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彬的楹联

横批：逐梦燃情
上联：气象宏开，春风引领千帆竞
下联：精神大振，绮梦铺成万木稠
横批：继雅开新
上联：虎岁刷屏，刷出千山飞绿意
下联：兔年裁韵，裁成万福暖春潮
横批：迎春接福
上联：共贺三春，春雨春风春岁月
下联：齐迎五福，福年福字福乾坤

毕太勋的楹联

横批:迎春接福
上联：莺声唱起小康曲
下联：兔影衔来中国春
横批:迎春追梦
上联：春为健康驱疠疫
下联：兔迎幸福上琼楼

李名德的楹联

横批:福满人间
上联：春来九畹，重启人间序曲
下联：联寄两行，曼吟清世华章
横批:万里同春
上联：西塞起诗台，总与东风分韵
下联：大江融月色，长随词客咏春
横批:春回古塞
上联：渔歌叠浪，传二十大精神，赓

吟古韵
下联：西塞飞鸿，渡三千年炉火，以

赋新声

纪大臣的楹联

横批：韶华在此
上联：晨曦早会朝阳阁
下联：夕照斜归逸趣园
横批：有容乃大
上联：大江东去西塞常挽半湾水
下联：朗月晓行磁湖辉映千颗星
横批：史传文化
上联：东山起古刹千年银杏伴风雨
下联：西塞沉蛮钩几根铁环分楚吴

程良柱的楹联

横批：东楚迎春
上联：西塞林深腾紫气
下联：磁湖水阔漾新春
横批：喜闻春声
上联：虎岁扬威，西塞频频飞捷报
下联：兔年得意，磁湖处处涌诗声

董小文的楹联

横批：天地同春

上联：天增岁月人增寿
下联：国得和平家得安
横批：西塞风光
上联：千寻石壁临江半
下联：一洞桃花钓雨高

刘志刚的楹联

横批：再启新程
上联：燕唱东方，春催玉兔抡开步
下联：龙腾西塞，梦驾神舟飞上天
横批：鸿图大展
上联：虎步争腾幕阜山，蹚开逐梦征

程阔
下联：兔毫乐蘸磁湖水，画定脱贫句

号圆

谈际和的楹联

横批：普天同庆
上联：灿烂文明播远空，增添神话
下联：丰收喜悦融飞雪，撩动春心

胡庆富的楹联

横批：金瓯永固
上联：万民志向九州地
下联：一统情牵两岸心

熊远舟的楹联

横批：物华天宝
上联：东方接兔人民纳福
下联：北阙飞船玉宇澄清

编后：
为期3个月的“贺新春”楹联创作大

赛征文活动，到今日圆满结束了。本报
将联合市诗词楹联学会对发表的作品
进行评奖。活动中，收到全国各地作者
创作的大量楹联，本报共择优刊发了 11
期 100 多名作者的佳作，在社会上引起
关注。与此同时，推出“征集、评选、讲
评、书写、展示、捐赠、派送”系列活动。
2023 年 1 月 13 日，本报联合市诗词楹联
学会、下陆区诗词楹联学会，在下陆区
孔雀苑诗词广场举行首轮原创对联书
写展示、惠民派送活动。随后，在下陆
区宏维小区、西塞山区叶家塘社区、开
发区大王镇，开展了楹联讲评、大派送
活动，市民反响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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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一朵冰凌花的春天
○ 海小粟

风改变了方向，从东南吹来。
一股股暖暖的气息在泥土的缝隙里慢慢上

升、弥散，阳光便明亮起来，一朵冰凌花苏醒
了。晶莹的冰帘掀开，她伸开嫩嫩的腰肢，张开
鹅黄的眉眼，娇滴滴，媚软软，像美丽的少女在
初春的林地里灿烂。

呀，清新的空气浸了大湖的甘甜，昨天的黄
叶松软，泛青的林木枝枝丫丫，鸟鸣落在树梢，
颤动了可爱的春天。冰凌花努力迎着初春的
凉，送给万物一个明丽的笑脸。

春风呼啸着从微微融化的冰面跑来，像个
顽皮的男孩，穿林越岭，在冰凌花的头顶飞过，
化为蓝天上的一朵白云。多么招人喜爱的风
呀！冰凌花真想生出翅膀像大湖的水鸟一样与
长风相伴。

