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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谷
光陰的軀體

曾毓琳

          沒有誰比鳳凰谷
          更善于寫意
          沒有誰比鳳凰谷
          更懂生活的詩意
          這裡的油菜花
          設法把暖風招來
          暖風來了，
          花蕊裡的蜜就不會寂寞
          這裡的梨花最瞭解
          賞花人的心事
          她用直抵人心的雪白
          降解世事的沉痾
          這裡的桃花從不與
          梅蘭菊鬱金香爭芳
          她安靜綻放的樣子
          多像我美麗而又倔強的母親

          任人釆桑任人摘桔
          任人剪成串的葡萄
          麥苗青綠的時候
          就吟唱起了風吹麥浪
          紅楓谷山頂上的瞭望台
          牽起十萬朵紅霞
          十億顆星辰
          碧水中暢遊著的螺螄青魚
          迭代著誰的前世來世或今生

          濕潤的空氣裡飄蕩著
          青草的氣息
          忽然間我就喜歡上了
          這裡的每一寸土地
          鳳凰谷是光陰的軀體
          你來了，就證明你融在光陰中
          你未去，意味你還隱在光陰裡
          一切都是恩賜，
          銜著新泥的山雀含笑飛起

新蟬第一聲
陳虹

「荷香清露墜，柳動好風生。微月初

三夜，新蟬第一聲。」每年，聽到第一聲蟬
鳴，老屋換上涼席、蚊帳，安上綠色紗窗，
搬出吱啞啞響的老風扇，進入赤日炎炎的盛
夏。蟬聲，與涼席、涼枕、蒲扇相隨，還有
空氣中的瓜果香味，讓夏天不再酷暑難挨。

沒有一種昆蟲，像蟬那樣多年在黑暗
的土裡蟄伏。它們積蓄多年，拼卻一身力
氣，幾度脫殼，終于破土重生見到光明，終
于可以在夏天綻放生命的華彩了。它們的生
命只有一個夏天，所以拼盡全力也要為夏天
歌唱。古人以為蟬棲于高枝，饑吸晨風，渴
飲晨露，不食人間煙火，是高潔的象徵，常
用蟬喻指高潔的人品。

