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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
柏 葉

             一聲
             清脆的鴿哨
             悄然滑過
             冬天
             沉悶的早晨之後

             成群的燕子突如其來
             它們在
             懸崖上起舞

             它們在
             河岸邊追逐
             銀色的翅膀
             劃出夢幻的藍天

             它們的啼唱
             成為最新
             盛開的花朵
 
             迷人的風景
             遍佈蒼茫大地
 
             天空是燕子的
             楊柳是燕子的
             微風是燕子的
             清澈的河流
             是燕子的

             鮮艷的花朵
             是燕子的
             甚至，
             所有屋簷
             也是燕子的

             甚至
             整個春天
             也是燕子的

憶遊興隆觀
陳文明

微風不燥，時光正好。三五好友，相

約出遊，途經之站便是興隆觀。

說起來，此觀也是歷史悠久，可謂千

年道場，位于北京平谷區的南獨樂河鎮。據

悉，其建于唐鹹通年間，興盛于明清兩代，

至今香火旺盛，聲名遠播。

我們一行幾人驅車而上，山路崎嶇，

古道交錯，曲徑縱橫，頗有意趣。且蜿蜒，

且曲折，冷不丁一個急彎，豁然而現又是一

段林蔭小道。真乃曲徑通幽，穿過盤山道

路，七拐八彎駛至坡頂，欣然來得觀前。

攀上高台，迎風而立，頗有「一覽眾

山小」之意境，山下景致，亦收眼底。憑欄

眺望，極目而視，便是另番景象。峨眉山

村，民房錯落，煙火氣息，盈盈裊裊。此般

情景，不由引發一片遐想。遠隔一座山，近

橫一片林，同一蒼穹之下卻是截然不同，兩

個迥異的境界！一個似凡間，一個如仙界，

一個是紅塵滾滾，一個是超凡脫俗。彼此交

融，兩相守望，說不清來道不盡。

身後，便是興隆觀的主體建築。乍看

之下，觀身居高臨下，整體氣勢非凡。抬頭

間，眾人便被門頭的三字吸引，「興隆觀」

的飄逸字體赫然醒目，行雲流水，確有大家

風範。走進院內，巡睃週遭，規模著實不

小，殿宇頗具威嚴，建築古樸不俗，道場宏

大，環境舒適。

也巧，我們來時，遊人寥寥。打聽才

知，來得並非時候，恰逢冷清時間。若是趕

上週末，遊客絡繹不絕，定是一派熱鬧景

象。

轉念一想，如此也好，倒顯清靜，正

好可以盡情遊覽一番。

依次而游，參觀了玉皇殿、財神殿、

藥王殿、山神殿、鼓樓等各景點，所到之

處，無不虔誠膜拜，以表敬意，以祈福澤。

環遊觀中，盆景薈萃，松柏森森，修竹掩

映，影影綽綽，恍惚之間如入仙境之地。形

態各異的花草植物，平添幾分自然之法，加

之香火瀰漫，置身其間，我等似在「飄飄乎

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行 至 客 堂 門 前 ， 一 位 道 姑 打 堂 內 而

