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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家名

YangJiaLing 邮箱：yjlwyfk@126.com

苍松下居住着我的双亲
蒲力群

灞柳情结
谷培生

又是阳春三月花开时，惠风和畅，春光烂漫，
我再次走进了古都西安郊外这处美丽的园子。这
里苍松高耸，翠柏成行，更有迎春、玉兰、樱花、榆
叶梅、三角梅等花次第开放。每每春夏，这里便姹
紫嫣红、花海一片。我的双亲在这个园子里居住
了22个年头了。

同是 2001年，同在省城，父亲于初夏在省人民
医院悄然离去，久病的母亲从此一蹶不振，于初秋
也随父亲去了天堂。二老仿佛前世缘定似的，都
在匆忙中与我们别离，先后入住这个园子。

园中笔直、宽展的主道两旁尽是苍松翠柏，由
若干青石铺就的小径通往各个区域，二老的居室
就在其中的东南区。园子里，排列整齐的黑色大
理石墓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被一树一树玫红、
粉红的繁花点缀得分外清新、艳丽。石碑前后的
花卉与苍松翠柏错落有致，相互映衬，若干树冠硕
大的榆叶梅生生把整个园子渲染成一片玫红。

母亲生前爱养花。她养的绣球、三角梅和九月
菊等曾把家乡简陋的院落装扮得鲜活生动。如今
定居在这个芬芳满园、姹紫嫣红的园子，她一定很
喜欢。

我仔细清理了爸妈房前屋后的细碎枝叶，再把
石碑擦洗得铮亮。为了响应政府倡导的文明祭
奠，我没有焚烧香火冥币，而是将精心挑选的一
捧黄、白菊花外带几支百合呈放在供桌中央，然
后双手合十叩拜双亲。抚摸着那冰凉、光滑的石
碑，我好想再次依偎在爸妈的怀里撒撒娇，跟他们
说说心里话，可无奈阴阳相隔两茫茫，心悲怆泪长
流……

触景生情，石碑旁新近生长出一人多高的绿植
仿佛在春风里低吟浅泣，头顶硕大的榆叶梅轻轻
摇曳，将我的心思又一次与地下长眠的双亲接通，
把往事再现……

很多年前，家乡的交通、通信不发达，我在外
工作，孩子很小，每次回家探亲，老式长途客运班
车总会走走停停，途经县城都要进站上下旅客。
经过好几个小时的颠簸后，我终于踏上了那条通
往家的熟悉小路，远远就看到母亲已在家门口迎
候。每次一见面，母亲首先会急切地问我这次回
来能住几天？得知又是来去匆匆时，难免表情落
寞。

我自幼性子急，干啥都风风火火、丢三落四。
每次回家，母亲总会不厌其烦地叮嘱我：“年龄大
了，遇事不要心急火燎，对身体不好，慢慢走路，慢
慢说话，慢慢吃饭……”我总以为来日方长，每每
听到这些叮嘱，总是不走心地回答道：“知道了，知
道了！”性格内敛、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会关切地
问我：“工作忙吗？如果忙就别回来或少回来，工
作第一。”他还叮嘱我待在大学里一定要抓紧学
习，有空多去听听别人的课，从而提升自己……

相聚的日子总是很短暂，我还没好好享受这难
得的相聚时光，就又匆匆告别双亲，返回工作岗位
了。即便万般不舍，也只能把对他们的关爱和愧
疚深深埋在心底。

如今，每每想起双鬓斑白的父母在家孤独地守
望着儿女们归来时，心就会很疼。尤其是父母唯
一的爱子，我杰出、优秀的弟弟、当地著名眼科专
家的不幸病故，给两位老人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以
致他们从此一蹶不振，一病不起，一年内相继离
去。

从此，世上最疼我的人走了。子欲养而亲不
待，那个生我养我的院落，只能在每一个思念的梦
里与我相约。我也只能在细雨绵绵的午夜里触摸
着泛黄的照片，一遍遍追忆，一次次呼唤着双亲。
尤其是想到父母老年丧子的悲凉境遇，我的心就
碎成片片……

常言道，父母在尚有来处，父母去只剩归途。
每一个思念的漫漫长夜里，只有回忆的小船载着
我在孤灯下，在月光里，在一曲曲凄美的音乐里感
受着那份带有余温的牵挂。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希望每
个做儿女的在读懂这句话的时候，一切都刚刚好，
能有机会常回家看看，多尽尽孝道，少些遗憾与悔
恨。

放眼园区，石碑林立，密密匝匝。在这里安居
的数万故人，生前大概率互不相识，因了种种原因
撒手人寰来到这同一永久居所——人生后花园。
我不禁感慨着人生的短暂与生命的无常。我们尚
能活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阳光、呼吸着新鲜空
气、享受着亲情、享受着五彩斑斓的生活，该是多
么幸运啊！

