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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一个神奇的地方（组诗）
■ 车兴东

美丽滨海
一个神奇的地方
这里河海交汇、港城融合
这里产业兴旺、歌声悠扬
故乡人把你眷恋
外埠人把你向往

初春的清晨

我来到大神堂的滩头
顺着渔船渐行渐远的方向
眺望大海的深处
迎来照亮津门的第一缕曙光

我走进高大的航站大楼
从屏幕跳动的信息看空港的繁忙
热情的滨海在这里拥抱各地宾朋
开放的滨海也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

我登上津沽棒的观景台
感叹经开人的步履匆忙
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成功实践
回答了小平同志的期待：“开发

区大有希望”

盛夏的中午

我跨出深之蓝的实验室
又踏入麒麟与飞腾的机房
青丝与白发并肩、坚毅与执着相伴
诠释了自主创新、安全可控的担当

我伫立在大火箭的检测塔前
目送长征系列火箭完成测试和总装
从滨海经文昌走向苍穹
让歌唱祖国的旋律在太空久久回荡

我漫步在东疆沙滩
看潮起潮落、品惠风和畅
体验赶海拾贝的惬意
聆听河与海的激情交响

仲秋的午后

我徘徊在宁车沽的村口
陶醉那赏心悦目的金黄
一望无际的万顷稻田
处处充弥着诱人的米香

我参观太平洋码头指挥大厅
领略智慧港口志在万里的辉煌
看见了无人驾驶的重卡正有序奔流
感知到万吨巨轮在浩瀚大洋劈波斩浪

我走在森林公园的步道
从樱花林到木兰桥再到郁盘廊
和休闲健身的人们一起
尽情享受花草的芬芳

隆冬的黄昏

我驻足基辅号航母的甲板
思考现代战争的根源与走向
更明白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必须直面恶虎与群狼

