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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荷塘是死寂的，浅浅的池水，横
七竖八的枯枝枯叶，莲蓬随意地躺卧在荷
根。

初春的荷塘并非死寂的，新生的荷茎
在池底下涌动，往年的莲籽正在松软，塘岸
上已经挤出点点绿芽。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生出一种强烈愿
望，要去看看初春的荷塘。结果：别人都去
踏青了，我却见了一塘的枯荷。

枯荷是冬天留下的，那时我也来看
过。不过，那时的感觉不得不用哀伤与衰
败来形容。寒风中枯杆强支而立，一束束
枯叶被风吹得呼呼着响，还没有从莲蓬中
分离的莲籽用力甩到水里，岸边的枯草与
池边的枯荷绞织在一起，再加上刺骨的寒
风，暗淡的天空，寂静的四野，一种萧瑟的
场景就铺陈在眼前。本是乘兴而来，却不
得不怏怏而去。

今天又来荷塘，枯荷仍然安在。枝杆大
部分已经折断，站立的一直在表达着坚强。
一丛丛像剑像戟，像列列军士，像再现的英
魂。虽然没有夏天的浪漫，却有革命家的庄
严，思想家的深沉。春天已经来了，经冬的
枯荷又开始孕育着“尖尖角”，宽大肥厚的荷
叶，昂首振臂的荷花，又将展示给少男少女
和诗客们。荷叶已经没了清香，更不像夏天
时一家人前来偷几张回去煮粥，而是倒挂在
快要腐烂的枝杆上，有的已经掉到水里，或
与塘泥贴在一起，或只剩下一个帽状的网。
莲蓬还有个别的坚持在枝上，但早已没了莲
籽，浸在水里的那些莲蓬大都已经变软，有
的口向上，有的覆盖在水里，有的侧睡着。
其中有一个莲蓬，莲籽窝里还留存着三颗莲
籽，且让浅浅的水给滋养着。我轻轻地将它
捡起，取出一颗籽来，回想它的花容，和惹人
尽情的风骚。我试着看它是否还有生命，便
使劲用力挤它，结果壳还很坚硬，想来那洁

白的仁还完好地藏在里面。我相信，天暖之
后它一定会很快发芽。便又将它放回原处。

在另一处池塘，秋时我们来的时候就
已经没了池水，还下到池里采摘莲籽，现在
更是干枯发裂，杂草随机而生了，远远看去
不知是枯荷还是枯草。也可能是如我者采
莲，枝杆上的莲蓬一个也没了，枝杆也被踩
倒在地，有的断成几折。残叶早已压得扁
扁的，我也去捏了几下，结果有的随声破
裂，有的没了弹性。莲蓬道还没人招惹，宽
宽的泥缝成了他难得的栖身之地。

还有一个池塘，说是池塘是因为它去
年真的是一个池塘，并且生长了很多荷花，
那些荷花的杆子、叶子、莲蓬都还在那里。
但是，它已经不是一个荷塘，准确地说已经
成了一块坝子。肯定是去年更早的时候池
塘已经干枯，土质也不肥沃，荷杆长得清
新，加之杂草风长，秋冬时节闲人便在那里
一边踏草一边踏荷。现在是草亦没了，荷
亦碎了，一片狼藉，如惨烈之战场。我不忍
再踏进这荷塘，只是远远的为它凭悼。但
是，我相信，它今年一定会再生，再会是绿
叶满池，荷花满眼，霞光满天，再会给那些
曾经踩踏过它的人们一个生机勃勃的荷
塘。

在这里我虽然看到的是一个个枯萎的荷
塘，缺少生气的荷塘，没有游人的荷塘，无人
赞赏的荷塘。游人们正在院坝里玩着纸牌，
打着麻将，这里的荷塘只是他们散心的背景，
早已可有可无。不过，我却真的感念这样的
荷塘。历代文人墨客写了很多荷诗，有赞美
花的、叶的、莲的，但都是盛夏的荷塘，美人相
伴的荷塘，给人浪漫与向往的荷塘。很少有
人来写冬时的荷、初春的荷、枯萎的荷。不知
为什么，很多荷诗读下来，元朝诗人刘秉忠的
《干荷叶》却给人深刻印象。去年翻过一部分
《元曲三百首》，结果也是这首小曲吸引着我，并

在书眉上批了小注。现在，我把它抄在下面，
与大家共赏。其曲曰：“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
摇荡。减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番霜。寂
寞秋江上。”“干荷叶，色无多，不耐风霜锉。贴
秋波，倒枝柯，宫娃齐唱采莲歌。梦里繁华
过。”

