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开梦想的
翅膀
□赵德明

春晚象山的浪漫和美妙，

燃起了鸡年的的激情；

大年初一第一缕和煦的阳光，

点亮了鸡年的梦想；

张开翅膀，飞翔！

春节对联
□林鼎立

象山水月，婆娑世界，春晚

歌从漓江来；

龙脊梯田，耕耘功夫，蛙声

舞动稻花香。

央视春晚
桂林独

□雷熹平

万枝花木次第出，

更摇曳、光如瀑。

水鼓掌来山点头，

红帆霞闪，

金舟梭动，

吉象玉体浮。

天舞地歌何需幕，

华夏春晚世争睹。

梦里寻她千百代，

只要追逐，

今喜神州，

笑语盈处处！

不忘初心
□左希正

金猴送安辞旧岁，

雄鸡报晓迎春来。

人生征程又一载，

不忘初心逐梦想。

撸起袖子加油干，

共为未来谱华章！

好好过年
□毕贵索

浓浓生活浓浓年，

浓浓时代浓浓歌！

举杯相约十三五，

奋蹄快马再加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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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气象。然，天还是昨天的天，日子还是昨
天的日子，可是心情分明就不同了。单单那些祝福的
词语就宛如一道道明媚的阳光，让我们缱绻温暖。此
时每个人的心中似乎都跑来了一个大太阳，散发着金
灿灿的温暖，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

打开手机，总有美好和惊喜。其实，已经收到
了很多相同的祝愿，算不得惊喜，而再收到还是会
又惊又喜，很开心。哪怕是简单的道一声“新年快
乐”，嘴角也早已扬起快乐的笑，内心欢喜不已。
老辈人常讲，礼多人不怪。此时，像“快乐”，
“好”，“美好”等之类的美好词汇，是一年内用
得最多的啦，真真汇成了一条温柔的光带。这么多
的美好，当然不会讨人嫌，反而让大家的心情格外
好，笑容分外多。

邮箱里收到老朋友发来的贺卡，除了惯常的祝
福外，还有一句话：有好心情才有好风景。令人莞

然一笑。简单的字句里蕴含着清澄明晓的哲理。我
们不是总说这个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要有美的
眼睛去发现吗？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心情美好通畅
了，看到眼中的平常人世风景，也自会温柔美好几
分吧。

小菜市里买青葱，菜铺的主人不同往常那般忙兮
兮的，而是笑眯眯地站在门口，欢喜地对着进来买菜
的人说，新年好啊！

走在我前面的是个有点沧桑憔悴的中年男子，步
子沉沉，心事重重的样子。菜铺的主人向他问好，他
似乎没反应过来，站在那里愣住了。突然又笑了，忙
向菜铺主人问好。然后又转过身，向我问好。我们大
家都笑起来。小菜铺里温情融融，没有陌生，也没有
距离，就连那个有心事的男子，也开始爽朗地谈笑风
生。

这样一个场面，若是用画家的笔触勾勒出来，亦

不失为一幅好的俗世风情画。并非青山绿水，锦绣光
景，才可入画，像这般低到尘埃里的烟火素常情景，
亦有旖旎动人之处。

一位编辑朋友在“说说”里发了两张图片，是冬
日里瘦瘦的枯树枝，意境里苍茫阔远。她在“说说”
里写道：爱疏爱淡爱枯枝。

冬日里山寒水瘦，草枯树寒，像平常的世俗日
子，其实是寒涩的。而若用欢喜心去看，用细致的心
情去品味，也会发现那寒涩之外的美妙风景。

在喜欢的一位作家公众号上，看到了他几幅摄影
作品，是一篇文章的配图。这几幅图的取景很平常，
都是同一个地点，同一处风景——— 密集的两幢白楼一
角，楼面的墙壁有些斑驳了，一片片灰兀兀的寥落。
楼角下有褐黄的小假山，假山下有水，黑腻腻的。整
个看上去破败冷落。假山上有爬山虎，浓郁郁的，是
另一番生机勃勃。