我走近大沽口威字炮台
追忆屈辱的历史、血腥的火光
铁锈斑驳的克鲁伯岸炮警示我们
强大国家离不开强大军队巩固国防

我漫步在北大港的堤岸
不为欣赏落日余晖的霞光
更想让南飞的大雁、林立的油井
激荡起二次腾飞的磅礴力量

美丽滨海
一个神奇的地方
这里历史厚重、基础硬实
这里朝气蓬勃、充满希望
让我们勇立时代潮头
续写崭新的盛世华章

从我家七楼的窗口向外眺望，眼前是另一

个小区的草坪，再前面是弯曲的小路，视野开

阔。目光左移，向东望去，越过小区的围墙，是

一条小柏油路，柏油路的另一边是一家公办幼

儿园，幼儿园的院子铺满绿色的塑胶，门口一

个硕大的红苹果造型，鲜艳靓丽。再向东，幼

儿园旁边是一家中学的深红色屋顶，尖顶高

耸，古朴又庄重。每逢工作日的上午，若是我偶

然没上班，恰好又在家里，就能听到扩音喇叭里

老师的喊声，接着就是做课间操的音乐声。阳

光从窗口斜照进来，照在阳台上的几盆植物上，

照在我的后背上。那时，我正坐在离窗口不远

的电脑前，敲击着键盘，世界静谧无声，只剩下

了扩音喇叭里广播体操的号子声。

经常，会有一群群鸽子掠过我家窗口的上

空，它们如一道黑白灰交织的闪电，嗖地飞过，

悄无声息，窗口猛地一暗，顿时又亮起来。偶

尔，也会有鸽子在我家窗口外面停留。它们在

护栏上拼搭的木板上徘徊，不紧不慢地踱着方

步，宛如优雅的绅士。有时，它们蹲下来，蜷曲

着身子，裹紧了翅膀，在阳光下小睡，那样子俨

然是在自己家里。当它们看到窗口里面的我

时，并无惧色，也不仓皇飞逃，仍是一副我行我

素的样子，弄得我倒要小心翼翼，唯恐惊到了

它们，心怀歉意。

几年前，从我家窗口向外望去，不远处是

一片沿街而建的市场。每逢傍晚，折价卖菜的

吆喝声带着浓郁的市井气息从窗口扑进来，平

凡的生命鲜活得像一条鱼，在落日余晖里游

弋，鳞片闪着熠熠光辉。生活就是最质朴的柴

米油盐、最赤裸的打折甩卖，清脆响亮，简单易

懂。后来，那片市场被取缔，房舍拆除，街道拓

宽，街边划定了车位，成了露天停车场。从此，

那一片区域市容整洁了，可是许多美食就此消

失了。烤鸭、烤羊腿、熏排骨、炸鱿鱼、章鱼小

丸子等等，突然遁形，寻而不见，让人眼里嘴里

尽是落寞和无趣。傍晚卖菜的吆喝声从此成

了绝唱，每每在耳畔呓语般回响，而窗外是一

片令人失落的静籁。

天气好的日子，我喜欢透过窗口望天。城

市的天空不能跟儿时乡村的天空相比，黑夜里

很难看到星光。但是白天还不错，云朵妆点的

天空自有一番曼妙的风景。天空湛蓝，云朵轻

飘，如烟、如雪、如霓，以深邃的蓝色为背景，云

朵显得愈发洁白。我痴痴地望天，像个贪婪的

孩子望着一团团棉花糖，欲窃而不得。

从窗口向外望的人，其实也是窗外人的风

景。有时，我走在小区的街道上，会不自觉地

抬头望向一幢幢高楼，每一个窗口都像一只眼

睛，这些眼睛无一例外被钢铁的护栏包围着。

有的护栏上摆着花盆，但大多数空无一物。从

外面望去，看不清室内的情况，若是窗口站个

人，也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像。远处的高层

窗口整齐，全部是黑洞洞的，窗外的人想观察

窗口里的状况绝无可能，冰冷是对这些窗口最

恰当的形容。从窗外望窗里，实在没有从窗里

望窗外有趣，处身不同的视角，对周遭的感受

完全不同，一个是居小见大，另一个是居大观

小，所见之物天壤之别。

每一个窗口都有属于自己的眼睛，各怀心

事地望着世界，世界也望着他。对于这个窗口

里的人，窗口是观察世界的一个角度，是安稳

温暖的身之所在。对于这个窗口之外的人，它

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神秘的诱惑。一辈辈

人走进窗口，又走出窗口，把窗口里的一切轻

易撇在身后。

物是人非，唯有窗口外的风景容颜不改。

天空湛蓝，云朵雪白，春天，小区里的苹果树照

旧开花，每天上午，广播操的号子声依然悦耳。

时间缓慢行进，只是带走了多少窗口里的人。

窗 口
■ 李欣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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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去年3月搬到这里来的，站在13层的

