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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士（河南郑州）

树，是绿色的源泉,自然的装
点,材料的产地,庇护的祥幔。树，
是花果的工厂,艺术的车间,画家的
模特,诗艺的翩跹。树，是鸟的家、
猿的杆，是雨的承盘、风的伙伴，身
姿报送美好、枝叶掩盖缺陷。树是
最真实的见证人，用年轮记载历史，
用高度刻画时间！树，是喜，是慰，
是感是叹；树,是缄者，是演员，是前
台和幕布，是现实也是梦幻！树，独
是挺秀，群为联欢；树与水一样，是
星球的母亲，人类的摇篮。树，是植
被之王，是绿色的云、大地的衣、流
动的彩、季节的画、人间的仙！

挽手，它是遮风的墙；遮盖，它是
避雨的伞。气动，它是翩翩的舞袖；
光洒，它是熠熠的银片。浓密，它是
盛夏的凉；稀疏，它是月色的斑。弯
曲，它是探海椰钓；垂直，它是刺破杨
天！生长，它是满怀之期望；牺牲，它
是暖心的火炭。“有苗不愁长”，它耐
得住寂寞，总是用时间报以惊喜的发
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它用行动
讲解了古人的哲言。

春深似海，树立头功；层林尽染，
是枫在领衔。即使倒海翻江埋地下，
出头之日仍成煤，死而复生聚能源。

风不语，树无言；雪覆盖，折不
弯。它是汉隶晋人的风骨，唐塔宋钟
的容颜！其实，它沉默又平淡，忠诚
而坚守，不跳槽不换岗，初心一颗，一
站百年。根扎于泥土，冠铺向云间。
渴不叫苦，累无怨言，哪管凡世琐议、
荣辱评断。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
不开”。树，知恩认主，懂得回报，汗
水浇灌，先苦后甜。树，林林总总造
福于人；高高低低和谐于世，添彩于
山河，增辉于庭院，留诗于屋后，奏乐
于窗前。

老松威武，巨榕参天；翠竹气节，
红梅豪胆。崖柏坚韧，桃李浪漫；白
桦倩女，紫檀型男。沙海红柳报春，
关山黄栌乱染；朝闻雨打芭蕉，暮听
古榆讲禅。

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径旁两行
高树，不知何时已握手言欢、交颈密
谈……

□封人（河南开封）

2012年的秋天是我终生难
忘的秋天，在北京与母亲相伴求
医治病的日子，是我最刻骨铭心
的记忆。

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天的
北京更是不同，天高气爽，枫叶
香山红遍。在这样的秋天里陪
母亲求医于此，我的内心满满地
充盈着“一夜绿荷霜剪破，赚他
秋雨不成珠”的悲凉。每天带母
亲奔波于各大医院，忘却了奔波
劳累，忘却了日杂琐事，看着母
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日渐消瘦，

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人间
炼狱！在无力回天之际，只有竭
尽全力想法子，哄她开心，陪她
分分秒秒。

在她为数不多的日子里，我
想让母亲尽可能多吃一点儿东
西，把能买来的美食都买来让她
品尝。

钓鱼台国宾馆，一个国家领
导人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能一
瞻园容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向
往！“能带母亲到那里去吗？”为
了让母亲在有生之年能吃到一
次有意义的饭菜，我想尽了办
法，几经周折与等待后得到朋友

小凯的帮助，方有缘进得国宾
馆。我们进得大门后，园子里的
亭、台、楼、榭、流水、草坪真是美
呀！母亲在芳菲苑、6号楼、御
园、自悠亭、万柳堂等处驻足停
留，喜悦、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不
停地问这说那，席间还喝了半杯
酒，精神状态很好。事后，我问
母亲哪个菜最好吃，她说其中的
一个汤最好喝。难得有母亲喜
欢的佳肴，我想能不能单独买来
那一碗汤，以满足老人家的口腹
之欲。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给国宾馆的张经理打电话，
表达了我的愿望。出乎我的意

