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暮年以后袁对古镇
之类的能勾起孩童时代情

景的老城市尧小乡村特别向
往遥 野日暮乡关何处是冶袁
这大概也是一种乡愁情怀

吧遥
地处西南边境的腾冲袁

群山环抱袁 却江南风情十
足遥 在这里漫步袁随处可见
村舍相连袁阡陌纵横袁而且
时有小桥流水袁袅袅炊烟飘
柔其中遥 我简直不敢相信袁
来到腾冲袁 来到和顺古镇袁
是不是回到了我经常在梦

中见到的故乡了钥 当然袁腾
冲和顺之美不仅是四季如

春移步易景的美妙景色袁还
在于其源远流长又独具魅

力的文化内涵遥 事实上袁和
顺是被 叶中国国家地理曳杂
志誉为中国最有魅力的古镇之一遥

和顺位于腾冲西南袁是有六百多年历
史的古村落袁曾是马帮重镇袁丝绸之路必
经之地袁也是著名侨乡遥长期以来袁中原汉
文化尧边地少数民族文化尧东南亚南亚文
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袁形成了以和谐尧和顺
为核心和以开放性尧包容性为特征的野腾
越文化冶遥 朱镕基总理曾为和顺古镇题写
的野和顺和谐冶四个大字袁镌刻在古镇大门
口和顺图书馆前的大墙上遥这里有大马帮
博物馆袁有很多古刹尧名祠和名人故居袁有
百年深宅大院的古民居袁也有加工销售缅
甸翡翠尧玉石珍宝的古旧商铺袁尤其是胡
适等文化名人曾经题词的和顺图书馆袁其
藏书之丰富尧人文底蕴之深厚堪称中国乡
村之最袁我在其中浏览袁确实感到其内涵
丰富遥 参观艾思奇故居时袁我请管理人员
找出一本艾思奇的 叶大众哲学曳袁 翻看阅
览袁感慨万千袁这是我青少年时代阅读的
第一本启蒙哲学书袁它对我的人生有非常
深刻的影响袁至今难忘遥

阳光和煦袁春风拂面袁我喜欢踏着青
石板铺就的路面在和顺古镇小街上溜达袁
这是一种情趣袁也是一种享受遥 清静的街
道袁 两旁开满了鲜花袁 有盆栽的月季尧牡
丹袁 也有直接栽在土里的紫藤等各种花
卉袁清新悦目袁使古老的小镇生气盎然遥看

过去老旧的小商铺袁门面却也挂满了不少
的时新商品遥

我们走到一处拐角处袁不知是受到刚
烘焙出来的糕饼香味的诱惑袁还是店主小
姑娘阳光笑脸的盛情邀请袁我和老伴走进
了一家名为野姐妹鲜花饼冶的店铺袁双开门
面袁装修简约但很有意趣和情调遥 我们在
铺有花布的桌子旁坐下袁顷刻间袁小姑娘
端上一盘刚出炉的鲜花饼袁还送上一壶清
香的花茶遥吃食尧品味一定与心情有关袁虽
然我们也已经吃过许多次鲜花饼了袁但我
认为这儿的鲜花饼最佳袁 松脆尧 香甜尧爽
口袁而且还售价低廉遥老伴问小姑娘袁这么
新鲜的鲜花饼袁原料是哪里供应的钥 小姑
娘笑着说院野我家有三亩栽培花卉的专用
地袁现在机遇好袁我们姐妹俩毕业后就专
心做鲜花饼了袁和顺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创业的还有很多遥冶是的袁是古镇遇到了新
机遇袁 还是年轻人给古镇增添了新气象钥
这令人思考遥 在新时代的春天里袁这应该
都是非常爽心的新景象遥

我们住宿的客栈袁距野鸭湖很近遥 早
餐时分袁我们一面化费三五元吃两个大肉
包子袁喝一碗豆浆或稀粥袁享受价廉物美
的和顺美味曰 一面眺望野鸭湖的美景袁湖
水涟漪袁阳光闪烁袁远处的小野鸭正在欢
快戏水噎噎这样的美好时光怎能忘却浴

和顺古镇

古城满眼彩蝶飞袁
紫穗轻垂诱秀眉遥
此景只归天上有袁
藤花仅在晚春回遥

赏紫藤
姻远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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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钩沉

