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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被调到离家较远的一个单
位。距我家有三四公里路，步行需要四十
分钟。我每天早上去、晚上归，往返步行
一共七八公里，身体自然而然地得到了锻
炼，不用再刻意花时间去跑步了。不骑自
行车，不坐公交车，也从没想过自己开
车。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早晨迎着第一
缕阳光，吹着微凉的清风，呼吸着新鲜空
气，听鸟鸣，闻花香，看风景。傍晚披着夕
阳余晖，行走在金色的世界里，感觉到自
在惬意。

步行使我感觉浑身经络通畅，精力充
沛，心情愉悦。时间久了，不免觉得路上
寂寞无聊，我产生了背诵古诗词的想法。
于是，每天上班的路上就多了一项任务
——背诵古体诗。

我把古诗抄写在纸片上，一路上小声
背诵。记住一句反复背诵，直滚瓜烂熟。

我不走经过喧闹
市中心的捷路，
而是走比较远的
僻静小道。小道上
行人及车辆少，不
会打扰我的背
诵。

年近不惑，记忆力减退，背会一首长
诗，需要好几天的时间。但我不着急，每
天背诵一点点，循序渐进、日积月累。两
年下来，我背会很多古诗词。《将进酒》《长
歌恨》《琵琶行》《兵车行》《春江花月夜》这
些长诗竟然也能背下来，自己也有点不敢
相信。我体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的成
就感和充实感，体验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
快乐。

我发觉，背古诗不仅能够锻炼思维，
还能积累古诗常识。我逐渐喜欢上了古

诗词。俗话说：
“熟读唐诗三百
首，不会吟诗也
会吟”。走进中
年，内心趋于淡
定平静，更适于

学习古诗词。即使在车马喧嚣的闹市，我
也能做到心如止水，心中修篱种菊。

早晨，迎着朝阳，我默默吟诵“片云
自孤远，丛筱亦清深。无事由来贵，方知
物外心”。傍晚我情不自禁地默诵“大漠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春天不由想起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
声，花落知多少”。行走在秋日的黄昏，
不免轻吟“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
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路过田园，“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从脑海倏
忽蹦出。

心中装满诗词，生活充满诗意。每到
景点，再不是一句“景色好美啊”！而是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或
是“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亦或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看着路边粉红色的碧桃花密密匝匝
缠绕在枝头，想起“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的诗句；看见妙龄美女，想起“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的诗句.……

我背诵着心爱的诗词，内心充满着无
尽的力量。诗词像小道两边盛开的鲜花，
散发着诱人的芬芳。朝八晚六的时光，我
风轻云淡地走过，走向寂静的林荫小道，
一路充满芬芳。

“春城无处不飞花”，唐代诗人韩翃的
这句诗描写了当时长安城百花盛开、万紫
千红，春风吹来后落花飞舞的迷人春景。
现在人们也常用这句诗描写昆明等城市
春天的花事之繁盛。而现今的高原新城
海东市乐都区城区的春天，也是各种鲜花
或同时或次第开放，至暮春时节，城区处
处可看到鲜花似锦、姹紫嫣红，这种风景，
也可以用“春城无处不飞花”来形容。

清明之前，漫步在城区大街上，或徜
徉于各绿地广场、公园、小游园等休闲之
处，或走进各住宅小区、校园、机关院子，
均可看到开放的迎春花、榆叶梅这两种花
灌木。迎春花仿佛一夜之间窜上枝头，盖
满了密集丛生的枝条。那盛开的榆叶梅
一片殷红，花繁色艳，与明黄亮丽的迎春
花相互映衬，组成了一幅清新明丽、欣欣
向荣的春景图。