窗前，便能看到楼下不远处的一条小河和与小

河平行的一处狭长园林。几天后我才知道，那

河叫四化河，与卫津河相连；那园林叫绿道公

园，是沿着废弃的陈塘庄铁路货运支线原址改

建的绿化设施。

早春时节，冰面刚融化不久的小河显得寂寞

而空旷，河两岸和绿道的草木正在萌蘖，春天还

没有真正到来。我因为刚搬进新家，忙着收拾东

西，几天来无暇顾及窗外的景色，然而那天正当

我为如何处理一箱箱书籍犯愁的时候，偶然抬头

一瞥，便看见一片紫色的云飘落在绿道公园内。

我当然知道那不是云，可它确实和云一样让人眼

前一亮，那一定是一种奇异的花，就像西北田野

里那一片片的薰衣草，开着紫色或浅紫的花。

我放下手中的活，赶紧走出小区，来到绿道

公园。没有想到，仅仅几天时间，绿道内各种草

儿冒尖、树木发芽，只有这片紫色的云耐不住性

子，就像刚睁开眼的孩子打开喉咙，放声喊叫，

用恣肆怒放的花朵唤来一派春光。我问绿道里

的园林工人这是什么花，回答是二月兰。哦，这

就是二月兰，宗璞笔下写过的二月兰，那身躯瘦

弱、地位卑下，却高扬着活力的二月兰。

宗璞文中介绍说，二月兰有个兰字，但它

不是兰花，虽然也开紫色的花，但它和我见到

的熏衣草不一样。熏衣草是一种小灌木，夏秋

开花，花序如棒，姿态典雅，因为可以提取香

料，身份十分高贵。而二月兰则是野花，花瓣

稍宽如卵，花姿散漫，相传为三国时诸葛亮行

军食用的一种野菜，故又称诸葛菜，在人们眼

中身份卑微。我平时并不注意这些野花，以前

即使见过，也叫不上名字，这次见到如此成片

烂漫开放的花，自然禁不住打问一番。

绿道边，二月兰几乎随处可见，因为零散，

并没有形成气候。而我在楼上看见的那一片

紫色的云，则生长在绿道和小河之间的一面斜

坡上，由于面积大，这才开出了气势，成为壮观

的春景。顺着斜坡的木制台阶往上，是一个凉

亭，站在亭边再看这片花，犹如身处紫色花海，

微风吹过，花海起伏，那紫色的层次也变得丰

富起来，深紫、浅紫，偶尔还有白色但边缘呈淡

紫色的，让人感叹这春光的可爱，特别是我，也

一扫因搬家带来的烦躁。

走下台阶，往绿道的出口返，这才注意到

脚下走的路正是原先的铁道路基，只不过在两

条铁轨中间铺上板材成为路面，这才是“道”的

由来；而“绿”则是道两侧的树木和绿植，当然

也包括这片二月兰。

“绿道”是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现代概

念，意指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人工走廊。这样

的绿道在国内已不鲜见，而我脚下的绿道，显然

是一种新的构思和创意，因为在线式的绿道内，

有重新利用的铁轨，装饰性的车轮、探灯等造

型，还有历史感极强的旧时月台和人物雕塑，以

及活动场所的游人互动设施和滨水智能步道，

沿途不时还可以看到有关铁路建造历史的介绍

性文字，宛如一座大众化的铁路历史普及展馆。

就在这里，二月兰扮演了春天使者的角色，

它把人们召唤过来，让人们在紫色的春光中慢跑

健身，还把这条1908年建造的铁路货运专线重新

唤回到人们的记忆中来。这时候，河边的柳树顶

着半黄的嫩芽开始在风中摇曳，道边的迎春也挣

扎着要尽快开放，而忍冬、鸢尾、白花马蔺等灌木

和草花叽叽喳喳地嚷着，想要快快长大。可二月

兰顾不上这些，它的责任只在于召唤，只管尽情

地开放，这是属于它自己的欢乐。

时光是按天计算的，每天早晨醒来，我都要

来到窗前，像照看孩子似的看一眼二月兰，有时

干脆就跑到绿道上，和它近距离亲近一番。每

一次，它都跟往常一样不卑不亢，就好像在跟我

说，你来与不来，我都是这样。但是慢慢地，我