在这个物欲横流、烟火气甚浓的现实社会，很
庆幸能有这样美丽的人生后花园。当生命走过一
段漫长的旅程之后，让逝者在这里得到安息、永
生；生者能来此缅怀、追忆并得到些许慰藉，从而
更加珍惜亲情，珍爱生命。这，应该就是墓园文化
的内涵所在。

一对年轻人捧着菊花从我身边走过，打断了我
的思绪。

该走了。叩别双亲时，一缕缕清香芬芳着儿时
的记忆，璀璨着幸福的时光，心中便生出几多欣
慰，几许释然。

苍松下的双亲，我会常来这里坐坐，和二老说
说心里话！

桥偎流水，是千古咏不尽的诗意；柳依
桥畔，是万人看不够的画韵。

贺知章的《咏柳》：“万条垂下绿丝绦”，
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王
维的《送沈子福归江东》：“杨柳渡头行客
稀”……千缕别情，千古绝唱。临水依桥，
把酒折柳，千古送别地，是醉里梦中的灞
桥。

柳婆娑袅娜，翠烟如织，既是风景树，
又是观赏树，还是用材树。它易植易活，
宜干宜湿，耐热耐寒，所以柳遍布中华大
地的东西南北中。然而最有名的柳树是
长安灞桥的灞柳。正因为如此，古人将柳
树称为灞岸。灞水之岸就代指柳树，可见
灞柳风韵不凡。有诗为证：“清江一曲柳
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
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刘禹锡的《柳枝词》
如泣如诉；“含烟一株柳，拂地摇风久。佳
人不忍折，怅望回纤手。”杜牧的《独桥》亦
景亦情；“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
来。”陆游的《秋波媚》寓情于物，耐人寻
味。

置身灞桥，我的脑海中闪出一个奇异
的设想：“沛公军霸（灞）上。”占据古都长
安交通要道的刘邦，理应占据灞桥，否则
鸿门宴后何以还灞上？沧海桑田，灞桥自
非昔日桥，灞柳亦非古时柳，可是灞河还
是那条河。

“嫩于金色软于丝”的灞柳，使我的情
感沉溺在唐诗宋词的咏柳诗中。边塞诗人
说：“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田园诗人道：“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
柳边”；浪漫主义诗人云：“好是春风湖上亭，
柳条藤蔓系离情”；现实主义诗人曰：“两个
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欧阳修的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静中有动，苏轼
的“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缠
绵悱恻，李清照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凄
婉动人。

流连于灞柳下，我想千百年来，文人雅
士几乎都有咏柳之作，就连写志怪小说的
蒲松龄，也留下了“斜倚西风无限恨，懒将
憔悴舞纤腰，离思别绪一条条”的佳句。我
们敬爱的周总理和陈元帅的咏柳诗词，情

调更是高雅。周恩来的“花开陌上，柳叶绿
池边”可谓脍炙人口；陈毅的“堤柳低垂晚
照斜，农家夜饭话桑麻”隽永悠长。

独步于郊野，远远望去，灞桥灞柳如诗
如画，古人爱柳植柳的情趣在此情此景中
交融。白居易“曾栽杨柳江南岸”。以“五
柳”为号的陶渊明，少时与曾祖“常课诸营
种柳”。欧阳修在扬州大明寺山堂前“植柳
一株，谓之欧公柳”。柳宗元“柳州柳刺史，
种柳柳江边”。灞桥古都之津，自然柳树成
荫，出神入化。灞岸有情有景，情景交融。
为长安八景之一。

“柳”和“留”谐音，故汉时就有“折柳相
赠”习俗。施肩吾的《折柳枝》写“伤见路边
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
处，不送去年离别人”。灞桥自古送别地。
江淹《别赋》描述灞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
已矣”！故灞桥又名销魂桥。情在景中，情
由景出，销魂二字竟赋桥上！

柳虽多姿，柳本无情。销魂桥边柳，多
姿又多情。

千百年来，柳与人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清嘉录·戴杨
柳球》中说：“妇女结杨柳球戴鬓畔，云红
颜不老。”清朝杨韫华有《山塘棹歌·插柳
枝》：“清明一霎又今朝，听得沿街卖柳条。
相约比邻诸姐妹，一枝斜插绿云翘。”《五代
史·后周序》载“寒食日家家杨柳插门”。北
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取柳枝著户
上，百鬼不入家。”时至今日，祈雨的人还都
戴柳条圈。就连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
菩萨也手持柳条，普度众生。送别折柳，驻
颜戴柳，辟邪插柳，救难佛柳，可见柳与人
情分厚重，难以割舍。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
极负盛名的送别之作，就是灞桥灞柳的诗
化。当然，不要说“西出阳关无故人”，要相
信“天下谁人不识君”！