紧随着迎春花、榆叶梅的脚步，城区一
些居民庭院里星星点点的杏花、桃花和城
区周边的杏花、桃花相继绽放。灼灼杏花、
夭夭桃卉，极态尽姿，争妍斗俏。其花蕾都
是艳红的，绽瓣开花后则变为粉红色，然后
逐渐变淡，最后变为一色素白。这一色素
白是生命进入成熟期之后方可拥有的素面
朝天的自然美，也是一种真正的大美，“大
美无言，素面朝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清明之后，城区周边、尤其是东郊碾
伯镇下寨村的万树软梨花尽相绽放，形成
非常盛大的梨花景观。去年和今年在这
里举办了“梨文化艺术节”。那满寨梨树
蓊蓊郁郁，满眼梨花冰清玉洁，满园飘逸
淡淡花香，真有“白锦无纹香烂漫，玉树琼
葩堆雪”的胜状，也有“占断天下白，压尽
人间花”的气势。偶尔，在满寨满园的雪
白梨花间，也闪烁着几个粉红色的小脸
蛋，那是沙果树、花檎树上尚未开放的花
蕾，她们也不甘落伍，已然含苞待放，以自
己俏丽的姿容告诉人们，她们也是春天的

使者，而且是春天不可或缺的一种色彩。
海东市乐都·下寨“梨文化艺术节”期间举
办的文艺演出，软儿酒擂台赛，吟梨花诗、
绘梨花景、书梨花情等活动，使下寨梨花
氤氲在浓郁的诗情画意间，沐浴在丰富的
文化气息中。

街道两旁和各风景区大量的绚丽海
棠也适时地绽开笑靥。这绚丽海棠给我
的印象是没经过多少准备和蓄势，好像刚
看到小红豆似的小花蕾没几天，不经意间
在小树冠上就缀满了粉红色花朵。这种
落叶小乔木树形紧凑，花量繁密，因而每
个树冠上都呈现出“千朵万朵压枝低”的
繁盛景象。过段时间其花瓣就全变为紫
红色了，落花时节，满地紫瓣，缤纷绚丽，
别有一番情致。

街道两旁的紫叶李也随着绚丽海棠
的绽放而慢慢开放了。这种小乔木开着白
色的碎小花朵，如小家碧玉一般，内敛而不
事张扬，显得非常淡定而雅洁。其实紫叶
李也是著名的观叶树种，其紫红色发亮的
叶子俨然是常年不谢的花朵。还有花灌木
紫叶矮樱也是紫红色发亮的叶子，开着白
色的小花。她们一乔一灌，一高一矮，花开
时都花叶并茂，共同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与此同时，一些居民庭院、机关院子、
住宅小区和校园的白牡丹、红牡丹也竞相
绽放。牡丹那硕大的花朵，艳丽的色泽，玉
笑珠香的品位，富贵的气质，众花委实难以
和她相比，难怪她有“国色天香”、“花中之
王”的美誉，也难怪文人们称赞她“花开时
节动京城”、“众香国里最壮观”。

春末夏初，有些公园、住宅小区、机关
院子里的探春花渐渐露出了笑脸。探春
花圆形、椭圆形或半椭圆形的花蕾各呈姿
态，犹如几种嫩黄的幼果，尚未开放，就已
经赏心悦目、撩人心怀了。而盛开的明黄
亮丽的聚伞状花序，不管是一簇簇一团
团，还是三枝两朵，都开放于绿叶的顶端，

在绿叶的衬托下，盛开的探春花则显得更
加耀眼，更加动人。

除花树之外，在各绿地广场和小游园
的一块块花畦里，一株株乔木的树坑里，
一支支街道隔离带上的园艺花箱里，或在
以街道、大桥防护栏为依凭的一排排园艺
花架上，或在中心地段的一个个园艺花
坛、花山、花梯上，都开满了五颜六色小巧
玲珑的牵牛花、万寿菊、三色堇等草本花
卉，其中园艺花箱、花架、花坛、花山、花梯
独具匠心的造型艺术和花卉颜色错落有
致的搭配，迭出非常艳丽的景观。花畦，
园艺花箱、花架、花坛、花山、花梯，一处一
风景，隔里不同天。