却有了一丝焦虑，并且这焦虑随着春天的脚步

愈加明显起来，因为那片紫云周围的高大乔木

叶子逐渐长大，变得浓密起来，并且很快形成了

一大片绿荫，让我再也看不到那片花海。我又

到绿道上去看二月兰，那花依然开放，只不过好

像用力过猛，显得疲惫。我问：你还好吗？它

说：我很好，你看，春深了，这绿道更漂亮了不是？

时序更迭，转眼就到了立夏。去年的这

天，我为二月兰的凋谢无端伤感，尽管我知道

在宗璞的笔下，这花是承担着送春使命的。今

年的立夏，我似乎想明白一个道理，花和人一

样，不分尊卑高下，都有自己的一生，只要活得

有趣，活得有意义，给他人带来欢乐。这是二

月兰的境界。

绿道的二月兰
■ 李仪

儿子不满两岁，小小年纪也爱登

高望远，四处游历。古香古色的正定

古城，流光溢彩的古城南城门、碧波荡

漾的滹沱河，在他抬着小胳膊的比划

中、在他清亮稚嫩的“嗯嗯啊啊”声里，

也驻进我的心头。

正定古城始建于东晋，南城门叫长

乐门，现在的古城墙是明代遗存，南城

楼是依据旧址修缮的。每次来到长乐

门下，儿子都要迈着小腿拉着我的手沿

着台阶一步步走上城墙，站在女墙后眺

望，目光穿过法国梧桐和茵茵草地，停

留在广惠寺的华塔上。华塔上面白色

的塔身上，雕刻着狮象佛菩萨等形象；

下面是大天王力士，宛如一首立体的诗

歌，是古城的宝贝之一。紧邻的是临济

寺的澄灵塔，是临济宗的祖庭，还有天

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须弥塔。城楼西侧

城墙上，排列着几门大炮，儿子又“嗯嗯

啊啊”地喊起来，并搂紧我的脖子，示意

去看大炮。这几门大炮，显然是“道

具”，昭示着古城正定曾经的战略地位，

正定曾用名真定，西汉开国皇帝刘邦赐

名，取真正安定之意。站在城墙上，向

远看去，古寺、古塔、古城尽收眼底。置

身其中，我竟一时有些恍惚了。

阳和楼下，曾经商贩云集，骡马驮

着金锦丝罗运往四面八方，如今这里

游人如织。那些仿古建筑，雕花的木

格窗、檐下的风铃，无不牵动着儿子的

目光，我跟着他的脚步，看驰过的汽

车、喜滋滋的游人，听着南腔北调的口

音。有老外背着旅行包结伴而行，他

们在阳和楼下逗留、合影，在木长椅上

小憩，用英语交流着，满是惊喜和赞

叹。两个小朋友手中擎着线轴，看着

空中如白鸽似的风筝欢呼，一只小狗

雀跃在他们身边。

转过街角，儿子霎时被隆兴寺门

口憨态可掬的石狮子所吸引，一会儿

摸摸大的，一会儿指指小的。我心中

默默承诺他，四月份的时候，到荣国府

去赏海棠花——三十多年的西府海

棠，满枝满杈的花，满院满街的香，碰

巧还能赶上海棠诗会，这是文化的传

承，也是古城的新姿和魅力。唐诗、宋

词、元曲是华夏文学史上的里程碑，而

古城就是元曲的发祥地之一，元曲四

大家中的白朴就在这里生活，创作脍

炙人口的作品。一想到可以在元曲博

物馆中看到白朴的元曲名剧《墙头马

上》，那该是怎样的风流韵致？期待着

精彩重现，心里涌起满满的幸运感，生逢

盛世，消失的瑰宝依次复活。而这些，仅

是古城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正定县历史源远流长，始于秦始

皇统一中国后设立的东垣县。它北倚

古恒山、南临滹沱河，地控燕蓟、路通

河洛，接纳了山川平原的恩惠，也注定

了要历尽磨难，经历支离破碎的命运，

战火、饥荒、天灾人祸从未停息，每一

处古迹都伤痕累累。人们说正定古城

是一座“古建筑博物馆”，素有“九楼四

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之称，但