回忆过去袁不是沉缅古往袁只是在
似水流年里袁 淘来些快乐和爽朗的笑
声遥 要要要题记

四月袁星期天遥
举目远望袁门前的小洋河堤上袁刚

刚撤去晨雾笼罩的帷幕遥 春天的阳光
就穿过彩色的云霓袁洒在看麦娘尧鼠曲
草尧马兰袁数不尽的野草繁花上遥 石蛋
子倒骑在牛背上袁 和煦的微风摇着牛
铃袁伴着杜鹃尧黄鹂尧百灵鸟的鸣叫声袁
恰如春之奏鸣曲遥 石蛋袁他哪里知道袁
在这幽静尧光影摇曵的堤坡上袁一刻儿
将是我和二扁头野率兵决战冶的疆场呢浴
我兴奋地双手叉着腰遥

战将们袁已悄然潜伏到屋后的草垛
旁袁他们头戴马粪纸折叠的军帽袁有的
背了野长枪冶袁有的腰间绑了野手雷冶袁有

的手中提了野宝剑冶袁一个个急不可待尧
咬呀切齿袁大有野不斩楼兰终不还冶的英
雄气概浴 我背着手尧仰起头野检阅冶了部
队袁匆匆回到屋内遥

战士即将征伐袁可我这个"最高指
挥官"袁却脱身不得院家中的鸡鸭猫狗叽
叽咕咕地缠绕着腿脚曰桌子上尧灶坯间
锅碗瓢盆乱七八糟袁等着洗刷曰猪圈里
贪吃的"八戒"怕人遗忘袁竟然两腿趴到
栅栏上啍啍唧唧曰两只小山羊也不停地
兜圈圈咩咩叫噎噎

更可怕的是父亲 渊伙伴们叫他老
虎冤 迟迟没有离家的迹象遥 溜不走袁战
将们也不敢露头尧靠近袁眼前所有的事袁
只有我一个人扛遥

一阵叮叮咚咚尧 乒乒乓乓过后袁除
了留着山羊野咩咩冶叫着袁所有的事都已

摆平袁我拿着镰刀尧绳子袁装着一点也不
急切的样子袁 对着父亲毕躬毕敬地说
道院羊没青草了袁我去割浴

父亲环顾了四周袁 刚准备点下巴袁
又一动不动了遥

恰在此时袁大队江会计一脚踏进门
来袁他是来理发的遥父亲立刻笑脸相迎袁
搬了凳子袁扶着坐定袁"哗啦"一甩围布袁
系到江会计脖颈上袁冲着我将刚刚停住
的下巴往上一扬袁说院野去袁烧锅热水袁给
江会计洗头浴 冶

早不来袁晚不来袁偏偏这时来袁我在
他们身后咬牙狠狠地瞪了一眼袁到锅屋
烧水去遥

江会计野上知天文袁下知地理冶袁是
父亲最佩服的文化人遥 父亲虽然不识
字袁 但有个上三年级的儿子可以显
摆要要要好像我什么都知道似的遥我的心
悬到了嗓子眼遥

水袁烧好了遥我拎了镰刀抽身欲走遥
父亲不无得意地袁来了句院野给江会计来
篇白求恩遥 冶

白求恩钥白求恩浴这个脊骨眼上背
叶纪念白求恩曳钥 不背袁必挨揍曰背不上袁
往死里揍袁车马炮逼宫要要要死棋了浴 我
正踌躇间袁 蓦然想起父亲是不识字的袁

心想院只要不停地胡扯八扯袁就可以蒙
混过关遥 于是袁我嘟嘟开了院

白求恩袁加拿大人袁加拿大人袁白求
恩袁白求恩袁很高兴来到延安袁毛主席很
高兴白求恩来到延安袁 白求恩是个医
生袁带了药噎噎很多很多药噎噎

江会计听得一团雾水袁 继而大笑袁
笑岔了气浴 这下引起了父亲的疑心袁面
色愠怒袁问江会计袁为什么笑钥

我不停地偷偷向江会计挤眉弄眼袁
苦苦哀求袁总算心领神会了袁他当然知
道袁我父亲棍棒教子野出手不凡冶袁遂敛
了笑袁一脸认真道院野漂亮袁滚瓜烂熟袁不
容易袁不容易啊浴陈师傅袁你儿子是块读
书的料袁放在过去袁要考中状元的浴 冶

