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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春的到来并非悄无声息。先是一场
春雨，温柔淅沥，不像夏日倾盆大雨那
般粗暴，不会将防盗网顶棚砸得咚咚作
响。连绵细雨顺着棚檐下坠，像透明的
玻璃珠般，落到地上，流进土里。“春
雨日时，草木怒生”（《庄子》 外物
篇），一场雨后，草木皆被冲洗得清新
干净。

在我的家乡湖北，人们总是期盼一
场及时的春雨。汪曾祺在《岁交春》里
说：“‘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
畴’，是准备春耕的时候了。这是个充
满希望的节气。”只要一场春雨，冬天
种下的小麦便能大口吮吸雨水，拼命往
高处生长。小时候，我总会把绿油油的
麦苗和韭菜混淆，闹出过不少笑话。油
菜花也处于生长的季节，一望无际的金
黄铺满整个江汉平原。微风拂来，仿佛
能听见“金浪”涌动的哗哗声。田野
间，红菜薹正迎来最后一波收割，这种
茎紫红、花金黄的蔬菜口感清脆，炝点
蒜一炒，便成了餐桌上的一道佳肴。

此时，平静的江面也开始有了动
静。在经历一个冬天的枯水期后，长江
欢脱地流淌起来。江水渐丰，陆续有双
层货轮鸣笛从江面驶过，驶进三峡深
处。鱼儿也调皮地露出身影，水浅的地
方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水里搅起的泥沙和
细浪。

二

立春后，日头仿佛被拉长，阳光照
在身上暖洋洋的，连我北京家里的猫都
每天赖在阳台上晒太阳。过去一整个冬
天它几乎都躲在床上。凌厉的冬风也退
下阵势，吹到脸上已不再像刀子割般疼
痛。这几年住在北京，尽管这里的春风
有时依然强劲——如老舍说的：“北平
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
地把春天吹跑。”但相较冬天的确是暖
了。柳枝吐黄，从高大的褐色枝干上垂
泻而下，于春日常有的大风中摇荡。有
时，柳枝上还会挂住一两只迷路的长尾

风筝，往下一看，几个人正抬头踮脚，
满头大汗地想把它拽扯下来。

标志北京春天到来的另一种植物是
毛白杨。它通直挺拔，树干上点缀着星
星一样的花纹。北京的毛白杨多是雄
树，树下会落下厚厚一层灰绿色的雄花
花序，踩上去沙沙有声。一次，我在楼
下看到一群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堆地上
捡的花序，大叫着“毛毛虫来了”，相
互追赶打闹往对方衣领里塞，脸上满是
兴奋和欢喜。

如今，北京生态环境日益向好，我
们几乎看不见老舍笔下“青天变成黄
天，降落着黄沙”的吓人景象了。春风
也时常展示出它温柔的一面，拂过河
面、拂过杨柳、拂过百花丛，这便是最
适合外出踏青的好天气。

三

“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
花。游蜂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
色。”唐代诗人卢照邻写下了一个鸟语
花香的绚丽春天。

春是百花盛开的时节，万紫千红，
芳菲满目。桃、杏、紫荆、木兰、樱
花、海棠、牡丹、芍药、紫丁香……南
北方的花期虽不同，人们赏花的兴致却
一致。桃花品种极多，有红有紫还有
白，自古即为主要的观赏花种，《诗经·桃
夭》就用桃花来盛赞新嫁娘的美貌。杏花
亦是历代诗文中的常客，不过，赏花人知
道，成丛的杏树开花才美丽动人，单株无
甚可观，陆游曾赞“我行浣花村，红杏红
于染”。而以“虽艳无俗姿”著称的海棠，
在霏雨下才更显娇艳奇绝，所谓“依丽最

宜新着雨，妖娆全在半开时”。
这几年，北京人更爱赏花，玉渊潭

公园、元大都遗址公园、中山公园都成
了热门赏花地。去年春天，我曾去玉渊
潭公园观赏樱花，八一湖边一树一树的
樱花灿烂而清丽。樱花花瓣薄薄一片，
颜色有些淡粉，远看却近于白色。听说
也有红色、紫红和绿色的樱花。人多的
时候，与花拍照都要耐心排队。

“千花百卉争明媚”（欧阳修《踏莎
行·雨霁风光》），美景总是令人心生向
往。如今，许多公园在做好防疫的前提
下已有序开放，还有些暂未开放的景区
别出心裁地开起了“云直播”，满足大
家的赏花心愿。