上面所述的这些景象，看似有些凄凉、
消沉，但是，如果你真的在初春时节光临荷
塘，却也并非如此。因为风已经没那么冽，
水开始微暖，一些苔藓渐渐复苏，个别的荷
杆上生出了红红的菌斑，一只幼虫伏于莲蓬
正在蠕动。枯杆也没那么疆硬，
枯叶也没那么焦碎，莲蓬已经
成了孕育新生命的摇篮。池
边的桃树、李树、樱树花蕾
满枝，几株茶花争奇斗艳，
玉兰也开得正欢。抬头
望时天空正轻快的飞
过野鹤，路边竹林里
叽叽喳喳的麻雀声
音响亮，远山上农人
们正在挥锄春种，
一片片耀眼的油菜
花，加上青青的麦
苗，真成了浓彩的
山水图。

难怪艺术家们
喜欢赞美艳丽，所
以荷花诗大都读来
让人愉悦。而思想
家们却往往表现深
沉，注重察看那些
常人容易忽视的现
象。如初春之荷塘。
哈哈，我也成思想家了。

（作者单位：重庆市
文化研究院）

读《项脊轩志》有感
曾俊霖

大约是在高一的时候，我偶然在图书
馆读到了沈复的《浮生六记》，虽然世间只
留存了四记，但仍然在字里行间深刻地感
受到沈复对于陈芸的喜爱与怀念，尤其是
读完第一记“闺房记乐”，尽管读的过程充
满艰辛，但我仍然能够从这种古诗散文中
体会到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言大义
的感觉，直到最近学了《项脊轩志》这篇文
章，里面的那一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
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熟悉的感
觉再次扑面而来，寥寥数字，丝毫没有矫揉
造作，却力透纸背，感人肺腑，这种散文的
风格看似随意则是充满了作者的深情，细
细品味，便能充分体会到作者们的深刻感
情，都是洗练的文字，轻轻勾勒过往琐事，
却自有一股浓郁温情。两位作者的写作时
代不同，表达手法不同，但表达的感情却能
够从细微处感受到大情怀，《项脊轩志》中

的作者归有光仅从门口的枇杷树的简
短描写，便充分流露出对妻子无限的
思念之情，而沈复在《浮生六记》则运
用了对比的手法，将妻子在世时两
人之间的趣事进行详细叙述，再
将其与第四记妻子陈芸的离世
形成鲜明对比来表现对妻子的
怀念，其中既有闲情逸致又有

举案齐眉。语言真实，不刻意
造作，浑然天成，独树一帜，可以

说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道尽了
沈复与陈芸的动人爱情，文字清新
真率，无雕琢藻饰痕迹，情节则伉俪
情深，至死不复。始于欢乐，终于忧
患，漂零他乡，悲切动人。

两篇散文中最使我印象深刻的
两句话便是“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
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和

“奉劝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亦
不可过于情笃。”归有光在文章的最后

轻描一笔，哀而不伤，余韵悠长。你离开
我的时间让一棵树都苍老，可见我对你的思
念是那样的绵长，并没有悲哀凄凉的说你离
开我让我白了头发，而是看似用客观的事来
反应主观的情感，只能泄露出一点点回味才
能感到的思念，词句平实无澜，甚至有些漫
不经心。就像客观中肯地讲述一个故事，虽
然故事的主角是你我，但我表情宁静祥和，
语调淡泊从容，但这其中汹涌的深情，是爱
着和失去啊，感动有的时候是最难表达却
又最容易体会的，这简短一句勾起了不同
读者的往事回忆，对于史铁生而言，他的回
忆便是合欢树下母亲的身影，和地坛前孤
寂的背影，对于肖复兴而言，他的回忆便是
那片绿绿的爬山虎，表达的内容有爱情、有
亲情、有友情，但表达不尽却是浓浓的思念
之情；沈复在《浮生六记》中的悲痛用这一
句话表现得淋漓尽致，与前两记两人的恩
爱故事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既表达了沈复
对陈芸的爱情，同时又指出了沈复对于陈芸
离世的悲恸心情，“语云，‘恩爱夫妻不到
头。’如余者，可作前车之鉴也”，我能体会到
他写这段文字时的痛不欲生以及他内心的
无奈。他是不愿意相信“恩爱夫妻不到头”
的古语的，但爱妻的亡故却给了他沉痛的打
击，当我看到这段文字时，不仅为沈复和陈
芸扼腕叹息，同时又深深被沈三白的痴情所
打动。