知了——不知哪一隻蟬兒率先亮出了

歌喉，然後便引來其他蟬兒的合唱，此起彼

伏的蟬聲便會在林間迴盪。群蟬齊鳴，整個

樹林，便有了一種波濤洶湧般的氣勢。綿密

有致、韻律和諧，齊鳴時，蟬聲淅淅瀝瀝地

從枝頭上灑下，恍惚中，有一種雨打樹梢的

奇妙感覺。

兒時最大的樂趣是粘知了，烈日下著

一竹竿，一頭粘上揉煉得非常粘的麵筋，或

是繞上一團蜘蛛網，與一群孩子在林中尋

找，那棲在樹上的蟬，似乎並不機警，常會

落日我們的陷阱。粘來的蟬放在家中的紗窗

上，看著它們黑亮的模樣，透明的羽翼,心

中很是滿足，直到它們不停地鳴叫，父母嫌

聒噪，最後還是放回到小院的樹上。

夜空繁星閃爍，月華似水，人躺在涼

席上，仰望天穹，夜空是深藍色的，透出迷

幻的遙遠和深邃。沉思中，蟬就叫起來了。

不像白天的聒噪，群蟬齊鳴，此時蟬是一聲

聲低吟，似乎也知道黑夜的降臨，也願意在

月光中沉睡，那蟬聲，就似這夜晚一般的清

涼，似微風拂過心頭，若是明月朗照的夜

晚，蟬聲更加有韻味，晚風習習，皓月流

輝，蟬聲如歌，那蟬鳴似乎也粘了月亮的清

光，瑩潤極了。

夜色中暑熱漸漸消退，周圍越來越寂

靜，困意慢慢襲來，此時深藍的夜空，如水

的月光，低吟的蟬鳴，耳邊父母的絮語，這

些都屬於夏夜的深邃、靜謐，就注定成為生

命中美好的記憶。

是蟬叩開盛夏的大門，于梧桐古槐上

歌唱，人們不討厭蟬的聒噪，反有「蟬噪林

逾靜，鳥鳴山更幽」的清幽，身處炎夏，且

用心去傾聽這天籟般的聲音。晚聆竹窗蟬雨

聲，安然入睡一幽夢，聽蟬聲飛過古槐，飛

過小院，飛過故園的老屋，在夢裡，聆聽新

蟬第一聲。

綠海詠歎
趙文強

當你在公園裡和家人悠閒地散步時，當你在人行道上慢行

時，當你駕駛汽車穿行在大街小巷時，當你晨練呼吸著清新空

氣時，當你在辦公室裡享受溫潤生活時，你是否想到過她？

她就是默默地守護著你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的綠色植物。

綠色，給人以清新、柔和、愜意、愉悅之感。綠色植物，

維繫著生態平衡，造化萬物，充滿生機。綠色植物，比人類古

老得多的一個大家族。地質史的研究表明，地球上生存的許許

多多綠色植物的老祖宗是藍藻。藍藻是地球上最早出現的綠色

植物。

城市交通和工業的發展，燃燒各種各樣的礦質，產生大

量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物等有毒氣體，危害著人們的健康和

生活。綠色植物，葉片有很多氣孔，不知疲倦地吮吸著有毒氣

體，使得城市空氣清新潔淨。綠色植物猶如龐大的「吸碳制氧

廠」，吸取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在日光和葉綠素的作用下，跟

吸收的水分發生反應，形成葡萄糖，同時釋放出人類維持生命

的氧氣。空氣中有了更多的負氧離子，吸入人體後，調節著大

腦皮層的興奮和抑制過程，機體免疫能力悄然增強。

漫步城市街道，一街兩行鬱鬱蔥蔥的女貞樹，青翠欲滴，

猶如巨傘遮著烈日；拐進另一條大街，兩側則是綠得眼暈的銀

杏，猶如儼然站立的哨兵；再來到一條大街上，密密麻麻的國

槐葉子灑下一片片陰涼，把人行道遮蓋得嚴嚴實實；走進那條

兩側茂盛梧桐林立的大街，大片碧綠的葉子，把街道妝扮得

靚麗美艷。人行道上的石楠，綠葉紅帽，如羞澀的少女；雪

松大方率直，不知疲倦地伸展著枝臂；枇杷粗壯健碩，昂立著

頭顱；紫荊先紅後綠，盡顯青春朝氣；女貞把美麗留在人間，

一樣芬芳；杜仲溫柔大氣，不卑不亢；玉蘭如玉珍貴，似蘭高

雅；楓楊帶著黃黃的花瓣，悄悄地和路人私語；最可愛的木

槿、欒樹和碧桃，含蓄不語，默默地吸收著紛飛的楊絮，引來

路人贊許的目光。

園藝師們別出心裁，在人行道外側的綠化帶內，栽植了月

季、石榴、紫荊、碧桃。春天到來後，綠植們呈現出別樣的嬌