料，张经理在听到事情的原委后
非常热情地答应下来，并告诉我
那汤的名字叫“松茸鱼唇汤”。

“虽然这不是什么名贵汤，可是
在外面其他饭馆，还真做不来这
个味道。”张经理告诉我。待我
从老家去北京取汤时，张经理还
打好包，向我母亲问好。我兴冲
冲地端汤给母亲喝，她老人家开
心得合不拢嘴，不停地说：“这汤
真好喝！”然后就是心疼我跑那
么远的路去取汤，唠叨我很多。
但是看到她满足的神情，我知道
一切都是那么值得。之后再去
取汤，母亲每一次都对我说：“不

要去啦，好好上班吧。”然后却在
亲友面前骄傲地说：“俺儿又给
我从北京买药啦，又给我从北京
拿汤啦！”话语里充满了兴奋和
自豪。三次去北京取汤，张经理
都热情相待，让我很是感动。我
一再祈求母亲平安，可还是不可
抗拒病魔的冷酷无情，母亲最后
走了。

三年了，多少次，我梦萦于
国宾馆的自悠亭、芳菲苑、御园，
重走和母亲一起走过的路，仿佛
母亲就在我身旁，一样的音容笑
貌，一样的温暖身影。

□衙外（河南郑州）

“霾”字，在我小时候，是
难以见到的生僻字。及至上
了中学，也只有学习极好的同
学，才有可能在作文里说“我
今天的心情阴霾重重”云云，
而像我这样的半吊子，好像都
上初三了，还把那霾字念

“罹”，而把罹字念“裸”，乃至
把裸字念“果”……没错，那时
候，“裸”字也是很不常用的，
哪儿像现在的孩子，恐怕不会
念“霜”，就已经会念霾了；不
会念“窠”，就已经会念“裸”，
继而还造句：“在这巨浓的雾
霾天气，我赤裸裸地走在街
上，也没人看得见……”

这并不是笑话，而是活生
生的现实。最近这两年，有近
一半的时间我们都是在“重度
污染”中度过，尤其是前一段
那场笼罩了大半个中国的雾

霾，当它气势汹汹“驾临”郑州
时，气象部门发了橙色预警，
但就我的直观判断，以那天灰
霾之恢宏、壮阔，怕是“黑色预
警”都不够级别。深夜11时，
我一个人在街边遛狗，如果不
是大冬天太冷，以当时的能见
度，我敢肯定，假如我真的裸
奔起来而不是碰巧跟谁撞个
满怀的话，绝不会被人发现。
相反，与我擦肩而过者，一定
搞不清楚，刚才从他身旁跑过
去的究竟是个啥……但说到
底，这都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瞪大眼睛看不到三五米外的
大雾天，我们小时候也见识
过，问题在于，那时只是月朦
胧鸟朦胧，而现在则是彻底茫
昧到浑浑噩噩，不仅迷眼还齁
嗓子！

也正为此，我一直觉得，
气象部门管这种天气叫“雾霾
天气”并不准确。雾是雾，霾

是霾，哪儿来的什么雾霾？我
专门查过：一般来讲，雾和霾
的区别主要在于水分含量的
大小：水分含量达到90％以上
的叫雾，水分含量低于80％的
叫霾。如此，霾实在就是雾被

“活埋”了之后那肮脏而丑陋
的尸体，而所谓雾霾天，就是
一个可怖的“凶案”现场！

我这个比喻是不是很恶
心？但你必须承认，它还算贴
切！难道不是吗？雾霾天这
场“凶案”，其实正是我们进行
中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集体自
杀”！可悲的是，如果说吸烟
是吸烟者的一种慢性自杀的
话，那么，在这一场场“卷土重
来”的“毒霾”中，我们几乎所
有人都既是污染的制造者，同
时又品味着别人释放的“二手
烟”——拆房修路、烧煤炼铁
所产生的PM2.5或许“不关我
事”且无可奈何，但每天放着

公交车不坐、自行车不骑，而
仅仅离家二里地也要开车上
下班所释放的汽车尾气，总有
您一份“贡献”吧？何况现在
全城每天都堵得水泄不通，废
气和怨气混合，心情更被毒化
……但在抱怨的同时，也请您
想想自己集受害者和施害者
于一身，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近日，我看到有医学专家
撰文，PM2.5对肺的伤害不可
逆，倡议全民戴口罩。那天，
我们从豫南自驾回来，本来，
车窗外一直是明亮的天气，而
临近郑州地界时，眼看着车前
方就灰暗了起来，感觉就像在
急速钻进一个刚出了爆炸事
故的水泥厂，我深切地记得坐
在副驾的那个哥儿们当时就
条件反射似的咳嗽起来，而且
一发不可收拾……