四

能够感受到春天的脚步是越来越近

了。春分已过，白昼越来越长，而寂静
的夜越来越短。从华南到华中到华北，
春风吹遍神州。“一年之计在于春”，田
间地头，农人们正埋头锄作，播种希
望；工厂车间，工人们正铆足劲头，有
序复工复产；宅家的学生，正通过网络
课堂专心学习，不浪费每一寸春光；在
湖北，疫情防控初见成效，首批 49 支
援鄂医疗队共计 3787 人已完成使命安
全返程，生活正逐步健康恢复。一位好
友在朋友圈发了好多张家乡湖北的春光
即景：只见江边桃花开得正盛，对岸的
青山已经苏醒，不少人正沿着江边跑
步。“整整 50 天后，我终于拥抱了春
天。”她写道。

坐在窗边，玉兰花的花香随风飘
来，抬头一看，满树的冰清玉洁。不久
前，它还只有光秃秃的枝干。从树上传
来一阵叽叽喳喳的鸟鸣，只见几只灰蓝
身子的喜鹊在树枝上蹦来蹦去，个头不
大，喙上的一抹红倒是格外醒目。突
然，它们斜刺向朦胧的天空，唧唧两
声，从这头的树俯冲到另一棵上。

印象里，每一个春天都是那么普
通，直到这次宅在家中，才留意春天到
来的种种细节。一不留神，窗外已被装
扮得五彩斑斓。“东风无一事，妆出万
重花”。春风没有任何目的和追求，给
世界装点出如此美丽的万重花朵。这么
一想，也就能理解为何春天总是令人动
容和留恋。

而我们又该如何记住每一个春天
呢？“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

上图：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
转，人们陆续走出户外拥抱春天。位于
江西宜春市铜鼓县的理溪村，百亩桃林
桃花竞相开放，春意浓浓。

刘继刚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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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看樱花的地方，青龙寺是最好的。再就是樱花大
道了，但听说须在高楼上远眺。倘撑一把阳伞，行走在樱
花树下，道途的汽车喇叭声不绝于耳，喜欢清净的赏花
人，终究还是觉得寺里的好罢。

青龙寺高踞在离市区不远处的乐游原上，寺里的樱花
是从日本引进的，约有一千余株。往年看樱花，我都是一
个人去，这样不受约束，可随处闲逛。天气好的话，能等
到黄昏的夕阳。

看樱花宜先从青龙寺东门进去，甬道两旁的樱树枝干
挺拔，花朵繁盛，微风拂过，漫天落花飞舞，如同下着一
场花瓣雨。不远处一溜儿娉婷婀娜，逶迤开去的，是远藤
樱。她像极了中国的垂柳，随风摇曳枝条。她的学名叫八
重红枝垂樱，花色淡红，开时重瓣，花瓣娇小。盛开时花
瓣繁密，挤满了枝头。因花色美丽优雅，树枝呈柳枝状而
著称。

东院的北侧，立有日本和尚空海的纪念碑，周边也植
满了远藤樱，给寂寞的庭院平添了几份梦幻。绕过纪念
碑，大殿南面的广场矗立一塔，塔侧是空海在青龙寺拜惠
果法师求学的雕塑。看着空海虔诚的模样，遥想千年以前
的大唐长安，一批批域外僧人入唐求法的场景。晨钟暮
鼓，青龙寺的雾霭中，恍然浮现一位年轻的日本僧人研习
佛法的身影。

云峰阁的东侧，看到的樱花又大有不同。这里花的花
心中有两片绿色的叶子，沿外侧弯曲，据说因酷似普贤菩
萨乘座的大象鼻子，因而叫作普贤象樱花。云峰阁前的对
联：“樱花遥共海东妍，贝叶须于心底诵”。寥寥数语，将
青龙寺的前世今生说给那些花听。

看花不在人多地方，好花往往藏深闺。寺里僻静处是
假山后的一处洼地，拾级而下，豁然见石桌石凳，几竿修
竹，像极了一个书院所在地。我就在此歇脚时，偶遇了正
在修枝的老花匠，便聊了起来。他告诉我，青龙寺的樱花
不喜欢扎堆儿开，而是次第开放的。最先开的是彼岸樱，
八重红枝垂樱；中期是一叶，杨贵妃；晚期是关山，普贤
象。他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忽地喝了一声，指我身后：

“青龙寺最好看的杨贵妃开了，遇见就是福！”蓦然回首，
看见一树樱花，花朵整簇整簇长在一起。树冠丰盈，迎风
低徊千娇百媚，流露出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质，很自然地让
人联想起唐代美人杨贵妃。青龙寺的樱花，美得倾城，然
而花期很短，错过便要等来年了。

