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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在心頭的油菜花
劉瑜

陽春三月的鄉村，草木吐碧，百花盛
開。田野裡，青翠的油菜喝飽了雨水，在春
風裡瘋狂生長，彷彿一夜間就躥了一米高。
鮮綠的枝條上紛紛吐出燦黃色的花朵，像一
個個金鑲玉的魔杖，將春天的魔法施展得游
刃有餘。 

兒時，我喜歡和小夥伴去田野捉蝴蝶。
有些蝴蝶是鵝黃色的，煞是好看，引得我們
癡癡追隨。可當它飛進油菜花間，便瞬間隱
了形。在春日的暖陽裡，油菜花亮得晃眼，
黃色的花瓣在微風中震顫，分明就像黃蝴蝶
扇動的翅膀，真叫人分不清是花是蝶。 

有時，我會采上一把油菜花，沿著田
埂，一路飛奔回家。找出一個綠色的玻璃酒
瓶，清洗乾淨，灌上大半瓶清水，將油菜花
插在「花瓶」裡，好生地擺在堂屋裡的八仙
桌上。看著這簇明媚的油菜花，聞著淡淡的
清香，彷彿把春天請進了家裡，心裡得意洋
洋。 美麗的油菜花不僅開在我童年的記憶
裡，也一直開在我的舌尖上。春天的油菜，
枝葉鮮嫩，即使長出花苞，也還是嫩的，這
時連枝帶花炒上一盤，色香味俱全。夾一筷
子入口，菜梗的脆甜和菜花的綿軟在唇齒間
蔓延開來，氤氳著縷縷清香，回味悠長。 

油菜花不僅是一種可口的蔬菜，它的
花粉還可入藥，它的菜籽能搾出健康的食用
油。從小到大，家裡燒菜的油大都是菜籽
油。工作後，我異居他鄉，吃不慣外地的
食用油，母親便給我寄來一桶桶家鄉的菜籽
油。當芳香的菜籽油下了鍋，炒出來的任何
菜餚彷彿都裹著油菜花的芬芳，沁人心脾。 

油菜花的美，不僅美在它的色澤與芳
香，更美在它的「內在品質」。如果問我最
欣賞哪一種花，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油菜
花。它默默無聞地開在偏僻的田間地頭，但
它卻將小小身軀的各個部位都無私地奉獻給
人們，在短短一生的每個階段，都在源源不
斷地輸出價值，就連它的花語——「加油」
也帶給我無窮的力量。 

一天看書，我無意間讀到一首詩，「黃
萼裳裳綠葉稠，千村欣卜搾新油。愛他生計
資民用，不是閒花野草流。」沒想到乾隆對
這樸實低調的油菜花也讚賞有加，每一句都
說到我的心坎裡。 

如果有一天，我能在鄉間建一座房子，
我一定要在房前的空地上灑滿油菜花的種
子。待春天到來，看那金黃色的花海，在風
中捲起層層花浪，攜帶一層又一層的花香，
湧到我的面前。我想，這就是我想要的生
活——「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春到臥佛菜花香
羅坤 

「疏雨半晴回暖氣，輕雷初過得
新芽。」春回大地，萬物復甦，氣溫漸
升。

迎著春陽，順著桃花、杏花、檸
檬花盛開的山坡，來到了安岳臥佛鎮采
風。走在春天的風裡，一身舒爽。河壩
上，十里菜花雖無言，但暖意情切，素
素淺淺。「兒童急走追黃蝶，飛入菜花
無處尋。」黃得爛漫，黃得耀眼，無遮
無攔地開在春天裡。