终于顶不住，我昨晚也戴
上了口罩。

□王继兴（河南郑州）

年龄大了，膝关节不好，
搬入新居后上下楼有电梯，便
顿觉爽然！

为扩大实用空间，新居的
南阳台用玻璃封了，白天一室
阳光，夜晚一室月光，特感惬
意！

入住前，孩子买了十来盆
绿萝放在室内，目的倒不是为
了观赏，而是为了净化空气。
不料想那物件挺泼皮！ 十天
半月浇一次水，它也绿油油地
长着。甚至一个月忘记浇水，
它虽然也无精打采地蔫了，但
只要给它半瓢水，便立即精神
抖擞起来！我们搬家时把原
来的几个旧花盆架也搬了过
来，十几盆绿萝集中摆放，高
低参差，错落呼应，阳台上顿
时满眼绿色，一派生机！由于
老伴悉心照料，不仅按时浇

水，而且施了些颗粒肥料，绿
萝虽不开花，但不久就竞相抽
莛，将绿藤拖了下来，正是：

虽无红花招蝶影；
恍有绿瀑响水声。
看着那一盆盆绿萝，你会

憋不住想为生命唱支歌！
我们决计将这一小小的

绿色“生态园”设置成一个小
小的茶舍，以便供来访的朋友
在这里享受阳光，把盏神聊。
经认真物色，终于在一家家具
店购得一具老榆木几式茶台
兼四把靠背椅，均为原木本
色。特别是那茶台，独木成
面，质坚纹深，你贴身而坐，细
细观赏，会引发悠悠沧桑岁月
的不尽遐思和绵绵风雨人生
的无限感慨！摆上茶具，泡壶
普洱，顿觉温馨，心旷神怡！
我想，此室干脆命名作“绿萝
茶舍”吧，其由为：

茶舍因绿萝得名；

杯盏有桔普溢香。
茶舍离我的书房最近，仅

一步之遥。三十多年前，报社
的一座五层家属楼盖成后，我
分到一户，居顶层，有“一步登
天”之感，我曾戏称我的新家
为“白云居”。报人生涯最突
出的特色是夜班多，白天又难
得休息，所以倍觉疲惫。有人
问我下夜班后最想到哪里
去？我说：“最想：一座孤峰一
棵松，一轮明月一缕风，一包
花生一壶酒，一夜神聊一身
轻。”朋友因此戏称我为“八一
居士”。退休后，情倾王维《酬
张少府》一诗的诗境，取其“松
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之意，
自题书房为“松月斋”。现在
的新居搬到了十五层楼上，真
正是“白云绕窗前”了！蓦然
想，若把书房改称“白云书
屋”，不就和“绿萝茶舍”相配
了吗？啊啊，我属大龙，今年

七十又五，正奔耄耋之年。一
“舍”一“屋”，应该是我人生最
后的精神家园了。我很想拟
副对联，表述这一“舍”一“屋”
带给我的无限惬意，比如：

“绿萝茶舍”宜把盏论禅；
“白云书屋”可持卷谈诗。
无市声噪耳，伏书案，任

挥毫泼墨；
有绿萝盈舍，临茶台，可

把盏品茗。
无事磨墨，笔临兰亭序，

品韵写意；
有客濯盏，壶泡碧螺春，

论道悟禅。
茶品人生滋味，禅悟岁月

峥嵘；
墨涂淋漓心画，诗写肺腑

文字。
但思考再三，都不中意，

所以我一直犹豫着，至今还在
斟酌中……

也说雾霾

树之赋

难忘的“三碗汤”

“绿萝茶舍”小记

月有痕岁

木香草

谈巷议街

一“舍”一“屋”，应该是我人生最后的精神家园
了。我很想拟副对联，表述这一“舍”一“屋”带给我的
无限惬意……

但在抱怨的同时，也请您想想自己集受害者和施
害者于一身，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然后就是心疼我跑那么远的路去取汤，唠叨我很多。
但是看到她满足的神情，我知道一切都是那么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