如果你是一丝风，你是否驱赶了酷暑？如果你
是一滴水，你是否凝聚成了汪洋？如果你是一粒
米，你是否哺育了生命？如果你是一米阳光，你是
否照亮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螺丝钉，你是否永远
坚守着你的岗位？

雷锋曾说：“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是的，他做到了。他用严于律己的态度阐释了一名
军人的自我要求；他用无私奉献的精神阐释了一名
军人的职责和使命；他用勤奋刻苦的劲头阐释了一
名军人的自我修养。虽然雷锋离开了我们，但是我
们依然传承着雷锋给我们留下的优秀品质，我们依
然学习着雷锋的优良作风，我们依然怀念着雷锋。

我们怀念雷锋，因为他是一个阳光向上的青
年，心存热爱。只要一提到雷锋，所有人想到的都
是他那些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故事和精神。当
然，作为一名军人，这些品质是必需的。可是在雷
锋军人身份的背后，他也只是一名青年，是一名心
中充满了热爱的青年。他因为热爱祖国，所以才会
无怨无悔；他因为热爱人民，所以才会舍己为人；他
因为热爱他的职业，所以才做了一颗永不生锈的螺
丝钉。就是这样一位心中有爱的青年人，让我们记
住他、怀念他。

我们怀念雷锋，因为他是一个勤俭节约的榜
样，简单质朴。“东西用坏了要修而不是扔”这也是
我从雷锋身上学到的。小到一双袜子、一件衣服，
破了旧了就补一补缝一缝而不是扔掉，这样就还能
继续穿很久；大到每一件需要坚持的事情，累了遇
到困难了就歇一歇或是想办法解决，而不是放弃，
这样坚持下去就会成功。雷锋用这些点点滴滴的、
生活中被我们忽略的小事情教会了我们很多受益
终身的大道理。就是这样一位简单高尚的榜样让
我们爱戴他，怀念他。

我们怀念雷锋，因为他虽是平凡的人，却做着
不平凡的事；我们怀念雷锋，因为虽处在最艰难的
时代，他仍欣喜面对；我们怀念雷锋，因为虽然时代
在变化，但是这种精神我们永远需要。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雷锋精神会永远存在于我们的心
中，而我们也会永远怀念雷锋。

永远的怀念
韩晶

在桃花盛开的三月
在这个特殊的季节
我与你有约
念念不忘你的名字
——雷锋

你冒雨送孩子和大娘回家
你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
你与个人主义彻底对立
你誓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三月，我与你有约
总是想起你那闪亮永恒的名字
你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面旗帜

三月，我与你有约
这约，温暖感动着一年四季

三月，
我与雷锋有约

吴宗权

春草颂
——雷锋精神新感悟

楼晓峰

一
只因造化一宵雨，愿报人间百穗苗。
何必风云才壮烈，知恩图报亦英豪。

二
止血生津取白茅，祛风解暑用青蒿。
若将本位谋天下，便是公心德范高。

怀念雷锋
路琳

被三月的春风，轻轻一吹
一个人名，就在大地上和人心中苏醒
雷锋，普普通通的战士
用闪光的青春，把22年的时光
书写成一部壮丽的人生诗篇
而那助人为乐和为人民服务的旋律
就是最荡气回肠的大美而大气的平仄

金子一样的品行，精神一样的瑰宝
雷锋，一颗中华民族天空里璀璨的道德明星
在这个三月的开端里，我们集体怀念你
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将您的精神内涵践行
雷锋啊，人生的楷模时代的精英民族的脊梁
被你的事迹与精神感染，从此以后
我们的名字，都叫作“活雷锋”

回来吧，雷锋
原金荣

你是人民的儿子
你是战士的榜样
你是孩子的明星
你是祖国的魂灵
每年的三月五日
我都会来看望你一次
祖国人民永远记住
你和大家在一起的日子

天是那么蓝
风是那么柔

水是那么清
心是那么纯
人是那么亲

那时候
生活条件虽然艰苦
但新的希望就在前方
我相信
牺牲我一个
幸福千万人
我相信
为人民服务
永无止境
你带来艰苦朴素的美德
你带来艰苦奋斗的激情
你带来公而忘私的情操
你带来毫不利己的品行
人民在呼唤你
——雷锋
祖国在呼唤你
——雷锋

社会公德需要你扶持
各类劣迹急需你清除
你是人民的思想武器
你和人民永远在一起

毫不利己，艰苦奋斗
科学发展，创业为公
和谐公正民主法治的社会
就一定能建成！

回来吧，雷锋
祖国和人民
不光三月五日需要你
我们天天年年都需要
和你在一起
与你的思想和品德同行

与雷锋叔叔在一起 马荣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