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6 月 9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周莲娣 王春晶 刘菲菲

16 副刊
诗 歌

六月
王向丽

昨天的雨水早有预谋
一夜的时光 濡湿六月
谁家调皮的风
以梦为马 去追赶诗人
顺便把《离骚》种进泥土
篱上那绵延的紫蔷薇
在谁的眸边幽芳无尽
温婉缱绻
迷迷离离
如那爱情的模样 令人心动
繁华从未凋零
谁把自己站成风景
孤独体味那灼灼的花开
嫣红的记忆长出藤蔓
不由分说 便爬遍梦的心墙

春已去，夏又来。我喜欢春
的温柔与生机， 更喜欢夏的热
烈与多情。
夏之雨
俗话说：
“
六月的天， 孩子
的脸，说变就变。 ”刚刚还是万
里晴空，转眼便阴云密布。太阳
躲进厚厚的云层里， 满天的乌
云像打翻了墨水瓶， 黑沉沉地
压下来。随着一阵狂风掠过，一
道曲折的闪电， 在墨一般的天
空中颤抖了两下，格外刺眼，接
着便传来了震耳欲聋的雷声， 犹如汹涌
澎湃的涛声。雷声越来越大，紧接着一阵
急雨像筛豆子似的“哗哗”落在大地上，
打得玻璃窗啪啪作响。雨起劲地下着，天
地间仿佛垂落一道无比宽大的珠帘。 那
雨点时而密集，时而稀疏，时而急促，时
而舒缓，时而如万箭齐发势不可挡，时而
似孤弦独奏凄婉惆怅。 夏天的雨无羁地
倾洒，急雨过后，天边架起一道美丽的彩
虹，装点色彩斑斓的世界。
夏之风
春风是温柔的，给人带来温暖；冬天
的风裹挟着西伯利亚的寒流， 让人感觉
到透心的寒冷。 而夏天的风既没有春风

散 文

感受夏季
刘利民

的柔软，也不同于冬风的凛冽，而是充
满热情的。在阵阵夏风的吹拂下，路边
的碧草渐渐浓密， 林带上的淡淡绿烟
也凝成了一堵黛色的长墙。 轻飞曼舞
的蜂蝶闯进了夏的画卷， 此起彼伏的
蝉鸣奏响了夏的乐章。 那春天的灵秀
之气经过数月的积蓄， 此时已酿成一
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
升腾。 夏天的风把整片麦田吹成了金
黄色，飘过田野，飘过村庄，送来阵阵
麦香。这时，农民们最为欣喜的就是闻
着那沁人心脾的麦香， 脸上荡漾着满
满的幸福。而此时，正处于春华与秋实
之间， 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收获

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田家少
闲月，五月人倍忙”，在农民的记
忆里， 夏天永远是与苦涩的汗
水、高温的天气以及夜以继日辛
劳相伴。 可如今时代不同了，在
夏收夏种时节，机械作业完全取
代了人工劳作， 农民告别了镰
刀、锄头，彻底轻松了，眉头也舒
展开了，这个时候才有了真正丰
收的喜悦。
夏之夜
夏天的夜晚，坐在幽静的田
园边， 聆听着阵阵蝉鸣和清风的低语，会
扫去一天的疲劳。 轻轻地，一首悠扬的曲
子弥漫了整个夏夜，旋律融进夏天的夜色
中。 抬头仰望天幕，星汉灿烂，时而有流星
从天边划过。 悄悄地，一朵朵夜来香在绿
叶间静静地舒展开来， 花儿素雅清香，感
谢这美丽的使者，为夏夜增添了温馨浓郁
的诗情。 静坐在夏夜里，心中一片澄澈。 回
忆一下似水流年的往事，梳理一下紧张而
烦乱的心情， 憧憬一下遥远而光明的未
来，把快乐和健康留下，把烦恼和忧愁清
除。 夏天的夜色渐渐变浓，燥热一点点地
远离，而心情却越来越轻松。
（城关）