一群诗人寻春的脚步声惊醒了冰凌花寂静
的梦儿，她摘去覆盖头顶的黄叶，挺直了腰身，
像急切的新娘，在冷飕飕的风里翘首等待爱着
自己的那个人，等着他来掀开冬雪的盖头，等着
他温暖的目光融化一个季节的等待。

文人墨客在冰封未解的湖畔欢歌笑语，风
是清凉的风，阳光是清澈的阳光，树林是闻风而
动的山林，山峦是巍巍飒爽的山峦，气息是积极
向上的气息……一切都是勃然待发的样子，好
似只有寻到了冰凌花春天才能开始，树木才能
发芽，小草才能变绿，湖水才能解冻，杏花才能
堆若霞云……

终于有人看到了这朵冰凌花，花人相对的
瞬间，就似几世的恋人相逢，含情脉脉，百般惊
讶，在心里喜欢着对方，满满的期待映入眼睛，
似一汪春水微波荡漾。冰凌花薄若蝉翼的花
瓣，在微风里轻舞，残存的冰雪是她的舞台，阳
光是她的霓虹，从树缝间照进的光束瞬间让整
个林地成了精灵的天堂。她没有牡丹的雍容尔
雅，也没有江南梅花群芳妒忌的美艳，既不似空
谷幽兰的清香高雅，也不同水仙凌波独步的飘
逸，可她用自己瘦瘦的美点缀了春天的苍茫，见
证了生命的奇迹。

冰凌花似乎听懂了诗人的唏嘘，摇晃着褐
黄的身躯，用淡淡的话语倾诉：我比梅花更耐寒
呀，零下都不怕，它是阳春白雪，我是北方布衣；
我还能入药呀，给人们治病疾；我还有金盏、雪
莲的别号呀，带着美丽传说的灵气……这样的
歌吟仿佛汇聚了一种力量，让诗人们产生了爱
慕的冲动，大家纷纷用镜头定格了这绝美的瞬
间，用诗文吟诵着她的秀美。

冰凌花目睹了人们的欢快，看着他们抖落
一身烟火气息，走出城市的重重暮霭，让自然的
光照耀灵魂，让心灵得到短暂的休憩，那就足够
了。生命原是大自然的礼物，活得美丽才是最
好的选择。

在夕阳的余晖里，冰凌花目送着人们离去
的背影，听到东风越发强劲起来……

二月二，龙抬头。
这一天，无疑是个好日子。一大早，门口不

远处的大理石栏杆上，几只鸟儿正在呼朋唤友
地卖弄清脆的歌喉。看见我压腿，它们也点点
头、翘翘尾。好像在说，我们一起锻炼吧。天空
高远，淡蓝的天空出现一抹灰白。远处的山峦，
是画家刚刚勾勒的轮廓，有形而无实。近处的
山间，树木浓密，新出的枝叶翠绿欲滴，一片生
机盎然。

运动服在柜子里放了好几年，今天终于派
上用场。在跑道上飞奔，摆臂、迈步、昂首、呼
吸，心情也舒畅起来。微风拂过，脸上似有蚂蚁
在游走，酥酥的，爽爽的，让人不由自主加快了
步伐。

运动员进行曲响起来，各班学生在班主
任老师的带领下，围着操场晨跑。“锻炼身体，
保卫祖国”“青春如火，超越自我”……伴着嘹
亮的口号声，一张张稚嫩而青春的脸扑面而

来，我的思绪一下子奔回青春岁月。二十年
前，自己正年轻，在乡下学校当班主任，每天
早上第一个进教室，在门口迎着学生到来。
学生弯下腰，道一句“老师好”，我也微笑着回
一句“你好”！人数到齐后，我们一起来到操
场。先在前面带着学生跑，后拿着教鞭追着
学生跑。学生无视我教鞭的存在，他们知道，
那是吓人的，不是打人的，更多时候只是一种
道具。我们班的孩子跑步很自觉，那高高扬
起的教鞭，从没落到他们身上。有时兴致来
了，还会和同学们进行跑步比赛，结果当然是
输的多、赢的少。

那时候，青春勃发，意气昂扬。
跑了几圈，出了微汗，一身轻松。
太阳开始升起来，天边泛着绯红。远处的山

峦变得清晰起来，有草、有树，还错落有致地横
着几户人家。到教学楼巡视，各班传出琅琅读
书声，这是校园最美的乐章，这是学校最美的风
景。一种莫名的感动在心头潜滋暗长，无法抑
制。多年前，我们班早读的声音是全校最大
的。那时候，学生捧着课本朗读，神情极为专