别致的是这几幅图片记录了时间的变迁，一年四
季的转换。爬山虎的叶子，春绿夏青，秋红冬枯，自
成景致，妙不可言。而背景的寥落疏淡在爬山虎的映
衬下，也柔和顺眼多了。葱茂也好，凋谢也罢，在拍
摄者的眼里心中，都有其美好的一面。

生活里并不缺这般的好风景，甚至每天触眼所及
的草木植物，都比这些爬山虎要好看得多。可是，有
多少人会有这样细致的好心情好风致记录下季节赐予
的美丽风景呢？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失落，忧伤，烦
恼，焦虑的小情小绪里，跳来跳去。匆匆忙忙中，麻
木地慌慌然，忽略了天赐的好风景。

除了这几幅图片，我还喜欢他在文末写的句子。
他说，寻我前世遗落在今生的花籽，种在柔软的光阴
里，种在你的眉间，种在美好的诗行里。

而这样的一份花事般柔软的好心绪，才是他能看
到平常人世中好风景的缘由吧！

园子里花木扶疏，春光融融，水池里，水草稠
厚，锦鲤肥胖，砖有雨水浸润、风抚过的痕迹，瓦也
旧了，墙脚苔藓漫漶。我再到这个园子时，园子己养
成一个园子。

朋友是搞景观设计的，十多年前，在这个小城设
计了这个园子。园子原先是在一块荒芜的土墩上，周
围搞商业开发，在那些建筑的一角，一个较偏的位置
做了这个园子。

刚造园时，就像小学生写作文，造一个句子，缺
乏整体协调，也没有意境。按当地古韵民风，筑一小
楼，楼有二层，镂空花窗，八扇木格门。庭挖水池，
堆乱石假山，移植树木，但园子里缺少烟岚之气。

朋友说，园子要养，养好长一段时间，才会有灵
气。那个园子平时就闲着，一任花木乱长。

到过园里几次，皆是雅聚。房角一隅，有小厨
房。园子单位时有来人，在厢堂招待宾客，喝点小
酒，聊完事，人如鸟兽散，匆匆忙忙，头也不回。至

于园子的花草树木如何，没有谁在意。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想不到，那个园子就渐渐稠

厚起来。我坐在园子里看风景，想着养一个园子的
事。

如何让一个园子变得灵动起来？让它内涵丰富，
十步之间，有芳草，容大天地，藏大智慧？这就如同
一个人，缓步走入中年，从幼稚走向成熟，由浮躁走
向安静，需要时间、经历，以及这两样东西背后的许
多东西。

园子刚建时，草木稀疏，它只是圈一道围墙，房
子架起了框架，没有体温和灵魂。园子里没有人住。
没有人的一呼一吸，再精致的园子，也如死一般沉
寂，空留时间流水声，哗哗作响。

园子宛若一块美玉，要有时光的包浆。把玩得越
久，包浆愈深沉光润，一个园子，才与人的肌肤贴
近。

我如果住在园子里，会养一群昆虫。惊蛰过后，

虫子们从洞穴中苏醒，它们爬上嫩柳荡秋千，坐上叶
子的龙椅。不仅有晓风杨柳岸的蝉、一蹦三尺远的蚱
蜢……甚至有毛毛虫和洋辣子。

容许一二只鸟，筑巢枝梢檐下，让鸟雀在春光里
哺雏。看两只老鸟，一只在窝里照料，一只到外面找
虫子，四处奔波。

秋天留几只红柿子，在墙的高处挂小灯笼，让它
自然老熟。

园子里的水池，在构挖时，最好与外面的河渠相
通，让外面的水流溢进来，园子里的水流出去。外面
的鱼，顺着一条窄窄的通道，时光绳索通道，一拨拨
游进来，在水浅处发出哗哗声响。

当然，春天园子里的水池上，落红无数，那些肥
胖锦鲤■合圆口，在春水微澜里追逐花瓣。

泥土是一个园子的生命。现在城市里的土，被水
泥和沥青全覆盖了，不留半点裸露，就如一个性格内
敛的人，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而园子里的泥土，是