李白站在东山之上
黄学士在倾听鸟鸣
他们穿越时空 言欢把酒
准备在那场荼蘼的花事里
不醉不休

茅檐烟里语双双
李克山

我小时候很顽皮， 常和小伙伴们
干些讨人嫌的事。 偷瓜摸枣不算，还逗
马蜂、 用弹弓打人家的鸡……最可恶
的是捅燕子窝。
一天，家里没有大人，我看见堂屋
檩上的燕窝里有几只小燕子伸着小脑
袋，张着小嘴巴“叽叽”地叫，觉得挺好
玩儿，就和小伙伴儿找来竹竿去捅，急
得两只大燕子在屋内屋外盘旋，“叽叽
喳喳”叫个不停，好像在说“不要伤害
我的孩子”。 这时，姐姐从外边走进来，
见我们捅燕子窝， 劈手夺过我们手里
的竹竿，把我们轰到院子里，叫我们站
好，给我们“开会”。 我们知道做错了
事，都低头站着大气也不敢出。
姐姐一字一句地对我们说：“燕子
是益鸟。 什么是‘
益鸟’？ 就是对人类有
好处的鸟。 一只家燕，一个夏天能吃掉
无数只害虫，比如蝇子、蚊子、牛虻、蝽
象等。 你们说，捅燕子窝对吗？ ”我们都
摇着头说不对。 姐姐说：“知道不对就
要改。 ”说完，带着我们来到村东小河
边，叫我们每人抓一小把泥。 在回来的
路上，姐姐说：“燕子为了养育后代，就
是这样从河边一口一口地衔泥， 不知
往返多少趟，才把巢筑成，你们怎能忍
心给它们拆毁呢！ ”听着姐姐的话，我
们的心里充满了悔意。
我们回来， 姐姐把八仙桌移到燕
窝下，又在八仙桌上放个小板凳，然后
蹬上去，用我们拿来的泥，小心翼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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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谁家的院落 花开正好
六月
谁把深沉的思念藏进叠叠的绿
六月
谁把吹不散的忧伤
悬挂于说不清的来世 道不明的今生
（区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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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漫步
黄德森

初夏的细雨中，
我徜徉在田野小河边，
静静地看，
雨滴成帘，
飘洒于风里，
酿成夏日的清鲜。

把被捅坏的燕子窝修好。 我们刚离开，
两只大燕子就飞了进来，它们“叽叽喳
喳” 像在唱歌。 姐姐对我们说：“你们
听，燕子叫得多美妙！‘吉谷，吉谷，住！
吉谷，吉谷，住……’好像在说‘不借你
们的盐， 不借你们的醋， 只借你们的
屋，给我们来住住’。 ”姐姐越说，燕子
越叫，我们的小脸儿就越发烫。
后来我上学了， 我们的语文老师
何子祯是个“老秀才”，会背诵许多古
诗词。 我问何老师有没有写“燕子”的
古诗词，何老师忙说“有，有”，然后就
给我和同学们背诵。 有杜牧的 《村舍
燕》、张九龄的《咏燕》、白居易的《燕诗
示刘叟》、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
一杯》……我对杜牧的《村舍燕》十分
感兴趣，特别是最后两句“何处营巢夏
将半，茅檐烟里语双双”，说的是夏天
就要过去一半了，燕子到哪里安家呢？
它们会到村里升起炊烟的地方， 双双
呢喃，辛勤筑巢。
我长大后得知，燕子筑巢，并非衔
来泥一放了事，而是在泥中混以麻、线、
草根、唾液，攒成小泥丸，再用嘴从巢的
底部逐渐向上紧密地砌在一起，筑成一
个坚固的外壳。 还要衔取柔软的草叶、
羽毛等，铺于巢底，形成一个干燥而舒
适的内垫，前后需要 8 至 14 天才能完
工。 后来，我常对孩子们讲，在燕子南迁
以后，要尽力保护它们的旧巢，以减少
来年燕子回来筑巢的辛劳。
（武清）

谜 语
谜语：一物像人又像狗，爬竿上树
是能手，擅长模仿人动作，家里没
有山中有。
（猜一动物）
（谜底将在下期同栏目揭晓）
上期：七百除一。
（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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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龙井