千年臥佛，蜀道名揚。山林蒼翠，
河水泛波。風起舞，雲徜徉，臥佛景區
好風光。歎昔日山高水長，路崎嶇，行

路難。空有臥佛難瞻光，半間茅屋遮愁
顏。

今逢盛世，臥佛景區換新顏。家
家新房俏，戶戶庭院亮，星羅棋布綴林
間。道路通暢，遊人如織歌聲揚。

川中安岳，城北39公里，臥佛鎮臥
佛村臥佛溝。唐代釋迦涅槃窟，一具臥
佛驚天下。罕見的左臥像，佛祖兩手平
升而臥，依山體而雕琢，佛長23米，盛
唐佳作。

凝望佛像，深深吸氣，彷彿伸手
就能摘下一片雲，但天還是那天，樹還
是那樹。雲漫柏林，山天相接，碧空如
鏡。據說佛傍還有寺廟，古時戰亂或年
久垮塌，抑或成渝古道變遷無人維修而
損毀？陣陣風兒帶著山上柏樹的氣息，
拂過臉頰，貪婪吸吮，任思緒無邊無際
的漂流……

臥佛不語，菜花卻用它的金黃，掃
視我的偏見。不是嗎，成渝古道東小路
如果沒有從這臥佛院經過，又哪來的臥
佛？如果從這兒經過，馬隊聲聲怎麼會
驚擾了臥佛寺？

菜花呀，你那麼黃，那麼艷，卻那
麼小氣，咋不告訴我呢？

如果命裡注定這一方山水養這一尊

佛，那麼臥佛院現存窟龕139個，造像
1613軀以及大型臥佛造像石雕，就是古
代工匠們的辛勤勞作，給我們後世子孫
留下的寶貴遺產。安岳石刻「古、多、
精、美」，「上承敦煌，下啟大足」，
被授予「中國民間藝術（石刻藝術）之
鄉」，又稱「中國佛雕之都」。

而今，臥佛的保護與開發就是一盤
棋，保護、傳承、開發、建設、旅遊就
是棋子。

動一子而牽全身，要依據自身條
件，首先要做的是加強文物保護措施，
在古文化傳承的基礎上適度開發。

菜花在川中隨處可見，但臥佛村
的菜花與眾不同，因為佛在心中。正如
臥佛右下側只有一個「臥」字，佛在哪
裡，佛在心中。

臥佛景區這十里菜花連同安岳萬畝
檸檬花，早已貯藏在我心中。無論走到
哪裡，我都帶著菜花香、檸檬香，因為
他們早已浸潤了我的心房。放不下檸檬
悠悠鄉愁，忘不了與臥佛的緣分。

遇見菜花，遇見臥佛，本身就是一
種緣，一種幸福。真正的美好，是讓知
足常駐心底，不卑不亢，不怒不醉，留
住內心的溫柔和清澈。

暮晚說春韭
聞琴

暮色來臨，遙望院角一畦新韭，心生喜悅。雨停之
後，吸入足夠水分的韭芽肥嫩油潤，湊近輕嗅，韭菜的鮮氣
滲入泥土的淡腥味，讓人頓生親近之心。

黃昏靜謐，炒幾把鮮韭，就著白粥，一邊聽雨一邊遐
想一株韭菜的今生前世，獨居也頗自在。我所在的村落臨
江，這兒家家戶戶都辟菜園，一年四季都種韭菜。初春宜種
韭，當季宜吃韭，夜雨宜剪韭。

勞作過後，腹中飢餓，一定要準備心愛的餐飯。那
麼，去園子裡剪新韭，便成了很適宜很風雅的事，這份喜悅
心情好似少女郊外踏青採花，如同雕刻家撿漏到一塊珍貴玉
石，情感上可以共鳴。

天然中生長的韭菜，有天然的靈性。韭菜的存活，離
不開泥土、雨水，空氣，以及和煦的風，它們是那樣鮮靈而
富有朝氣。

所以，剪韭時的動作不能粗魯，宜輕柔慢放，才顯出
對它們的感情充滿真摯。春天裡，農人們的餐桌上，不外乎
是這樣的家常菜——韭菜燒豆絲、韭菜爆炒螺螄肉、韭菜雞
蛋豆瓣湯，還有韭菜餡兒的餛飩燒餅……春韭長熟時，滿村
鮮香飄散。