注。我也放声朗读，和学生同室竞技。读书声
音最响亮的女生我封她们为“超级女声”，读书
状态最好的同桌我封他们为“最美同桌”，背诵
过关最快的同学我封他们为“超强大脑”。在这
些“超人”引领下，我们班几乎每周都荣获早读
优秀流动红旗。

校园路灯杆宣传牌上，优秀教师和学生代表
的大幅照片及语录分外显眼。“用踏实肯干、任劳
任怨感染同行，用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作为毕生
的追求，永远做学生的良师益友。”这是同事吴美
兰老师的语录，更是她的心声。在二楼巡视时，
正好碰到她和学生在走廊上促膝谈心。她是八
年级的年级主任，还带两个班的英语课，偶有老
师请假，她都随时顶上。每天忙得团团转，脸上
总是乐呵呵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
迎着风奔跑，迎着朝阳晨读，兢兢业业工作，

这是老师的职责，也是我的追求。我们都是在人
生路上不断迎风奔跑的人！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奋斗的人生，无
疑是这个美好时代里最美的姿态。

迎着风奔跑
○ 张学华

鸟语花香（国画） 莫双发

王小瑞五岁，幼儿园大一班。他个高
于同龄人，都觉得他该是小学生，别人问
他几年级，他答：“大一！”人家发愣时，他
反问：“不是迟早的事吗？”眼下，他和妈
妈买运动装，有个亲子活动需要。衣服
选好了，穿在身上，母子像一对松鼠，他
们的脸灿如艳阳。老板趁热打铁说：“给
爸爸买一套回去吧，松鼠三件套，打六
折。”王小瑞说：“爸爸被妈妈开除了，没
爸爸。”老板一脸尴尬地说：“对不起，对
不起……”

“嗨，与你无关！”王小瑞却一脸轻松。
店堂里嬉笑四起。

老板送王小瑞一双球鞋，说什么也不
收鞋钱，王小瑞漂亮的妈妈嗫嚅间，老板
说：“冲你儿子这么可爱，我送了。”妈妈嘴
角上扬，笑了。

妈妈想起，结婚怀孕的时候，老公一
门心思在西藏高原瞎忙，缺席了孩子的出
生，敏感的她再也忍无可忍，下达了“驱逐
令”。公婆关怀备至，她接受，对春节归来
的丈夫她拒绝，产后的抑郁让她从心里厌
恶丈夫，做丈夫的怎能缺席呢？屡被拒
绝，丈夫说：“我真忙，我包的点事多！”她
说：“再多也不至于缺席儿子的出生啊！
他都两岁了，他认得你吗？”丈夫说：“我知
道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

“与你无关！”妈妈更加恼怒。
心思缜密的她喊出这四个字后，心

隐隐疼。
天阴的中午，王小瑞鼻青脸肿地来到

了服装店。老板询问原因，王小瑞说：“隔
壁班的孩子骂我是没爸爸的野孩子，我们
打架了。”王小瑞又说：“叔叔，假扮一回我
爸行吗？就像上次我扮小松鼠。”老板说：

“你妈知道了挨骂呀！”
“我求你的，与你无关！”王小瑞异常兴

奋地说。
老板换了一身笔挺的西装，牵着王小

瑞的手在校园里转了一圈，他的心似校园
池塘里的春水也荡起了涟漪。王小瑞拽着
老板一路上摇头晃脑。

王小瑞放学回家问妈妈：“我爸有松
鼠牌西装吗？”妈妈问：“为什么要有？”

“人家都有爸爸我也要，不管是谁来当爸
爸，都要给他买松鼠牌西装！”说完，王小
瑞贴着妈妈的耳朵说了句，“假扮爸
爸”。妈妈心里涌起一股酸楚，为一句
话，儿子居然和同学打架，爸爸的缺位会
让她感到越来越多的亏欠。她细声说：

“儿子，我反对假扮。”谁知王小瑞应道：
“与你无关。”闻言，她心头一颤。

她决定去看看前夫顺便了解他的工
作，有什么事比她们母子更重要？在机场
候机的时候，老板来了，王小瑞像只松鼠蹦
跳到他身边。妈妈得知他也要去西藏时，
扫了王小瑞一眼，儿子说：“我们出远门要
有人保护呢！”言毕，王小瑞欣喜自得。妈
妈对老板说：“我去看我丈夫，你还是……”
老板说：“不是开除了吗？我正好要去看
货，也顺道。”她叹气道：“怎么着也是他爸
呀，我的家事，与你无关啊……”