在淅沥沥的小雨中流连，
微风、细雨、绿地……
我的梦幻在雨天中丰盈，
兀自清雅如初的爱恋，
感觉生命露出了丰赡。

阿樱

扔掉手中的伞，
任雨水淋湿发梢，
我仰起头闭上眼，
感受人间的冷暖。
在寂静的雨巷中，
彳亍向前，
看岁月凋零了花瓣，
听雨风奏响的和弦。
（豆张庄）

对于我这种无甜不欢的女孩来说，
在来杭州之前，饮品基本上都是各类果
汁、酸奶以及碳酸饮料，至于充满植物
味清苦的茶汤，则被我拒之千里，无论
朋友如何向我夸赞它的回甘，都会被我
困惑地婉拒“我为何要因为可能的甜美
去忍受开始时的苦涩呢？ ”这困惑带来
的抗拒让我绕过了普洱、大红袍、碧螺
春，终于跌进了龙井茶香里，并彻底沉
迷其中。
龙井茶的诱人， 从冲泡前便已经

开始。
新茶的颜色是不逊于春草的翠绿，
带着浓郁扑鼻的清香。 炒茶人将新茶摊
在圆形的铁锅里， 用一只手轻快地搅
动，我因好奇去尝试，险些烫了手，被朋
友慌忙拦下。“
炒茶的锅子可热咧” 炒茶
人说。 这是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红润
干瘦的脸上皱纹随笑容绽开，戴着套袖
的大手依旧不断地搅弄，十分熟练。
浸入水中的茶叶是绽开的芽儿，在
温热水流的冲刷下， 悠悠地上下翻腾，
时不时漏出晶莹细小的气泡，顺着透明
茶盏翻滚着飘向水面，最终消失在飘散
的热气里，便成了“晴窗细乳”的再现。
烟气也是古人赏茶的一环，所有浪漫的
想象力被加在稍纵即逝的清香薄烟里，
如龙如虎，如云如山，如西湖边上纷飞
的柳絮，如天竺佛前供奉的白莲。 茶汤
是清澈的浅碧色，在瓷碗里静静地散发
着清香，诱人入喉。 我第一次喝的时候，
便是受了那颜色的诱惑，入口才觉出温
润的苦来， 但口鼻均被浸在香气里，迅
速晕开的甘甜重新涌上，便将一开始的
苦味冲散了。 龙井的味道让人瞬间想起
山间的清明雨，我想只有这灵山秀水和
好时节，才能孕育出这般清爽的入口之
物来。
龙井以杭州为最，分为狮、龙、云、

虎、梅五大山系，听着分布甚广，实则群
山勾连，均在西湖边。在九溪十八涧附近
经过时，我常能见到成片的茶园。茶树对
北方人而言是十分新鲜的， 一排排偏圆
形的低矮龙井树，在山林间整齐地排列，
每一株都青翠欲滴。下雨的时候，云雾从
遥远的青山飘来， 阴沉的天色会将一切
瞬间氤氲成水墨， 茶树也被埋进墨里，
“滴答滴答” 的雨声宛如笔锋落纸的低
吟。这里的山涧水清甜凛冽，是古人沏茶
时竞相推崇的佳选。然而此刻时迁事改，
推崇的纸笔藏入书卷， 名泉与石壁书法
也大多都被藏在人迹罕至的古寺后山，
仅与寺中黄狗和山间飞鸟相伴。
龙井所以珍贵，除了地域原因，也与
气候密切相关。明前龙井为最珍，也就是
清明节前采摘的新茶， 略有逊色的则是
谷雨之前采摘的雨前龙井茶。 龙井新叶
生长迅速，盛期极短，由于杭州的春天多
雨，对于只能人工采摘的茶农来说，这茶
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很辛苦。 爱喝茶的
人们， 自然也只能体谅上等茶叶的不菲
价格了。
有人品茶，品的是人生浮沉，但自知
口腹之欲在于随心， 本着喜爱的心思品
尝探求， 若真的无法得到也不必过于强
求，这或许就是品茶的一种收获吧。
（武清）