春来当惜花。所以，最要紧的便是沏一壶好茶，茶叶
要讨寺里僧人自制的，盘腿坐在樱花下读书，或是请老者
讲一些陈年旧事，消遣功夫。春天就这样地扑面而来了。

上图：陕西西安青龙寺樱花盛开。 来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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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东山岛的岵嵝山上，坐
落着一座南溟书院，因主祀朱熹，又
称“文公祠”或“朱子祠”。此处自
古便是远眺海上烟波、倾听松风鸟鸣
的清幽之处。

从铜山古城顶街沿着石阶上岵嵝
山，地锦等爬藤类植物从墙角蔓延开
来，或黄或绿的叶子重重叠叠。转角
处可见鲜红的三角梅、直挺的虎尾
兰、黄绿相间的变叶木等，把石阶装
扮得生机盎然。行进间，习习海风扑
面而来，让人心旷神怡。

台阶尽头便是山顶，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花木掩映中的巨石群，由 5 块
形状各异的石头连缀而成，人称“五姥
石”。蓝天白云下，巨石“突怒偃蹇”，有
种高峻的压迫感。这里是岛上摩崖石
刻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石上所题“丈
夫襟度”“学海文澜”“登山观海”苍劲
有力，或抒情，或怀古，或祝福，皆出自
明代以来文官武将之手。几百年来，这
些摩崖石刻俯瞰大海，经受风雨磨洗，

依然可见当年风采。
往东穿过朱槿、佛肚竹等草木装

点出的花径，南溟书院便在眼前。书
院门口，两株高大的朴树枝叶相依，
日夜相伴。站在书院前凭栏远眺，广
袤的南门湾尽收眼底。《庄子》 云：

“南溟者，天池也”，书院名称或由此
得来，“铜山十八景”中的“文公座
上看天池”正是此处。岸边，高低起
伏的民居聚在一起，把南门湾拥入怀
中。近岸处，几艘帆船停泊在码头，
随水波轻晃。海面被阳光洒下一片碎
银，波光粼粼，几个立着灯塔的小屿
静卧其中若隐若现，三五艘巨大的货
轮缓缓行驶。不几时，一艘渔船划
过，犁出一道洁白曲线。海的尽头白
茫茫一片，再往远处眺望，岛上第一
峰——苏峰山竦峙在云雾之间，朦胧
绰约，如梦似幻。

再回看书院，重檐飞角、红墙绿
瓦交相辉映，蟠龙石柱分列正门两
侧，屋檐下“理学梯航尊仰止，海滨

邹鲁毓斯文”“五老峰中留圣迹，文
公座上看天池”两对楹联引人驻足。
跨过门槛，步入正门，眼前豁然开
朗，盆栽榕树、铁树、红竹等植物环
绕着天井。回廊墙上可见“半亩方塘
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等朱熹语
录。正殿前方雕有麒麟戏珠的石案
上，三个香炉一字排开，案子与台阶
下的香炉、正门连成一线，延伸向远
处的大海和苏峰山。

正殿中供奉朱文公，殿内烟云缭
绕，供桌上烛光闪烁。南溟书院既是
学院，又是宫庙，乡人常来此祈求家
人学业顺畅。管庙的老者告诉我，每
到考试时节，这里更是人头攒动，书
院前那座烧纸亭，外部瓷画被烟火熏
得乌黑，香火之旺盛可见一斑。谈话
间，几位古稀老人立在神龛前，双手
合十，虔诚地念念有词，乡音婉转，
极为亲切。

南溟书院创办以来，一脉文风得
以延续。清康熙时，铜山所归漳浦管
辖，知县陈汝咸重修南溟书院后，

“立义学，延名宿，训乡子弟于书
院”；清雍正时期，铜山所划分归诏
安县管辖，知县雷其达在此设月课；
清末乡贤马兆麟也曾在南溟书院掌
教。如今，书院的东侧厢房是“南溟
讲坛”的举办地，常有本土文化人士
在此讲授儒家典籍、乡贤轶事等。

南溟书院曾与岛上的崇文书院、
东壁书院并称铜山三大书院，如今另
外两个书院早已荡然无存。但是东山
人认为岛上后来文人辈出、簪缨不
辍，多归功于书院。《铜山志》 说：

“至嘉靖间，人文勃兴，京省连捷，
居官者懋勋名，伏岩者敦节义、概
孝、贞烈，种种于此。”《东山县志》
说：“自是文云大兴，明贤蔚起。”