據記載，夏朝時，韭菜已是種植廣泛的農家菜，「正
月囿有韭」（《尚書‧夏小正》），為百菜之王，「春三月

食之，苛疾不昌，筋骨益強」。去書房翻書，又瞭解到一些
有關韭菜的軼事。

東漢名士郭林宗喜韭，「林宗自種畦圃，友人范逵夜
至，自冒雨剪韭，作湯餅以供之」，可見拿粗韭待客，並不
失卻禮數；又有六朝隱士周顒，隱居鍾山，山水，最喜「春
初早韭，秋末晚菘」，春吃韭，秋嘗大白菜，日子過得有滋
有味。

許多詩人愛韭，也以韭入詩，宋朝劉子翬曾作「一畦
春雨足，翠發剪還生」，黃庭堅有詩「韭菜照春盤，菰白媚
秋菜」，蘇東坡更有「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
的佳句，這些詩句表達的都是詩人對春的熱愛，一行行韭菜
如同春天寫下的詩章。

網上再一搜索，《詩經‧豳風‧七月》記載，「四之
日其蚤，獻羔祭韭」，韭菜竟然用于肅穆的祭祀，真讓人意
想不到。

許多蔬菜是外來物種，比如胡蘿蔔、胡豆、洋蔥、菠
菜等等，韭菜是不折不扣的土著，不像葵、藿、薤、荇菜等
因為匱乏營養不再普遍食用，而是種植了數千年。在漫長的
食用歷史中，韭菜還被發現具有藥用價值，可用來治療多種
疾病，就更為難得了。

春韭，它們內斂而又柔韌，割而復生，值得欣賞讚
美。

人 生 多 平 淡 ， 亦 有 真 味 道 。 吃 「 韭 」 ， 就 是 吃
「久」，品嚐出平凡生活的不凡滋味，珍惜擁有，祈禱安逸
的歲月長長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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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生命角度（組章）

虞錦貴，作家、詩人。著有散文詩集
《無調旋律》《最後一枚落葉》《丁香樹
下》《故鄉，時間的簡史》《時間是永恆的
河流》，報告文學《明天從這裡啟程》《獅
子山下的河流》等。散文詩選《最後一枚
落葉》被評為「中國當代優秀散文詩作品
集」。作品多次入選各種年度選本。