连 载

李派神功赢天下
逸闻轶事后人传（3）
有一年，李家来了三个声称打短
工的人，李家让工长派他们去城北一
地收高粱。 三人出工， 傍午察工，没
干一点活儿，还要工长回去告诉李瑞
东他们是江南人，不懂北方活计。 李
瑞东肩搭一条毛巾，去见三人：“三位
先生……”李瑞东话刚出口，三人竟
一使眼色，飞身扑向李瑞东，李瑞东
缩身闪开，随将毛巾持于手上，上下
左右旋飞如鞭，三人不得近前，见那
人面颊已经红肿。 李瑞东纵身跳出，
正色道：
“再闹，你们回不了家了。 ”说
罢，转身朝城里走。三人追随至李家门
楼外，跪下道：
“
听得从南京到北京，若
论功夫数瑞东。 大侠，我们拜师……”
李瑞东让三人吃过饭，给足盘缠，劝说
而去。
山东卖盆大汉给李家送来一手推
车瓷盆，李家人婉言谢绝，大汉执意将
瓷盆送进院里，并当着李瑞东面，平伸
两臂手持车把将这辆装满瓷盆的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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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发

七、李瑞东的传说故事
车稳稳端起后走过门槛，放置院中。李
瑞东高高竖起拇指，大汉暗喜，以为李
瑞东服输。车上瓷盆用草绳捆绑，大汉
伸手去解这些绳扣时， 却忽见车上所
有绳扣转瞬间“砰砰”炸开，草绳飞溅
满地， 这时却见每个盆底都赫然露出
三个字
“熊天龙”。李瑞东不由一惊，此
乃山东著名武侠， 号称铁臂铜头无敌
手。李瑞东见熊天龙面露尴尬，又高高
拱手，把熊请进客厅，喝茶，用餐，热情
招待，并付给足够的瓷盆钱。熊天龙想
到自己到访动机，懊悔至极，后与李瑞

办公室 82130280

东成为朋友，还常来武清看望李瑞东。
李家武书房柜顶有个放置多年的黄
包袱，原来有一位年轻武侠自江浙来访，
不报家门，只是耸耸肩上的黄包袱。江湖
皆知，旧有“肩扛黄包八方走，打遍天下
无敌手”“黄包袱身上背， 打死何人不流
泪”等等之说。 意为不论谁与他交手，就
等于立下生死状（还有说“黄包袱”乃当
朝皇上所赐，所以打死人不偿命）。 大凡
“肩扛黄包八方走”者，皆为武林高手。李
瑞东明白这一切，他一如既往，对此人谦
恭而热情。此人住至三日，向李瑞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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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志 画 （武清）

“赐教武备”之事。 那天，值宿李家的武
客皆被惊动，纷纷涌出观看。 两人先比
试于武书房，后至习武场，交手十余回
合，这人忽然发威，李瑞东施以“奇门”
并跟进戳脚绝技——
—“蹚山腿”后，此人
被逼无退，跳出，拱手道：“李大侠有让
了。 ”言罢，背起黄包袱转身离去，李瑞
东本想与之交个朋友，上前挽留，终未
留住。 奇怪的是，李瑞东回至武书房，却
见那黄包袱已留置屋内案头。 李瑞东坦
言道：“迷踪之功，叹为观止。 ”李瑞东令
弟子打开黄包袱， 见内有一柳木牌子，
上写：“天下第一”。 这个装有“天下第
一”柳木牌子的黄包袱，被置于李家武
书房柜顶之上， 而李瑞东赢得“天下第
一”牌子，却在武林界传开。
《近代侠义英雄传》载称：李瑞东“意
外赢得一块上刻‘天下第一’ 的柳木牌
子，李享誉一甲子之久”。 这
“柳木牌子”
确是李瑞东意外所得。而《津门大侠霍元
甲》一书亦记述：“
‘天下第一’的木牌乃
（李瑞东）自己凭武功所得，这些年来，有
多少武林高手为夺得此木牌， 来武清和
他较量，皆败在他的手下。 ”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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