艷：月季花粉白、石榴花大紅、紫荊花彩紅、碧桃花紫紅、海

棠花嫩白。在這些青翠欲滴的綠植下，麥冬、酢漿草、鳶尾、

棣棠花，伏在濕軟的地上，護擁著綠植。一行行樹花，一街街

風景，走在人行道上，彷彿置身于公園，不由得放慢腳步，把

這迷人的街景盡收眼底。站在高樓俯視大街，在微風中揮舞著

的鬱鬱蔥蔥的綠葉，左右彼此互相打著招呼，快樂地分享著陽

光生活。無人機拍下的城市街道，綠植在兩側或醬紅色、或米

黃色、或灰白色高大建築的陪襯下，猶如一幅水彩畫，石榴

花、月季花、薔薇花顯得更加鮮艷奪目。綠植把城市裝扮為綠

色的海洋！迎著晨旭陽光，信步來到公園裡，駐足觀賞一簇簇

綠植，忍不住深度呼吸，彎腰囔鼻多嗅幾口月季花的濃香，情

不自禁地翹起嘴角，頓時渾身輕鬆，心曠神怡。

在你的家裡，或者公司裡，綠植也一樣讓你神情氣爽。

窗口擺放水養植物或者高莖植物，比如富貴竹、萬年青、發財

樹，保持房間的濕度和溫度平衡，如入溫室一般。客廳裡養植

常青籐、無花果和普通蘆薈，不僅能對付從室外帶回來的細

菌、小蟲等，甚至可以吸納連吸塵器都難以捕捉到的灰塵，恬

然有趣，難捨難分。書桌上觀葉蘭的葉子，會隨著溫度的改變

而循環變化，綠色、白色、粉紅、桃紅，再變回綠色，頤養性

情，閱讀有趣，書寫流暢。臥室裡盆栽柑桔、吊蘭、斑馬葉

等，氣味並不濃烈，卻使空氣濕度保持在最佳狀態，美妙中凸

顯青春豪放。衛生間裡的常青籐，淨化空氣，殺滅細菌，虎尾

蘭吸收空氣中的水蒸氣，環境舒適賽過迷人的白宮。

春天裡坐在綠植環繞的公園連椅上，夏日裡走在綠植蔽日

的人行道上，秋日裡仰望金燦燦的銀杏葉，冬日裡在擺滿綠植

的暖室裡品茗香茶，綠植在人們的心中，自然幻化出高貴不凡

的品質。那不僅僅是一抹綠色，也不僅僅是一株植物，她是人

類的親密夥伴、精神食糧，甚至是生命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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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的眼神
謝耀德，新疆木壘人。中國作協會員。

發表作品200餘萬字，長篇小說《荒原之
戀》榮獲第二屆中央企業精神文明建設「五
個一工程獎」。作品入選《中國年度詩歌精
選》、《中國西部散文精選》等多種選集。
著有《不朽旳詩魂》《三屯莊》等6部。

一
許多年來，我一直尋找，那個神秘的

眼神。那個高遠的，冷峻的，透著一絲寒意
的，神秘眼神；

那古銀鑲邊的眼圈，像堅固的堡壘，蔚
然霸氣；

那金色的瞳仁，像燃燒的星辰，噴著烈
火；

那高傲的頭顱，像突兀的古塔，威嚴肅
穆；

那彎月般的喙，像把青銅利刃，隨時捕
殺獵物；

那挺拔的脖頸，微微轉動，不漏神色，
震懾世界；

兩隻古銅色利爪，巨錨一般，緊緊抓住
礫岩，威風凜凜；

渾身褐黃色羽毛，像古老的綢緞，任
憑高原風吹拂，那王者的朝服啊，尊貴又典

雅！

哦，該起身了，它輕輕一躍，微微扇動
雙翼，一雙巨大的翅膀，托著健壯的身軀，
在高渺的天空翱翔，俯視天下物類。

二
許多年來，我一直尋找的，那個神秘

眼神，一直生活在高原上，生活在我們的遠
方；

它那麼孤單，像一位免冠的王者，秦
始皇、漢武帝、也或是隋唐宋元朝的某位雄
主；

又像憤世嫉俗的高士，一意孤行的王
子，仗劍天涯的俠客，也或是那位給大汗講
經的真人；

更像某個朝代丟失的，一枚燙金的王
座，尋找王者的尊榮，也或歸途。

它那麼高傲，冥冥中，靈光一閃，像屈
原、李白、蘇東坡，在他們的朝代裡，踽踽

獨行；
又像遙遠年代的，某

個隱士，苦守在歷史角落
裡，孤獨地書寫著，天地
日月的精彩文章。

世 界 真 的 寂 寞 啊 ！
十萬枚漢字，從商周到秦
漢，從唐宋到明清，王朝
更替，風蝕雨剝，時光一
層 層 磨 礪 ， 讓 古 老 的 文
字，葆有其光，讓青銅的
聲音，更加鏗鏘。