真正历经劫火后保存下来的，是那一

线连绵不绝的文脉。

隆兴寺旧名大佛寺，是正定的名

片，被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称为“河北

重要大伽蓝之一”，寺内摩尼殿、转轮

藏阁、慈氏阁等古建筑内都留下了先生

考察测绘的身影。从龙藏寺到隆兴寺，

从佛香阁到大悲阁，这座始建于隋的寺

庙的经历，恰是正定古城的缩影，一切都

在改变，一切仿佛又都没变。每次来，我

对古城的认知都会经历一次蜕变。

儿子走累了，随意走进一家小店，要

上一碗饸饹，配一份牛肉烧麦，就是一顿

美餐。下次可以品尝崩肝、马家鸡、热切

丸子，这可都是古城特有的美食。

饭后，华灯初上。再次走上南城

门，璀璨的灯火给古城扮上节日的盛

装。东北面的那片长满蒲草和芦苇的

水域及亭台楼阁隐在月下、隐在灯火

里。蓝天上一轮圆月，明亮又朦胧，华

塔被金色的光包裹着，仿佛闪烁着佛

光。站在城楼上，南边瓮城被城墙和灯

光切割出一个历史的空间，游走的人，

踏入历史的语境。护城河边，是彩灯的

世界，也是诗词里的意境，五彩缤纷、梦

境、天堂，似乎都不足以诠释此情此景，

只能从游人心旷神怡的赞叹里，对照自

己对古城新貌的喜悦。我祖籍江南水

乡，在滹沱河畔找到了故乡的感觉。

也曾多次走出石家庄，寻找梦里

家园。每次都在似是而非中有得有

失，多年夙愿在古城正定得以实现。

十几分钟的车程，让我从家走入另一

个家，既是水乡元素的梦里家园，又是

拥有两千多年文化积淀的古城。不，

她也是新城——一座古朴典雅而又颇

具现代气息的光芒四射的新城。

这座古老的县城，借助三国名将

赵子龙诉说着燕赵大地的慷慨悲歌。

而今子龙大桥横跨波光粼粼的滹沱

河，“新”与“旧”在这片土地上交织、碰

撞、融合，从军事重镇到生态宜居、创

新魅力的现代化新城，这里寄托着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年幼的儿子可能不会记得此时的

情景，但古城的美好未来，我和儿子一

起见证，在他成长的岁月中有古城正

定的精彩背景。

古城新韵
■ 孙运光

端午是一个民间的节，而且这是一个让人

不怎么快乐的节。每到这时，不由自主地，我

总会有一份素馨的情感环绕心头，扯不断，也

甩不掉。

每年的这个时节，母亲都要提前许多天上街

采买包粽子的苇叶、江米、豆馅、红枣之类的，和弟

弟一通忙碌，裹成一个个小巧玲珑的碧绿的粽子。

我手笨，从来没学会包粽子，反而成了旁观者。

包粽子的时候，母亲总要提起旧话，好像每

年的端午都要温习一遍似的，将过去辛辛苦苦

清清贫贫的日子、将那些早已离世的亲人的枝

枝杈杈的闲闻轶事说给我们听——好像不这样

复述一次，我们会不经意地淡忘了——然后便

感叹，现在再也不会为包几个粽子发愁了。

在母亲絮叨陈年往事的时候，我也尝试着

折叠苇叶，填米填馅，就好像裹进一段思念、一

段怀想，但我又确实裹不好，反而使我的思念、

我的怀想变得支离，支离得在缤纷的泪雨中仰

望端午青蓝高悬的夜空。母亲讲的有些事我

曾经历过，有些事我曾听外婆讲述过，尽管已

经不再新鲜，仍能从中体会到生命划过岁月、

划过天空的轨迹，到如今只留下缅怀。

小时候过端午，总是随在大人身边到住家

附近的小河边、沟垄旁采摘苇叶，就像牵着大人

的衣襟去做一次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郊游，漫

漫旷野，所谓风景也显得荒凉。而包粽子、吃粽

子也不过是端午节的一个仪式、一种点缀。

后来，长大了，更新的意识中填进了许多

叫作“历史”的风尘，填进了那个叫作“屈大夫”

