
抛脑后， 只管去享受那份难得的闲
情： 于静心处听一曲怀旧的老歌，在
悠然中看一幕杯中的芭蕾。

在剔透的玻璃杯中放入少许茶
叶，以热水初贯之，尖尖细细的茶叶
上下翻腾， 一如芭蕾舞演员在旋转
飞舞中高高踮起的足尖。 音乐悠扬，
茶香弥漫，袅袅的水气渺如轻烟。 茶
之舞，先是热烈而奔放的，卷曲的叶
子打着转儿，随水凌空漂浮，晃如月，
游若鱼，幻似影。慢慢地，芽叶渐次舒
展开来了， 天女散花般挥舞着长袖，
孔雀开屏样扇动着羽翼。 乐声渐止，
茶叶浮沉逐渐轻缓了， 闲行若定，宛
若天上云卷云舒， 又似庭前花开花
落。

闻着淡淡的茶香，欣赏着茶的舞
姿， 我早已陶醉在了这杯中的芭蕾，
任思绪慢慢飘散开来。 吸天地之灵
气、采日月之精华的茶，在生命最为
灿烂的时候，离开了生命之树。 经历
了诸多磨难之后，茶叶始终蜷缩的身
体宛如正在紧抓着昔日的光阴，而这

一切只为能够留住自身的芳香。直
到某日与一杯沸水邂逅相遇，经过
一番凤凰涅磐般的洗礼，它才得以
再次散发出淡雅的气息，用力一吐
最后的芬芳。

用自己一生的等待企盼着灵
魂瞬间的蜕变，那是一种梦想与现
实完美结合的境地。茶经历了春夏
秋冬，吸吮了天地精华，也许为的
就是这一瞬间的美。那是怎样的一
种美？那是一种为了瞬间的精彩而
释放全部生命的悲壮之美，那是为
了瞬间的与水的自由舞蹈而生发
的相知之美，那是为了将一生凝聚
的精华尽情展露的大气之美。

茶，几经冲沏，浮浮沉沉，才释
放出了春雨的清幽、 夏阳的浓烈、
秋霜的冷肃、冬雪的冰洁。 这不由得
又让我觉得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
更似草木当中的一个人，平凡地生活
在天地间，历经风雨，历尽沧桑。 人生
如茶，人亦如茶。 茶只有经历过沸水
的考验才能散发出最美的芬芳，同
样，只有那些饱经风霜、历尽磨难的
人， 一如被沏了一次又一次的酽茶，
才能溢出生命和智慧的清香。

看着一个个小精灵在水中舞蹈，
幻化着山水的宁静和淡泊，诉说着生
命的沉重和轻盈。 当一切都已成为记
忆， 无论曾经是欢喜是愤怒还是悲
伤，回想起来，那些用真心真情走过
的岁月都是嘴角淡淡的微笑、眼中幸
福的光芒。 其实，只要你细细品味、用
心欣赏，杯中的芭蕾何尝不就是生命
之芭蕾，寂寞而坚强。

张春羊 / 摄

禾镰就像嵌入短木柄的小月梳，斜密
的梳齿紧挨着，个个锋利，一律斜向手柄，
分明就是一把小锯子。 一年里，它只在早
稻晚稻收割时派上用场。 其他的日子，则
长年累月躺在某个阴暗角落蒙尘生锈。

我的家乡八公分， 村前蜿蜒小河的
两岸，是广阔的稻田。稻田变得金灿灿的
时候，村人记起了禾镰，把黄锈斑驳的它
们翻找了出来，一番审视，有的已锈蚀得
不成样子，几欲折断，扔了。这段日子，赶
圩的户主， 会从圩场上挑选几把新禾镰
买回家。 新禾镰的木柄白白的，光溜，圆
润。 一弯镰片宽若二指，上沿铁青，下沿

密齿，打磨得雪亮，泛着寒光。
双抢割禾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农活，

太阳如火，田野无风，整个大地就如同一
个大蒸笼，即便戴着草帽，头皮依然晒得
发麻。 相比没过小腿的烂泥田和水浸田，
溜干了水的半干半湿的稻田， 割起禾来
要轻快很多。 一家人沿着田埂排开，俯首
翘臀，各在一处割开一道口子，向着密密
的稻子割去。 熟练割禾须眼疾手快，左手
虎口张开，像一把叉子，拢掐着禾蔸朝前
推进，右手持镰飞快割着，霍霍有声，全
然是凭着感觉下镰。 稍有不慎，哎哟一声
还未出口，手指一阵麻痛，已经割开一道

口子，鲜血直流。 一手禾往往要一口气割
上几蔸水稻，掐不住了，镰刀顺手一搭，
才直起腰， 转身放在一旁。 旋即又俯下
身，速速地割着。 这时候，面前各种大大
小小的的飞虫不停涌现，飞舞，扑到脸面
手脚叮咬。 稻草的枯叶，粗糙的谷粒，也
像一把把锋利的小刀锯， 不断地在脸面
上、手臂上割出一道道杂乱交织的划痕。
要不了多久，每个人全身已然汗透，豆大
的汗珠沿着脸颊滴落。 口干舌燥，闷热难
忍。

我是家中最小的， 又是爱捣蛋的男
孩，偷懒似乎是我的本分。 看见一个圆溜

溜的泥鳅眼，我放下禾镰，伸着右手的食
指沿着泥鳅眼抠进去， 一直触碰到泥鳅
的小脑袋，大拇指食指一掐，提着它的腮
给拖出来， 到田埂上扯一根草穿上。 有
时， 从面前的稻田里突然蹦出一只大青
蛙或者乌黑的大泥蛙，我欣喜若狂，张开
十指左追右赶，直到逮住方才罢休。 这些
简单的快乐， 能够让我在烈日下暂时忘
却割禾的辛苦。

我已经被父母和姐姐们远远地甩在
了身后，这样挺好，反正他们割完了会来
帮我。 我索性破罐子破摔，割一阵，站着
歇歇，掀起衣襟擦擦脸上的汗，到田埂上
的铜壶里倒一搪瓷口杯茶喝。 环顾四周，
田野上到处是割禾打禾的人， 打禾机的
嗡嗡声远远近近地传来。 原本金黄的成
片的稻田， 这时已像一块咬得七零八落
的大饼。 我抬头望望天，期盼飞来一块巨
大的云影，盖着我家的稻田。

云影是有的，只是停留在远处。 没有
办法，我只得又拿起禾镰，俯首翘臀，速
速地割着，向着前方追赶。

瀑 水 欢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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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黄孝纪

杯中的芭蕾
□ 徐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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