它那麼冷峻，像一團
神秘的霧，捉摸不透，用
神性的目光，打量人類，
發現神跡，和用人類的視
野，考量飛禽走獸。

拷問人性，有什麼結
局？

人與鷹之間，隔著高

高的雪山，隔著厚厚的雲朵，隔著千年讀不
懂的，神秘空間。

彷彿月光裡遊牧的馬匹，尋找草原；彷
彿落日裡耕作的星辰，田野；彷彿啊，誰知
道崖山上投海的十萬靈魂，尋找的故鄉。

它面向蒼穹，一聲長唳。那聲音，雄
闊，霸氣，穿石，裂錦，彷彿歲月深處的英
雄，對世界發出的吶喊：犯我疆土者，雖遠
必誅！

歷經2000多年，餘威震徹殊俗。

哦——
天空，高原，長風。
那麼古老，那麼犀利，那麼深沉，那麼

遙遠。

三
許多年啊，我一直尋找的，那個神秘眼

神，究竟在什麼地方；
彷彿它就在，某座消失的古城，古墓，

也或一座破敗的古塔灰燼中，閃爍其光；
彷彿它從未消失，就在我們眼前，隱身

在歲月深處的古老典籍裡，等待時光閃現；
它就在我們跟前，蟄伏在一副發黃的古

老經卷裡，等待風光再現；
它就在我們面前，蘊含在一首深沉的，

古老歌謠裡，被經久傳唱，生生不息。

冥冥中，我翻越地圖，彷彿它就在古
老的圖譜裡，匈奴、鮮卑、高車、柔然、突
厥，這些草莽帝國，強悍已經成為傳說，無
數部落、屬民，連同牛羊、馬隊和草木一起
枯榮了。那刻骨銘心的愛恨情仇，被時間
一一消解，大地上青草，茂盛如斯。

在每一個時刻，我彷彿看見了，那個神
秘的眼神，它就是歷史長河裡，某個消失的
古老民族，融合在芸芸眾生裡，尋找那個特
質的容貌，和那獨特的血性。

四
許多年後，我一直尋找的，那個神秘眼

神，一直生活在，古老的大高原上，生活在
遙遠的故鄉。

偶然一次，我見到一位塔吉克族牧人，
他騎在馬背上，側目眺望遠方，那雕塑般的
神情，太難忘了。

遠方有一片藍色的大湖，湖泊的那邊，
是巨龍一樣蜿蜒起伏的山巒；綿延的山巒之
上，是高聳入雲的雪峰；無數冰川之下，嗚
嗚流淌的溪水，像無數條銀魚，匯聚在一
起，流入深不底的湖中；山坡上茂盛的松
林，濤聲陣陣，彷彿山野林莽與溪流和鳴，
又彷彿天風流雲對鷹的回應，那急促又和諧
的旋律，在風中迴響，歌唱，也或祈禱。

遠處的牧群，像一粒粒珍珠，鑲嵌在
草地上，閃爍著亮堂堂的光芒。湖邊的村落
裡，滿臉褶皺的母親，正煮著奶茶，年輕的
婦人在牛欄裡擠奶。南牆根下，幾隻曬太陽
的大白公雞，咯咯地叫著。太陽多紅，歲月
多靜，時光多麼安詳！遠方的客人，端起碗
吧，喝口熱茶，歇一歇，遙遠的風塵。

五
許多年啊，我一直尋找的，那個神秘

眼神，就在我夢裡，在一首詩中。我一直尋
找，一直書寫，總也找不到，總也寫不出
來。

它那麼高傲，我這樣漂浮的文字，如何
承載？

它那麼孤單，我這樣空虛的詞語，怎麼
表達？

它那麼冷峻，我如此燥熱的語言，如何
成就？

多麼的無助啊！我希望它一直生活在大
高原上，保持那一份高傲和神秘，讓我的世
界不再孤單，讓我的夢想，充滿高傲，又充
滿神秘。

我希望它一直生活在遠方，生活在夢
裡，生活在詩意裡，成為記憶和懷念的那一
部分，讓鷹擁有天空和高原，讓生活擁有詩
歌和遠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