相对来说，在整个城区，花卉种类多、
花事繁盛的地方是各公园、小游园和绿地
广场，其中种类最多、花事最繁盛的地方
是蚂蚁山生态公园的人工湖景区。这里有
很多种观花灌木、观花乔木和草本花卉，有
好几种我连名字都叫不上，但她们各呈芳
容，各显妩媚，各具情韵，各领风骚。夹道
鲜花似一条鲜花的河流，人在花河中自由
畅快地游赏，美哉美哉。徜徉于花径之间，
享受着花带来的精神愉悦，乐哉乐哉。继
续缓步前行，路移景易，便是别一种花树或
花畦，别一种景致和意趣，美哉乐哉。斜射
晴光穿丛而过，花径碎影明暗斑驳，微风吹
来，碎影摇曳，显得十分美好而可爱。

在整个城区，由于各种花树和草本花
卉品种不同，栽植时间、位置不同，即“小
物候”条件不同，所以开花时间有先有后，
刚见此处花谢，又见彼处花开，所以整个城
区花事不断，而且这种情况要经过夏天，延
续至秋天。就每一种花来说，花期都是短
暂或比较短暂的，有的花期之短暂，着实令
人惋惜，怜惜。但她们没有辜负生命的意
义，展示了蓬勃、曼妙、动人的美丽青春，艳
丽了这个城市的风景，给市民带来了春天
的快乐、兴奋和鼓舞。

时光之箭，停在三月的云端。一场
雨，迟迟不归。

不要叫醒我。我在辽阔的人间，在
离你最近的地方。隔着远远的天涯，怀
抱一池月色和一片梦中走过的草原，追
赶花香和春天。

夜色落下来。
越来越轻的荒草，奔走于废墟的黄昏。

不要叫醒我。
几滴雨水的忧伤，唤醒明亮的雨过

天晴。身边的流水和天空，连同向阳的
花影，一起在风中摇来晃去。

没有比此刻更好的时辰了。
白天，我在山间等风；夜晚，我在枕

边听雨。那些落不完的夕阳，还有那些
数不尽的星辰，都在似水的流年里沉淀。

那些春风十里，摇摆不定的花草，和
天地一起青春，又和岁月一起变老。

涛声，忽远忽近。天空，越来越蓝，
云朵，越来越轻。

在春水之上，光阴还在流淌。
岁月如歌。去年的雪色，融化成今

年的露水。青草，正在长高。流年，在季
节里开始返青。

从一首诗歌里回到过去，山野青青，花
香遍地。尘世和禅音，都在脚下荡起波涛。

停在云端。或者，仰望天际。
风，还在四处行走。雨，将要落在他

乡。遥远的村庄，收藏起黎明与黄昏。
在一次次的归途中，渐入佳境。

忽远忽近。那些悠悠的云朵，泛起
微澜，荡起涟漪。

那些云中的歌，还在风中袅袅……

□ 吴海霞

□ 白 杨

1
时常面对，晨曦里
这棵变幻莫测的大树
就会，慢慢适应
暗夜带来的
所有虚无

秋叶落尽，北风日寒
一盆忘却季节的花朵
又将，给豢养的冬天
献上最美的赞誉——
这不是岁月必经的轮回
这是，内心深处
恒久滋养的温润

而我只能，止步不前
曾经驻足的明净大空里
一只扑面而至的斑斓猛虎
跃然纸上

2
一些光漏下来时
正从一棵树下走过
绿意融融的日子
已经所剩无几了
我还是不能，关上
这扇向阳的窗户

今年的中元有点凄凉
孤单的母亲，还在
生活的沼泽里，继续
遭遇那些琐碎的眼泪
——而我只能
用一段弯曲的脊梁
标榜此生的负重

散落一地的佛珠
一颗不落地捡回来了
诗人包苞说，这是
注定属于你的吉祥
一定要倍加珍惜

白昼和暗夜的轮回里
秋天，确实已经很近了
透过温润的眼眸
就能读懂，祖辈们
默守雪域的秘密

云上的风景云上的风景云上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