的诗句，蓦然感到“端午”的情愫中含着一段忧

伤的怀念。后来，大胆地，也是不自量力地找

来《楚辞》，将屈原笔下的诗作逐一吟诵，仿佛

隔过日月的光辉聆听历史的颤音：

我忧郁，我不安，我感受着孤独，

我孤独地遭受着今世的困穷。（摘自郭沫

若译《离骚》诗句）

后来，我记得张中行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多

次提到《广陵散》，便无端地猜想，端午之际，那

位毅然投身汨罗江的“屈大夫”是否以他的行

为语言表达了人生灰色的一面？他的那些离

国之叹的诗作是否也成绝响？

皇天之不纯命兮，

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兮，

方仲春而东迁？（摘自《哀郢》）

从那时起，端午在我的意识中蒙上一层无

奈的伤感，不仅叹息从前、委曲从前，而且也怀

念从前，如同怀念曾经朝夕相伴的亲人，在时

光的行进中一同消长。

吃粽子，绝不在它的内容，而是在那几片

苇叶散发出来的清纯的清香，清香到使人吃过

了，还要将苇叶举到鼻端闻一闻，仿佛与古人

作了一次精神的沟通。许多年之后，我到南方

出差，正赶上端午节。南方的朋友请我吃竹叶

裹的粽子，喝雄黄酒。竹叶一般比较宽，裹出

的粽子就大，也许是习惯使然，总觉得竹叶的

粽子没有苇叶的粽子那么适口，但我还是在朋

友的鼓励下吃掉两个大粽子。

又是一个端午节，又是热气腾腾的粽香味。

母亲依然按照惯例向几位前后楼住着的

老邻居分赠粽子，老邻居也不时敲响房门，送

来他们新出锅的精致的粽子，互赠互品，邻里

之间便多了一份理解、一份依赖。此时此刻，

大家亲切地交流，物质的概念近似多余，只有

暖暖的温情在心中流荡。

端午，清淡而又单纯，于是，我的手机微信

中便多了四个字：端午吉祥！

端午话粽香
■ 瀛洲

每天晚饭后散步都会遇见那个书摊，就在

公园进门的旁边，那个男人始终坐着一把老式

的椅子，大红的围巾像是招牌吸引着过往的

人。口罩上面的眼镜后是一双深邃的眼睛，正

低着头看书，好像来缓解无人问津的尴尬。

我走过去，看见书就有一种亲切感，随意

扫视了横七竖八的旧书，竟然看到了灰蓝色封

面的一本熟悉的书，低头细看，《土灰楼》的大

字居于封面，自己的心紧缩了一下，那竟是自

己的一本短篇小说集。

我将那本书拿在手里，我问红围巾：“这本

书卖吗？”红围巾头都没有抬，“所有书都卖。

要不我背来干啥？怪沉的。”我一时语塞。

翻开封面，扉页上赫然写着：李景明先生

指正。下面是我的名字，和红色的印章。时间

是二〇一八年三月。

我问：“多少钱？”他从我手里拿过去，看看

封底说：“五十元。”我知道那本书的定价是二

十八元。我说：“是不是太贵了？旧书。新书

才多少钱？”他抬起头瞟了我一眼，慢条斯理地

说：“这是签名书，有作者的签名。”我没有想

到，他会以这个理由抬高价格。

“这本书是送给人的，不是只有作者的签

名，况且，作者也不出名。”他没有吭声。我接

着说：“十块钱，我买了。”他将眼镜用手拉下

来，深邃的小眼瞅了好久说：“没事，公园里走

几圈消化消化。”

这个倔男人。我站在那儿，走也不是，不

走也不是。自己的书在地摊上是第一次遇

见。新书出版我只送过同学。有时，酒局上，

同学们也起哄，作家新书什么时候出版呀？村

东头的厕所没纸了。大家哄堂大笑，算是个乐

儿。我搜肠刮肚也没有想出来，李景明到底是

何许人也。这本书就这样风里雨里地躺在那

儿，心里多少有点失落。不买吧，就看着书可

怜巴巴的；买吧，自己留着也没有啥意义。

我将那本书放在铺在地上的帆布上，迈出

一步说：“不卖就算了。”红围巾忙站起来，大声

地说：“来来，我给你打折价，四十元。买东西

不打折，心里都不舒服。”我收回迈出的腿。

“四十元也太贵了，上面写着别人的名

字，二十吧。”我说不上是买还是不买。“上面写

着名字咋了？你知道李景明是谁不？他是离

任的市领导，好官呀。咱小城的公园改造就是

市里的环境提升工程之一。”我没有想到红围

巾懂的比我还多。我忽然想起来，那确实是位

受百姓尊重的好领导。我也回忆起来，这本书

是一个同学让我签上名送人的。

红围巾看着我呆呆站着不言语，接着说：

“书上两个名字，都是好人，听说作者的作品也

不赖。”我听了奉承，心里有点窃喜。他忽然转

过身从帆布书包里拿出一本书，还是蓝灰色的

封面，“这本书可以便宜卖给你。”我愣住了，到

底他这里有我多少本书呀？

“为啥这本书可以便宜，这两本不是一样

的吗？”我一头雾水。“这本书也是签名送人的，

只是被送的人因为贪污判刑了。”我不敢想象，

自己的书会有不同的卖价，竟然和被送的人扯

上了关系。

我哭笑不得，掏出手机，扫码付款，输入金

额五十元。红围巾看看手机，神秘地说：“这个

作家我认识，看你是喜欢读书的人，要不这个

价我不卖。”我看看红围巾，大声地说：“这个作

者我也认识。”我说得底气十足。

我接过装在塑料袋里的两本书，头也不回

地折回往家的方向。仿佛那两本书是从我胸腔

跑出去的心，回来了，心里多多少少有些踏实。

遇见自己
■ 李晓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