要与空气、阳光、水分作充分的交流、沟通，一览无
余，即使有青砖铺道，一条狭长，弯弯曲曲的通幽小
径，那些草尖还是从砖缝中钻出。就连叠石假山，也
不能没有一个园子所需要的营养和一株植物胚胎发育
所需的温床。

所以，关于庭园之山，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
里说，“小山亦不可无土，但以石作主，而土附之。
土之不可胜石者，以石可壁立，而土则易崩，必仗石
为藩篱故也。外石内土。”

我与一叠石小山对视，就想，若没有时间的积
淀，根须如网状攀附，水土涵养，园子难以成气候。

养一个园子需要多久？草木深起来，房子已经有
了宅气，园子里有一层淡淡烟岚……她，气质初显，
淡淡中处世不惊，没有大红大紫，大富大贵，有的是
寻常日子，细小处的生动，和颜悦色，风轻云淡，已
然天成。

养园如养心。

养一个园子
□王太生

父亲的生活里，没有立春，只有打春。我不谙农
事，只能从日历上识别时节。父亲却不，他用庄稼量
度节气，把时令划分得鲜明而生动，就像打春。

一年之计在于春。父亲不会说，但明白这理。春
节一过，有事没事，他都抄着手，在田间转悠，打量
麦苗。我也打量过，除了一地萧肃，什么也没有。或
许吧？父亲不只是在打量麦苗，还在“打春”——— 打
量春天。而我和父亲的春天，不只有代沟，还有城乡
差距。

太阳一早还明眸善睐，中午就变了脸。父亲不以
为然：今个打春，晴打阴，阴打晴。我说，是立春
吧？他断然地说：打春。又一次，我和父亲在同一段
时光里走岔了道。打春也是立春。在乡下，父亲叫惯

了打春，立春是学名，他上过学，也不认识。
为何叫打春呢？立春多文静，诗意。父亲没空理

我，他像个将军，忙于运筹帷幄。
播种，育苗，栽培，灌溉，施肥，除草，收

割……父亲用树枝在地上画着，一年的远景就在眼
前。我看不懂。从他舒展的脸上，我读出丰收和喜
悦。父亲扔下树枝，撇掉棉袄，扛起锹。立春了，猫
了一冬，他要“打春”，给庄稼松松土，给腊月松松
绑，种下春天。

我终于嗅到春味，打春的味道。这个“打”一点
也不暴力，像儿时父亲的呵责，满是爱的气息。冬使
人慵懒，不知春在何夕，要“打”，才能惊醒梦中
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春天是付出的季

节，要常到自己的田地看看，不能荒了庄稼，荒了时
光。

原来，打春就是筹划春天。在春天的第一页，把
一年的活计安排好，目标设定好，然后一步步去实
现。这样，新的一年才会胸有成竹，不至于盲目赶
路，乱了阵脚。这些，日历上查不到，立春的注释里
也没有，在父亲的“打春”中却一目了然。

我喜欢上“打春”。立春，平铺直叙，如画；
“打春”则生动厚重，像3D电影。

我拿起树枝，学着父亲的样子在地上画着。做好
本职工作，这是本分和义务，不得有闪失。常回家看
看，帮父母干点农活，他们没要求，但务必做到。多
陪陪妻子，和谐生活，把婚姻当做事业来细烹慢炖。

看别人的书，写自己的文，走内心的路，继续坚
持……

你画的啥？父亲问。我赧然：打春呢。父亲摇摇
头，又忙他的去了。

我曾以为父亲什么都懂，现在才发现，他连我
都不理解。父亲老了，也该让我来理解他了。我找
来一把锹，加入父亲的阵营。父亲看看我，笑笑，
干得更卖力了。我知道，父亲也知道，虽然我并不
能帮他多少，但起码，我可以陪陪他，陪他一起
“打春”。