出，睡眼惺忪。如此神態，倒也佐證冷清的

由頭，只見她訝異片刻，旋即打起幾分精

神，點頭問好。而後，道姑熱情相邀，請入

客堂一坐。自是盛情難卻，一行來到堂內，

道姑待客熱情，又是燒水又是沏茶。茗香滿

屋，飲茶間歇，她還熱情地給我們答疑解

惑，講授諸多不為所知的道教知識，並對興

隆觀的前世今生作了一番講述，繪聲繪色，

幸而加深我等認知，深感所獲匪淺。

據道姑所言，趕上忙時，這裡也是香

火旺盛，當地的百姓以及各方善男信女，時

常來此朝拜。然而要說起來，興隆觀也是命

運多舛，當年日本侵華期間，曾被毀于日軍

戰火。改革開放之後，企業家張書英捐贈百

萬款項，對興隆觀進行修繕復建。經過多年

艱辛工作，終于正式開光迎客，恢復了其千

年道場的本來模樣。

一席聽聞，感慨良多。一番遊覽，意

猶未盡。只惜旅程有限，時間倉促，更多觀

中景致，未能細細觀賞，想來遺憾不已。告

辭道觀道姑，作別花草樹木，揮手而別，帶

走幾絲香火氣息，留下一片虔誠之情。

時隔多日，方才提筆作文，卻又誠惶

誠恐，心中頗感糾結。若不留些文字，無疑

徒有此行。但又囿于功力，自覺才疏學淺，

對道教文化更是知者不多，不敢下筆造次。

故而，今作一字一句，惶恐間不可謂不恭

敬。

惜呼，我不是那秋雨先生，寫不盡道

觀的前世今生，作不出旅世之恢弘篇章。文

辭粗淺，拙筆而已，只得藉此留些記憶，供

我他日夢中憶游！

黑嘿的「牛角菇」
蔡景典

 「哇，好傢伙，牛角菇！」

 昨晚，去朋友會所閒聚泡茶，一進門就瞪見茶案上一小堆如

碳的物件，一隻隻黑乎乎的，每隻都長著兩個尖尖的小角。這東西

長得黑，卻是孩提時令人最「嘿」的美味。

這黑嘿的美味學名稱為菱角，又名腰菱、水栗、菱實等等，有

的地方也叫做菱角烏，我們這裡叫做「牛角菇」。因為是水生草本

植物果實，又狀如小牛頭，我覺得還是我們的叫法更妥帖。

 我隨手拈起一個，放入口中，兩牙一咬，「卡擦」一聲，

「牛角菇」成了兩截，烏黑的殼裡是飽滿的乳白果仁。顧不得嘴邊

已儘是「口黑」，再從有角的殼邊輕咬著，把果仁咬擠入口，唇齒

舌共享，脆嫩香甜。旁邊的「八零後」美女見我嚼得陶醉，也想嘗

嘗，卻捏著烏黑的殼干看著，不知從何下手。而「九零後」的那位

小鮮肉則皺著眉頭，有點不相信這醜陋的東西會是美食。

陸續進來的幾位如我一般年紀的，版本近乎拷貝。哇一聲、拈

一隻、卡嚓一聲，「黑嘿」起來。一番掃蕩，茶案上僅餘下散落的

烏黑殘殼。津津有味之時，這群沾著「口黑」的「六零七零後」嘿

侃起了與「牛角菇」相關的往事。

老同學阿超搶先說起他一年級時候的事。有一次中午放學剛回

家，看到貓咪在雞窩前，好像不懷好意地一直盯著在孵蛋的母雞，

阿超擔心母雞吃虧，就把母雞抱進屋裡。母親忙完農活回來，發現

雞窩裡沒有母雞，趕忙尋找起來。進門見到阿超抱著母雞在玩耍，

一怒找來小竹子，不由分說地開始一頓教訓。阿超被揍得甚是委

屈，邊哭邊解釋，母親才停下手裡的小竹子。此時，恰巧門外傳來

一陣賣「牛角菇」的吆喝聲，母親隨即讓阿超把賣「牛角菇」的喊

來。有了這美味的補償，剛才的疼痛瞬間被遺忘。「那時母親是又

心疼又歉意，但我卻是痛並快樂著」阿超笑笑地回憶著。

因為「牛角菇」，我一個不喜歡的外號還得到了鞏固。那時的

學校沒有圍牆，課間時，同學們會跑去離教室不遠處的木麻黃樹下

的小食擔買菜頭酸、余甘、桃子等等零食。有「牛角菇」的時候，

小食擔總圍著最多人，一毛錢可以買五六個。那次，我和班上的幾

個同學一起每人消費了一毛錢。可能是豐收季節，小食擔的老伯特

意每人賣給了我們十個。大家特興奮，當場急急品嚐起來。舌尖的

誘惑，一時聽不到上課鐘聲已經敲過，趕到教室時已經上了課，老

師罰我們站在黑板前反省。我們幾個剛站好，整個班級都笑開了，

我們相互瞪了一下也笑了。原來，因為咬吃「牛角菇」，我們幾個

嘴邊都塗滿了一大圈「口黑」。我是班長，皮膚長得黑，本來就有

同學悄悄幫我取了個外號叫「黑班長」，這次「口黑」事件又以我

為首，這外號就更名副其實了。

「牛角菇」是兒時的記憶，也是鄉愁的烙印。在村裡長大後

來去了南洋的阿梅，幾十年過去了，依然還會想起遠在千里故土的

「牛角菇」。物流不發達的往時，「牛角菇」的季節一到，阿梅便

會叮囑回鄉的「咱厝人」捎回這兒時的美味。現在，她則常會是選

擇中秋回鄉，嘗著中秋餅，磕著「牛角菇」，沉醉著故鄉難以忘懷

的滋味。

歲月流逝，記憶猶存。往時的影像，不時隨著年輪踏步而來，

猶如黑嘿的「牛角菇」一樣，成了人生旅途中愉悅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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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裡的節氣（組詩）

張守倫，出生于四川萬源，現居成都
雙流。在《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
《中國教育報》等報刊上發表論文、散文、
詩歌百餘篇（首），出版有《中外歷史知識
精析》、《巴蜀掌故集萃》（合著）等著
作。

立春

殘冬瑞雪中
接力大寒續跑

風放下刀子
吟出低調的溫柔
醒來的柳樹
眨著綠色的小眼睛

二十四節氣
出頭的椽子
頗有大哥的擔待

雨水

立春過後
遇見雨水

愛的溫暖
天空激動得淚流
大地心花怒放

驚蟄

攜著春雷
在數九的尾巴上
炸響

倒春寒裡
萌動的萬物
驚嚇得抽筋

春分

把晝夜平分
把春天平分

發現這個定律
若在今天
或許獲得諾貝爾獎

兩分法警醒
春天去了一半
別誤了播種的日子

清明
是節氣
還是節日

山川開了光
思念  卻成了
一雙淚眼

清明啊
天空
大地
我的靈魂

谷雨

在春的深閨裡
陽光和風長出
雨生百谷的故事

雨生百谷
我想起了
水和船

立夏

春風春雨春雷
一場春
昂揚蓬勃的交響

高光的時候
春天 揮揮手
作別立夏

小滿

麥穗快要分娩了
江河禁不住
抒發心中的豪邁
給點陽光
就燦爛的日子
誰取了個
愜意的名字
人生小滿

芒種

從早到晚
布谷鳥催著
阿公阿婆
割麥插禾

她心裡的愛——
小滿之後
不要大滿
忙種忙種

夏至

北行的太陽
南回的時候

這一天
盛夏走過來了
白天 夜晚
都有極端的表達

不過 白天最長
還有立桿無影的新意

小暑

炎夏的信使
來一場新聞發佈
驕陽 風暴 雷雨
還有冰雹來了
「長槍短炮」聚焦
瘋長的田野

大暑

雨熱同期裡
洗著露天的桑拿

上蒸下煮
林子裡的蟬還在
不停地澆油
原來是在
淬煉秋的純度

立秋

豐收的序曲
在金風中響起

人們說 早上立秋
晚上冷颼颼

秋老虎的狂躁
不遜色于大暑

看來 事物的識判
豈有非此即彼的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