父亲将信将疑院野是吗钥 冶
江会计院野笃定的袁可以了袁可以了浴

去玩袁去玩吧袁哈哈哈噎噎冶
父亲也开心得笑了起来袁冲着我爽

快地一扬头遥我风卷一般冲出了门噎噎
今年春节回故乡袁我再一次去看望

江会计袁他已 86岁了袁失忆多年袁不认
识我了遥 一群乡友围坐在一起袁听我讲
半个世纪前的故事袁 大家笑得前俯后
仰袁江会计也笑了袁那笑容就像一个蒙
童要要要甜美而纯真遥

野率兵决战冶遇上野车马炮逼宫冶
姻东方笑纳

疁城弄暖袁
极目春光璨遥
夕照金沙檐铃闪袁
更有圣人相伴遥

紫袖婀娜香垂袁
青鸾彩凤翩飞遥
仙境美如梦幻袁
徜徉乐不思归遥

注院疁城渊嘉定别称冤袁金沙
渊金沙塔冤又名法华塔始建于南宋
开禧年间渊1205年耀1207年冤遥

清平乐·嘉定紫藤花
姻远 方

1、吹着春天的口哨

吹起口哨 在这个春天

我想送给自己一件礼物

带着海子的诗集 走向远方

像飞来飞去的燕子 带着春的讯息

心累了 坐在诗句里休息

人倦了 躺在风景里做梦

我想送给自己一片大海

让阳光在我的影子上逗留片刻

让快乐像一条在海面上起伏的鲸鱼

在心里升起春暖花开的帆

我要把快乐的口哨 吹给

每一只海鸥 每一朵浪花

我的口哨 在春天吹响

我用我的快乐抚摸蔚蓝的大海

就像抚摸甜蜜平静的婴儿

春天的快乐 载着我

卷走的是忧伤 我把春天

春天送给我牵挂和牵挂我的亲人

2、和你一起翻阅春天

草木萌发了复活之心

风铃草有小小的微笑

阳光晒暖日子袁鸟鸣
替我们说出内心的言语

你说袁那曲折清幽的溪流
让人想起澄澈的幸福

而我袁想把春天折叠成书
去阅读醒来的生命

沉醉于春风的扑面

我们不再打盹

和你一起袁含笑翻阅春天
静守美好时光

3、归来的燕子

沿着记忆中的路线图

我认识的两只燕子归来了

在屋檐下,它们找到了
岁月中曾经丢失的家园

我能听见它们对着带来的

三只小燕子的呢喃

在温暖的自己编织的窝里

它们还在议论北方的寒冷

我不知道归来的旅途上

它们翻越过多少危崖

没人去理会它们发生过的变故

以及经历过多少凌乱和辛苦

而我相信袁燕子南迁越冬
只是一个生命袁新的轮回

4、湖边的春柳

选择在湖边袁做一棵柳树
我希望春天的雨水

滋润着新叶

让黄鹂停在柳枝上

轻灵的抖落雨水

温柔地呢喃

或者靠着柳树袁我想用
柳枝描绘袁烟雨山峦
蓄满的春色

想看一看袁哪一只虫子最早醒来
哪一株青草率先站立

哪一朵花最先绽放

想听一听春雨的曲调,如何让
种子把愿望填进词里

让鲜活的生命争春

一夜春雨后袁想让我的梦中
听到深巷里袁渐行渐近
杏花的叫卖声

5、怀揣喜悦的阳光

怀揣着一份喜悦的阳光

走向南坡袁在春风得意时
我要种植一棵树

告诉树枝袁春天来了
让它尽情舒展每一片新叶

也为燕窝遮风挡雨

告诉田野袁春天来了
泥土在布谷鸟鸣中松软

春雨被自由生长的庄稼感动

告诉天空袁春天来了
所有白云托付的梦想

都有透明的羽翼

我看见蝴蝶袁在百花丛中
用多情的翅膀煽动春天

演绎浪漫的故事

怀揣着一份喜悦的阳光

告诉自己袁抱紧春天
期待一次温暖相遇

6、写一首春天的诗

所有的枝桠开始伸展

在春天绿色的信笺上

写上诗的婉约或者豪放

写二月春天的喜悦 鸟儿鸣唱

在属于自己的麦田里

将快乐的种子尽情播撒

写三月雨水的滋润 包含抒情

词语被浸润 想象是

天上白云的翅膀

写四月桃花的粉红 蜜蜂飞舞

绽放出永远难以破译的甜蜜

温暖人间