我悻悻然，把日历上的立春标为打春。这样，我
感觉离春天很近，和父亲依然在一起。

父亲的“打春”
□洛水

有好心情才有好风景
□耿艳菊

海洋山古称阳海山，宋朝讹称海阳山，明朝改称
为海洋山。海洋山位于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分布在
灌阳、全州、兴安、灵川、恭城和阳朔等六县(自治
县)之间，呈东北-西南走向，长约97公里，宽35-
40公里，海拔约1200米，主要由加里东期花岗岩
和古生代砂页岩、灰岩组成。其山顶多灌木野草，也

有枯木古树，山腰盛产杉、松，湘江干流(灌江)发源
于此，灵渠也经过这里。海洋山脉主峰宝盖山海拔为
1936米，长约3公里，距桂林76公里，是灌阳、全
州两县界山。

“宝盖山”又称“宝界山”。在全州以及很多地
方被称为宝盖山，这源于宝盖山上著名的宝盖石。宝

盖石远看似一整块石头，近看则由七八块石头积木般
的堆砌，从侧面看像一老人头。宝盖石造型非常的独
特、诡异，犹如天外来物。宝盖石还被列为桂林十大
高山奇石之一，宝盖山的名称就是来源于宝盖石。而
灌阳方面则称此山为宝界山，因此山位于全州蕉江与
灌阳新圩的交界线上。

前些时候，我与小伙伴们从全州出发，经湘江战
役三大阻击战遗址之一的新圩，沿当年红34师翻越
宝盖山线路向宝盖山进发了。当年的山间小道，如今都
修建了水泥路，马路沿峡谷弯曲而上，很险要但风景却
很秀丽。一路上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村落。在经过一系
列的村落后，远远的就可以看到远处风车了。如今，国
电灌阳俊风风电场修建于宝盖山附近的山脊顶部，风
电机组旋转的巨大风轮点缀在宝盖山草场和丘陵上，
形成一道现代科技融入古朴自然的靓丽新景观。

由于游人非常多，加上过马头村后路况不好，上
到分水凹已经12点多了，分水凹是这条马路(灌阳
通全州)的最高点，从分水凹几乎全程而下经大源就
到达蕉江、安和。据说分水凹流出来的水分为三条，
分别流向灌阳、全州(蕉江)、兴安(漠川)。这里
也是三县的交界处，因此有“两脚踏三县”之说，分
水凹也是因此而得名的。如今分水凹也相当于一个十
字路口，向北是到达宝盖山及宝盖石极顶的马路，向
西到达大源蕉江，向东到达灌阳新圩，向南到达灌阳
西山瑶族乡。

从分水凹北上可到达“山鱼塘”。说是鱼塘，其
实是一个四周高中间低的牛场，成群结队的牛在此嬉
戏过夜。牛群看到我们显得非常的亲热，一直都看着
我们，特别是一头牯牛一直跟着我们到奇石阵，怎么
赶都不走，直到穿过竹林，它才走开。穿过竹林就是
一望无际的芭芒草。此时正值下午 5点多，芭芒草
在夕阳下闪着金光，非常漂亮，而奇特的宝盖石就点
缀在这茫茫的芭芒草中，让人感觉进入外星世界一
般！在享受到日落宝盖山的壮观风景后，我们就扎营
在离宝盖石约二百米的草地。

第二天，风云突变，一直到早上九点宝盖山还处
于一片浓雾之中，近十点，雾才散开。我们再次拍了
宝盖石后继续向宝盖山绝顶进发。沿着宝盖山宽大的
全灌山脊分界线爬二十分钟，就到达了绝顶，此时
GPS显示海拔为1965米，比资料上高出近30米。
登上宝盖山绝顶，便可看见，宝盖山主峰就像一位神
力无边的造物主，同时向四面八方均匀地分派出48
条霸气十足的大峡谷，这些大峡谷同时又分岔出若干
小山谷，壮观又秀丽。相传海洋山还有99条水源，
如湘江源、蕉江源、沙罗源、泗溪源、大潮源、猪头
源等等。据说，每一条源都有着神秘而动人的传说，
都有着壮观而秀丽的风景，而这些溪源来自于海洋山
主峰宝盖山。

海洋山主峰宝盖山
□盘海波 文/摄

▲侧面似老人头的宝盖石▲极顶眺望宝盖山，有明显的全灌分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