洁白静寂的病房里，妈妈和王小瑞
找到了爸爸。爸爸胡子拉碴就像毫无
精气神的老松鼠。王小瑞怯生生的，觉
得这个叫爸爸的人这样瘦弱，远比不
上老板潇洒。

一群孩子捧着一束束格桑花赶到病
房，高声叫着“王爸爸——王老师”“王老师
——王爸爸”，爸爸脸上瞬间有了桃花的颜
色。护士走来摆手，又竖起食指压在唇上，
病房顿时安静无声。王小瑞再也忍不住冲
过去大喊：“爸，爸爸——”

妈妈走出病房，擦着眼角的泪痕，对
老板说：“谢谢你找到专家，你回吧，他爸
这个病与你无关！”老板一本正经说：

“不，那些孩子与小瑞爸也无关，现在他
病了，和我就有关……”

与你无关
○ 董本良

天气渐暖，很多人计划起“春日出游”。亲
朋好友相约一起，背一顶帐篷，携一袋瓜果，到
公园去赏花；驾一辆汽车，带一部单反，到郊外
去踏青；买几张机票，定几间民宿，飞往异地去
寻春趣。

春日可爱，生机勃勃，谁不想抓住“春日之
趣”呢？

记忆中，小时候的春天，没有帐篷，没有汽
车，没有单反，更没有乘飞机去寻找乐趣，但那时
候的春天也充满了乐趣。

“三月初来花未红，采挖野菜里村行。”在我
看来，春日去挖野菜是最开心的事情。放下书
包，提着竹篮，拿着小铲，跟三两个同伴去田野里
挖野菜。春风吹，春雨下，田野里长满了各种各
样的野菜，有荠菜、蒲公英、水芹菜、野韭菜、野
葱、青蒿……

我们一边聊着学校里的趣事，一边用小铲挖
着野菜。春风轻拂，带来野菜的清香，拂起内心
的喜悦。晚上奶奶可以喝到蒲公英煮的茶水，缓

解她的喉咙疼，而我也会吃到香喷喷的野葱炒
蛋。那时候的春天，总能给我带来惊喜。

“春风春暖春日长，春山苍苍春水漾。”春日
最美好的事当是去野炊。我就读的小学初中校
园都坐落在山脚下，每到春天，老师总是会组织
我们去野炊。当日，几人一组携带一个小锅，一
小袋米，一点调料。一群人浩浩荡荡越过开满杜
鹃花的山坡，跨过清澈的溪流，聆听百鸟歌声，步
伐轻快，心情愉悦。

春日当空照的时候，我们在空地上做午
饭。取来泉水，捡来枯树枝，摘来野蕨菜，生起
火，煮上一锅米饭，再炒一锅野菜，饕餮一顿大
自然馈赠的美食。那时候的春天，同学们的欢
声笑语久久荡漾在山谷中，给春日奏响了动听
的旋律。

“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几场春雨后，后
山的竹笋偷偷从土里探出头。每当这时，母亲就
会去挖笋。为了挖到更多、更好的笋，母亲常常
天不亮就起床。摸清楚母亲起床时间后，我偷偷

早起，跟在她后面上了山。太阳出来前，竹林里
雾气弥漫，山路泥泞，不一会袖子上、裤脚上都湿
漉漉、脏兮兮的了，但我满心欢喜。

母亲教会了我挖笋，但只让我挖长得密集
的笋。她说挖去一些笋，剩下的竹笋才有足够
空间生长。我原本以为挖笋纯粹是为了吃，却
不知还能帮助竹林繁衍，不由觉得自己做成一
件好事，心里美滋滋的。不一会，我的竹篮里躺
满了春笋，沉甸甸的，感觉整个篮子装满了蓬勃
的春天。

长大外出求学，毕业后定居都市后，我再也
没去田野里挖过野菜，去山上野炊，去后山挖过
竹笋，儿时的“春日之趣”封存在记忆中。

我深刻感受到“春有再来时，人无再少年”。
唯有珍惜一年又一年相似又不同的春日，抓住眼
前的“春日之趣”，才不枉这美好的时日。

在万物复苏、柳绿桃红、生机盎然的春日，不
妨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去公园赏花，去郊外踏青，
共享春日之趣。

春日之趣
○ 陈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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