步出书院时，一缕阳光从窗棂间
悄然滑入，铺陈在门前石阶上，显得
宁静平和。几百年前，南溟书院或许
也是以这种姿态春风化雨，一椽一木
下，走出多少满腹经纶的学子，铺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蓝图。

上图：位于东山岛的铜山古城。
来自百度

游南溟书院
刘建龙

周末，几个驴友相约登本地
的高骊山，我有点举棋不定。因
为登高骊山有一定强度，是方圆
百公里驴友公认的“最难爬的
山”和“最值得攀爬的山”。虽喜
欢户外，但最近宅家一直没爬
山，突然来一次大强度的运动，
怕身体不适应。不过，在驴友的
反复劝说下，还是前往。

春意渐浓，生机勃发。车窗
外，柳树已披上绿装。“不知细叶
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风细
柳斜，想不到春姑娘竟有如此妙
手。一树树玉兰灿然绽放，洁白
的如玉，紫红的似霞。

高骊山位于江苏镇江，属宁
镇山脉，山名颇有来头。远远望
去，自东北向西南蜿蜒数公里，
连绵起伏有十多座山峰，主峰海
拔 425 米高，形似一匹奔腾的龙
马，故称“驹骊山”。南宋右丞相
高实家族就住在附近的村里，因
影响力大，便在山南建高庆寺，
遂改名高骊山，此乃一说。相
传，昔有高骊国王曾到过此地，
故名，此又是一说。

到了山脚，一垄垄茶树绿油
油的，向山坡蔓延开去，吐露出
新芽如雀舌般娇嫩。穿行于竹林
间，一竿竿修竹沐浴在春光中，
脚下似感春笋破土萌动。

沿着灌木林间窄窄的野道行

进，没多久，已是气喘吁吁。小
憩片刻，打量四周，忽然想起古
人描写此山的一首诗正合心境：

“驹骊依天外，树色昼苍苍。相去
浑如近，才行便觉长……”

几个人边爬边聊，在山的深
处，无人纷扰，自由自在。几声
鸟鸣，瞬间打破寂静。沿途的树
枝系有丝带，那是来自南京、常
州、马鞍山等四面八方的户外运
动爱好者留下的，每一条丝带都
记录着前行的足迹。丝带五颜六
色，随风飘逸，煞是好看。路途
更有嶙峋山石陪伴。不知不觉又
站上一座峰顶。俯瞰仑山湖，青

山碧水，绿树掩映，尽收眼底。
峰峦重重叠叠，一峰又一峰。

有的地方山势平缓，正好舒缓一
下。有的地方崎岖陡峭，需一鼓作
气。有的地方连野道也没有，只能
在乱石中攀爬。一处数米高的绝壁
横在眼前，幸好留有绳索，只有借
助它才能攀登而过。登山过程中的
挑战不少，亦需格外小心。

有道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近观，树开始冒出青色，不知名
的小花小草已急不可耐地向春天
报到。偶有一两只蝴蝶闯入眼
帘，追寻着花花草草。远望，“云
连涧谷高低路，树绕郊原远近
村”，山峦起伏呈现黛色、农家别
墅琉璃溢彩、河塘波光粼粼、油
菜花金黄、麦苗葱绿……共同织
成了锦绣大地，绘就了一幅美丽
的乡村春景。

已是中午时分，大家倚山石
而坐，吃起了路餐，个个津津有
味。有人带了几听啤酒，慢品小
酌，兴致甚浓。我因开车，虽未
喝酒，但饮几口清茶，尝几块面
包，嚼几丝小菜，吻几缕春风，
观几片绿叶，也觉得有些醉意
了。这满眼的春光无限，叫人好
生欢喜。

下到山腰处，眼前矗立着韦岗
战斗胜利纪念碑。碑顶是一支古铜
色步枪模型，大有刺破青天锷未残
的气势。碑座正面浮雕上刻有新四
军的标志，两侧分别镌刻着陈毅、
粟裕当年赞颂韦岗战斗胜利的诗
篇。肃立碑下，深情瞻仰，战火纷
飞、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仿佛浮现
眼前。1938 年 6 月 17 日，粟裕率领
的抗日先遣支队在此设伏。当日军
进入伏击圈后，新四军发起猛烈攻
击，取得大捷，威震敌胆。

高骊山镌刻着抗日烽火，也
见证了沧桑巨变，我愈感其厚
重。在青山的映衬下，纪念碑愈
显雄伟，时刻激励我们不忘历
史，不负春光，勇于登攀。

上图：高骊山。 来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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