归有光的这篇散文，从小处入手，描写
自己曾经生活过的项脊轩，行文之间饱含
深情，无论是对房屋的过去还是现在的描
写都是充满喜爱之情，并通过祖母的婢女
来追忆往事，更是自然入妙之笔。另外文
章中除了写景还有写情，写亲情，友情，还
有对逝去妻子的追思，平淡中见真知。
（作者系重庆市西南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在故乡梁平，元宵夜耍狮舞龙、唱戏观
灯热闹非凡，其盛况早在清代光绪版《梁山
县志》就有记载：“上元张灯，扮龙狮人物各
种，鼓乐喧闹达旦，灯所过处皆助以流星爆
竹……”龙舞成为年味中烹制的一道文化
大餐，这一习俗也延续至今。在闹元宵的
舞龙队伍中，最有特色的当属礼让草把龙、
聚奎龙灯队和文化接龙队。

元宵节这天，朋友贺志灿打来电话，邀
请我一定要去看他的草把龙表演。掌灯时
分，广场上已是水泄不通，看热闹的市民将
广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领着儿子左右
突围，好不容易挤到内圈，终于见到贺志灿
和他带领的舞龙队。在锣鼓齐鸣声中，只
见那草把龙时而腾起、时而俯冲，如行云流
水、似腾云驾雾，蔚为壮观。在龙头的引导
下，舞龙队员们通过肢体的运动和姿势的
变化，完美流畅地完成草把龙的穿、腾、跃、
翻、滚、戏、缠等动作和套路，他们用精湛的
舞龙技艺表达了人们期盼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的美好愿望。
一同参加表演的还有聚奎镇龙灯队，

那舞龙珠者时而藏珠，时而戏龙，时而后
躲，时而前引，惹得蛟龙百态尽显。年过古
稀之龄的余兴中是龙灯协会副会长，一家
五代都是玩龙头的，可谓“龙头世家”。余
兴中说，玩龙头者饮酒都是海量，每人可喝
一斤多“包谷烧”。在他们看来，这种浓香
醇厚的“老白干”喝得越多也就越有力，玩
龙也就越有劲头。余兴中十七八岁时就开
始玩火龙，“全身仅着一条短裤，观众不停
地燃放烟花筒，用木板铲铁水打满天星，没
得一点冷的感觉。”印象中，小炉打的铁水
溅起三四丈远，再加上璀璨的烟花，定格成
儿时过年最美好的记忆。

在故乡闹元宵的文化大餐中，还有一
个上榜全国春节特色文化活动的接龙习
俗。乡亲们为驱邪避灾，在春节期间将象
征吉祥的天龙接进家里，祈愿家人能得到
龙的庇护，期盼新的一年能太平康宁。研

究民俗文化的朋友张和平跟踪梁平接龙习
俗多年，今年春节有幸与他一道感受到了
这一非遗项目的魅力。张和平介绍到，接
龙队由主事、牌灯、龙灯、狮舞、打击乐队组
成。龙灯由竹篾和彩绘纸扎制而成，在其
腹部置以燃烧的“鸭脚”，用麻布或红绸为
龙皮相连。龙灯队从正月初一开始向接龙
的院落、商铺发放拜帖，初六傍晚开始出
龙。接龙人家在门前摆条凳供奉果品、燃
放烟花爆竹等迎接龙的到来。龙灯队由左
边进入主人堂屋，绕行一周后由右边出门，
然后在街上表演三拱半、独木桥等姿态各
异的龙舞。元宵节这晚，龙灯队要在举行
答谢乡邻和化龙仪式。龙灯队一路行进、
一路欢歌，在男女老幼的簇拥下来到河畔，
念毕化龙祈文，依次序对龙头、龙身、龙尾、
牌灯、灯笼进行焚化，寓意送龙归家……

无论是草把龙，还是龙灯舞、接龙习俗，
都是家乡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产物，有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
舞龙已经成为一项众人参与、广泛互动的民
俗文化活动。在锣鼓喧天、火树银花的元宵
夜里，乡亲们通过龙舞闹新春活动，舞出红
红火火的新年味，舞出家乡人们的欢乐与幸
福，也舞出了永恒的民间艺术之花。
（作者单位：重庆市梁平区广播电视台）

春天，正在给世界点灯
这些灯，不是火点燃的
是风，是山那边，是湖面上

是推开朝南的窗户
那双手上吹来的

这些灯在白天也亮着
一旦点燃就不再熄灭
比如红色的白色的山茶
就开着红色的白色的火苗

玉兰也是
再也藏不住爱情
索性一朵两朵地成群结队地
牵手走上枝头
把这迷人的幸福公诸于众

这是经营了四季的幸福
顺着静脉和血液向上的力量
这是泥土、雨水和风翻开的日历
这是舒经活血的诗行

点亮这么多姹紫嫣红的灯盏
迎接春天的出场
二月，请把所有的门窗
连同眼耳口鼻全部打开吧
阳光必然清香四溢
扑面而来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开春
郑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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