写五月石榴的殷红 蝴蝶成双

沿着彩虹悠长的轨迹

诗韵触及天空

所有的枝桠开始伸展

在春天绿色的信笺上

写一首诗 满满的幸福时光

唱给春天的歌渊组诗冤
姻高鸿文

桃花留香春芳菲
姻钱敬穆 摄

今年春节以来上海似乎与太阳无缘袁
直至三月上旬袁 还是阴雨连绵寒气逼人遥
出于无奈袁也由于早就有对彩云之南的向

往袁于是我与朋友一行六人袁于三月初飞
抵云南袁 在西南边陲四季如春的腾冲尧瑞
丽尧盈江尧保山尧畹町一带作自助之旅遥

腾冲位居我国西南之隅尧 横断山脉
高黎贡山之端袁与缅甸接壤遥 阳春三月袁
莺飞草长袁鲜花盛开袁阳光明媚遥 群山环
绕之中的腾冲一带袁其地域之险尧民风之
淳尧景色之美尧人文底蕴之厚重袁使人心
旷神怡似有隔世之感袁让人流连忘返遥 就
在我们已经到了机票预定回上海的日

期袁 而老张却还在说高黎贡山的丝绸古
道的风情还没有领略呢遥 怎么办袁只能待
下次再来欣赏高黎贡山的雄伟和神奇

了遥 我心想袁按我们 80多岁的年龄袁还能
有下次吗 钥 还是给人生留一点遗憾吧遥

入住腾冲空港宾馆后第二天袁 我们
即包车前去腾冲市北的界头镇观看被

叶中国国家地理曳和国家农业部评为野中
国最美田园风光冶的界头花海遥 界头镇本
身就被称为是高黎贡山环抱中的 野花园
盆地冶袁每年二月至三月界头就成了油菜
花的海洋遥 我们一下车袁就立即沉浸在这
金黄色的海洋之中了遥 汪洋恣肆的油菜
花是这块野花园盆地冶三月的精灵袁它将
金黄色的野生命冶在和煦的阳光下肆意地
开花尧生长遥 我环观四方袁十五万亩一望
无边的起伏着的花的海洋袁 使远处的群
山变矮了袁镶嵌其间的农舍变小了袁翠绿
的麦田变成一条彩带了噎噎

怎么欣赏袁还是看不够遥于是袁我忘情
地登上了一只热气球袁冉冉上升到 120米
的高空俯瞰这美丽的景色要要要这是怎样

的一幅灿烂画面啊袁太美了浴 我是在梦中
吗钥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母亲带我在老
家油菜地游玩的情景了遥当热气球已经回
到地面袁大家都下来了袁而我却还陶醉在
这美妙的金黄色的海洋之中袁直到热气球
操纵者通知我袁才如梦初醒遥 界头花海竟
然勾起了我美好温馨的乡愁遥 真的袁我愿
意永远在这如梦如幻的空中飞行遥

归途中袁 包车司机许师傅带我们到
农村集市中一家小饭馆用餐遥 由于我们
在花海逗留时间过长袁 已经过了中午用
餐时间袁小饭馆早就午休了遥 老板娘听说
我们在花海尽兴耽误了吃饭袁 便立即重
起炉灶袁 不多一会就端上满桌的腾冲特
色菜肴遥 我们大快朵颐袁真所谓是酒足饭
饱袁 最后结账却只是上海同等饭菜价格
的四分之一都不到遥

联想到上一天我们飞抵腾冲袁 来到
宾馆后袁错过了晚饭时间袁大家到宾馆对
面小餐馆找面点充饥遥 我们六人三家各
点了一份牛肉面和牛肉粉袁说公道话袁这
样量足味美的牛肉面和牛肉粉小吃袁我
是很久没有尝到了袁 但是其价格却只是
牛肉面七元尧牛肉粉六元遥 开始我以为是
老板搞错了袁最后袁老板笑着说袁几年来袁
他们一直是这个价袁我这才相信遥 后来袁
我们就成了这家点心店的常客了袁 信服
对腾冲人经商的诚信度袁 更希望被称作
野西南伊甸园冶的腾冲永远不会褪色遥

界头花海

腾冲：“西南伊甸园”
姻曹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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