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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采春香
三月春光好
丢开书与稿
虽无蝶翼轻
闻香比蜂早

应和
操弦运弓诉衷情
也是心声音不同
此刻倾听阿狗意
汪汪之语说虚空

试水
玉兰吐蕊探雷雨
鱼鸭知暖戏涟漪
挑得晴天闲暇日
垂钩试水两相宜

假繁荣
阿狗喜欢泡沫
制造浴室繁荣
一时炫花富态
冲水立现犬容

随笔

五月底房子装修基本结束， 为了
帮助除甲醛我买了一箱12盆绿萝， 双
层套盆的养殖方式。 盆里没有土， 根
系生长在专用于养殖的腐殖质中， 外
面的盆给里面的盆供水， 浇一次水能
保持一个多月。 半年过去了， 绿萝碧
绿如玉， 生机盎然。 想赞美一下绿绿
的冲动油然而生。

绿萝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让我十分
钦佩。 不计较阳光， 随遇而安， 屋子
的任何地方都能生存。 不计较干湿，
不论在阳台还是在潮湿的卫生间都能
生长 。 一次我和翠珍外出旅游十几
天， 回来发现阳台上的一盆绿萝滴水
无存， 枝叶蔫头耷脑快要枯萎了， 外
围已经出现几片黄叶。 我怀着侥幸和
希冀给他浇足水， 第二天早晨让我惊
喜不已， 一夜之间绿萝亭亭玉立， 健
壮如初 。 我感慨的想起王勃的诗句
“酌贪泉而觉爽， 处涸辙以犹欢”。

如果不是在阳光强烈的地方， 浇

一 次 水 能 保 持 一 个 多 月 ， 即 使 盆
内 干 涸了也能坚持一周 。 绿萝除了
用根系汲取水分之外还能通过叶片
从空气了吸收水分。 你忽视了他就
默默的成长， 只不过会蓬头垢面， 无
精打采 ； 一旦你关注它就会精神振
奋， 容光焕发 。 每次浇水时我逐盆
的擦拭每个叶片， 有时沾些啤酒水。
经过我简单的梳妆打扮立刻焕发精
神， 每个叶片都熠熠生辉， 迸射着生
命的活力！

我想探究一下绿萝的生命力， 剪
下一个有五片叶子的枝条插在一个装
满水的花瓶里， 半个月后居然长出了
一片嫩绿的新叶， 以后便以十几天长
一片新叶的速度生长， 几个月后居然
由一尺多长长到了一米多长， 这又刺
激了我进一步挑战绿萝生命力的贪
心。 一个多月前外孙子认识鱼， 我就
买了一个简易的鱼缸放了三四条观赏
鱼， 并突发奇想剪了一枝四五片叶子

的绿萝放在鱼缸的水里全部淹没， 当
水草， 看看能活多长时间。 这样的实
验感觉有些残忍， 还是充满企及。 我
判断绿萝毕竟是陆地植物不可能在水
里长时间存活， 只是想探究一下它在
水里能坚持多久 。 我初级设想是一
周， 这对一般的植物已经是难能可贵
的了， 满意的设想半个月， 若能存活
一个月我会喜出望外 ！ 一个月过去
了， 鱼缸了绿萝依然碧绿如初， 没有
衰败的迹象。 从现在的生长态势看还
能生长一个月， 真是那样的话说不定
绿萝可以在水里存活。 清澈透明的水
里金鱼在碧绿的绿萝茎叶间穿梭嬉
戏， 时而跃上叶面， 时而藏入叶下，
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这样的情景让
我心旷神怡。

冬天到了， 窗外逐渐萧瑟， 屋内
在十几盆的绿萝的映衬下依然春意浓
浓， 在我看来生机勃发的绿萝是在高
唱着生命的赞歌。

绿萝，生命的赞歌 □刘博真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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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20年未见，再见时，小学班主
任张老师依然是白衬衣加深色西服，
唯一区别的，许是我们长大的缘故，老
师变矮了，脸上也有了些许皱纹。

你们来了， 都不敢认了， 变化大
了。张老师爽朗的声音一入耳朵，便立
刻辨认出是20年前的感觉。 那时候，这
爽朗、略微低沉的声音常常响彻教室。

印象里的张老师字写得很好， 很
爱看书， 知识面广博， 每每讲课， 都
能旁征博引， 在没有网络的年代， 他
渊博的知识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望
向窗外， 是无边广阔的世界。

张老师常常在早上的时候， 组织
晨读， 大段大段的文章， 都要求一一
背来， 后来的晨读小组， 成为同学们
交流各种奇闻故事的基地。

那时候班里女生活跃， 有一段时
间风靡打乒乓球， 张老师常常帮我们
去抢乒乓球台子。 后来张老师的侄子
转校过来， 作为一个乒乓球高手， 受
到班里不少女生的青睐。

跑步、 踢毽子、 丢沙包……小学
的时光充满欢乐。 看着镜子里还未老

去的脸， 常常感慨： 20年的时光都去
了哪里？ 就这样转瞬即逝。

张老师家里来了亲戚， 我推辞着
改日再来 ， 但经不住张老师再三挽
留， 他指着小学毕业照上一个个同学
说出名字 ， 语气里都是熟悉的亲切
感。 一本本拿出他的藏书， 看着那些
密密麻麻的标注， 说不上来的触动，
照例谈谈政治、 历史， 表妹雷雷在边
上恰到好处说上几句， 几个人回忆着
20年前的同学和故事， 张老师后来一
直在不断学习， 进修， 如今是一名中
学政治老师。

小学期间， 大约成绩不错， 发言
又积极， 从未被老师批评过， 只记得
一次父亲跟老师交流， 老师说我太强
势， 父亲煞有介事转述给我， 母亲立
刻接着说： 是啊， 这孩子， 这么强势
可咋办？ 就没了下文。 有一次， 我做
学校合唱比赛音乐指挥， 隔壁班的女
老师跟张老师说 ： 你看她袜子都破
了， 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张老师啥
反应没有， 就是温和笑笑， 有同学转
述给我的时候， 我心里很感激。

一下午交流， 张老师深刻的见地
和对教育的热爱再一次深深打动了我
们， 很多时候， 饱含深情的岁月诉诸
于口也不过清清淡淡的小事， 可是，
正是这些清淡的回忆， 构成了温暖的
学校时光， 而张老师终身学习， 热爱
阅读的习惯也深深影响了我。

很难用热烈的语言描述这样一场
时隔20年的师生相逢， 那时候老师风
华正茂， 我们还是一群蓬蓬勃勃的小
孩儿， 可是， 隔着悠悠岁月往回看，
那些开启的心智、 点染的梦想， 早在
最初的时候， 便埋下了种子。

我们离开了， 老师还站在原处望
着我们， 不得不再三回首……或许只
有当过老师的人， 才能明白那种对学
生的眷恋和深情， 走上教育岗位的表
妹或许更懂， 而我只能以崇敬之心，
致敬教过自己的恩师们， 很难说， 感
恩意味着什么， 但是， 那样会让人识
得来时路， 更珍惜当下此刻的自己，
或许永远无法像幻想中那样拥有不平
凡的人生， 可是， 有书陪伴的时光，
总多了那么几分悠悠的清香。

散文 小学班主任

七律·游北京永定河
□尹黎云

何处神龙吐碧泉，
清流漾漾柳含烟。
长桥日暖怀岚岫，
野客腔翻作管弦。
露洗芳菲花满地，
云生绰约鹤冲天。
痴情欲问风光主，
圣代何愁赋雅篇？

深秋 □李叶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