廢墟

幾截字跡模糊的殘碑，記載著石窟的風
風雨雨，向世間發佈著難辨的聲明，至今還
留有餘燼。荒蕪的廢墟，焦糊的氣味，一切
生命都停止了呼吸。

遠遠的高層建築上的鐘聲，彈動了雲的
柔弦，綿長的、輕柔又雅麗的音節，彷彿來
自天堂的深處。

于是，千百年來，石窟瀰漫著神秘氣
氛，雕刻出滿臉深深的皺紋。從漫漶的時光
中，萬物沉淪，草木蒙難，埋進濕漉漉的泥
土裡。  

鳥兒問落山的夕陽：你也是去睡覺嗎？
夕陽回答：我是去點燃朝霞。
有人問我，我惶惑著。
四顧茫然，萬里平疇像海洋一樣展現在

眼前，不知為什麼，心頭平升一股失落和惆

悵。
大地靜悄黯然，一抹淡至無痕的晚雲，

正裊裊娜娜，自虛靜中浮起……

虛 構

窗外刮著風、下著雨、出著太陽，雲
飛得再高，再遠，終究要被雨牽回現實的土
地。

當我靈魂的淨化乃至於昇華。如是，當
我俯瞰自己的同時，也俯瞰自然界的奧秘，
從此超然于生命，超然于悠遠的時空。

在春天完成開花，結籽；在春風中擴
散，開花，結籽，落草生根。

夜要來了，秋也要來了。那前世迴響般
的長風，走走停停，萬物心跳。

我走著自己的路，喝著自己的酒，從別
人的目光中提煉月光，去另一個地方生活，
呼吸。 

遺址

遠離廟堂之高，一枚落葉翻了個身，
斑駁中有衰敗的呼吸，牆外幾棵荒草不動聲
色，也就遠離了。

山靜林幽，不能再躲在閣樓裡。曾經行
走江湖的快意恩仇，等著相認。

自居高的態勢，傲慢的威儀，逼出來的
一種境界。歲月的裁決書，貼著生活行走。

塵世的粗糲和瑣碎，接受就是歸宿。
在人間，才有如此多的，孤獨的遺址。

浮塵

山花謝了，不再爛漫。
你棲于五月的枝頭，大風無邊；你獨坐

在這廣袤無垠的大地，緘口沉默。
如孤獨的山峰，抑或一截枯萎的老楝

樹。
思緒滑進歲月的深淵，儼然要洞穿蒼

穹。

浮塵的脆響，遍開如霧。使你想起，最
初的土，漫天的沙塵蔽日，並非孤煙直。

磚石上留下我踏過的足跡。

落葉

落葉說：我不寂寞。
樹卻說：我獲得了果實。
果又說：我獲得了甜蜜。
我說：你們知道冬的長夜漫漫，我攪的

霜月不能眠。
那些暗澀的記憶，便溶化了，而那留下

的，是火一樣的燃燒。

一個人酒醉 

當鋪，把所有的深情當掉，不需贖回。
平靜的夜那麼長。一杯接著一杯，使

勁地喝，只想把錢塘江的夜，也喝得一塌糊
塗。

三千里月色，不管山高水長，卷如海浪
的內心燃燒，青花瓷樣的酒盞的初吻，不讓
它與時光有染。

心慌的夜晚，必須要把自己灌醉，讓自
己也醉成一杯酒的模樣。

掛在風中的灼痛的詩，孤獨，讓人心
碎。

夕陽間

夕陽就快沉沒了，天空失去了光澤，大
地靜悄悄黯然，漸次啞暗。

不絕的人流，像一條暗河，無聲地流
著。眼前只有動作，聽不到聲音，像是在默
片時代。

人間本來就如此蒼涼，人間也從來不辨
行色。

只有謙卑如身處于其中的山谷，才能裝
得下美的過去和未來。時間成了最不值錢的
東西。

春雨在浸透它的果實之前，還敲打了它

乾枯的枝葉，它的苞衣，和它周圍的土地。
淡淡的清風，吹斷了我的思緒，這裡是

生與死的交匯點。這裡是生者與死者見面、
說話的地方。

遠處霧靄千遍萬幻，不再是密集，不沾
俗世煙塵。那棵古風飄逸的蒼松，不知哪位
先人親植的。杜鵑花靜穆地開著，還是去年
的那三株杜鵑，乳白的花朵映在雲朵上。

清明節，不是所有人的節日。
陽光挾著細雨，鮮花沾著淚水。
墓碑林立。松柏婆娑。光影點點。
從憂鬱的黃昏走來，視線都被飄卷的落

葉帶走。我連一個音節都發不出，只有不住
的喘息。

心靈在浮，心靈在沉。

歲 月

雨水飄走了那片白天的雲彩。
萬物匍匐于歲月之門，冷峻的時間敲響

神秘的未來。
街燈，潮濕的光線在空中拋錨，一片片

的迷濛，在眼中遲疑地綻開。
一朵鵝黃色的傘花，已經聽見零零星星

的掌聲，自各個角落響起。
風起處，我的思緒紛紛，把時間淹沒。

時間的鐘聲，沉重而有力，穿過歷史的
長廊，震響于午夜的耳膜，在歲月的頭顱迴
盪。天空開始鳴叫，點亮一片綠的火焰，而
那恍然而至，又將恍然逝去的日子裡，沒有
留下一段的獨白。

看看黃昏，看看落日，看看落進餘輝中
的影子。一朵雲飄了過去，竟不知它何時丟
失。

隨南來的風聲，葉末落下就長出銹斑，
從光線中，我看見無名的野草和野花，隨著
歲月消逝，找到了出處和歸宿。

人間這唯一的路上，彎彎曲曲，又跌宕
起伏，沒有數字和哲學漂浮，感受彼此的荒
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