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绍德

雪夜帖
我还不能说，这白，纯粹。在小镇
它落着，也被破坏着

但这不影响，它的轻巧，它飘动的
弧线

和它落地时生成的美

空中悬浮着的雪，有着更深的白
它们一直落着，慢慢地落成春天

的绝句。

风，春天的信使

柳枝，柔软起来
在我眼前轻轻荡漾
它们随意的姿势
让我确信
春天已经赶在来往北方的路上

一碗春色

我惊奇丢在厨房的白菜根
发出的新芽
它在角落，独自生长
独自对抗着寒冷
我忙找来碗
给它水分，阳光
给它我和儿子的祝福

一串菊黄色小花
沿着茎部
不紧不慢地开着
在凛冽的冬天
一直开到春天

春草生

我惊讶那些新绿
在还未完全消融的残雪旁
露出嫩嫩的想法

一场场风
吹拂枯枝
也吹拂枯枝旁的人

这让我相信
那些草再向上伸展一下懒腰
阳光在草尖上多趴一会
那些积雪就会变成白蝴蝶
在北方的小镇
纷纷飞起来

清晨的广场

有人在跑步
有人练太极
有人漫步
有人独自练习广场舞
有人遛鸟
有人甩鞭子
还有人坐椅子上愣神
而我蹲在地上
想着在过些时日
一只蚂蚁就会与另一只蚂蚁
光明正大地谈恋爱

画春光

要一片牧场，羊要成群，有蝴蝶
飞舞

要一条小河，可见鱼儿游动
要一群蚂蚁，忙前忙后地搬运

夕光
要一座蒙古包，有雀，叽叽喳喳
要一群可爱的孩子，像野马在草

地上奔跑
要一个女人在蒙古包前张望
待风吹乱她的秀发
我就从身后将她抱起
像抱起一座山，一条河
抱着整个草原

瑞雪迎春

按照节气
明天就是春天
而今夜
还有清雪在飘
这完全不影响春天的到来
反而让我觉得
那些立春前的雪
为了迎接春天
落得如此隆重

瑞雪迎春
（组诗）

□李季

春天来了
一群迎春花
穿着鹅黄色的裙子
结伴去河边玩
月亮都升起来了
她们还在嬉闹
这群迎春花
已经忘记了
回家的路

一群迎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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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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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波

说来惭愧，猜谜如果按十星分
级的话，我的“猜力”充其量是四颗
星。但春节期间本人愣是将星级至
少提高了两颗，硬生生地拿下了六
张“凯诺星空”电影票，为节日平添
许多乐趣。躺在沙发上回味猜对的
谜语，找到“没事儿偷着乐”的美气
感觉。想起在这一季猜谜中所用的
几种手段。

摸着石头过河好，也要有个领
路的。旗文化馆别出心裁地在公众
号里推出了猜谜活动。初看过，一
盆浆糊，兴趣全无。“马上平天下（敖
汉小区）”，一个个小区去数，数到

“武安小区”，对上了，马上皇帝以武
安天下，可不是武安？兴奋之余发
给了猜力九颗星级且是美女的朋
友，尊称为“谜师”吧。结果得了个
赞。其它谜却还是一头雾水。“《荷
塘月色》（打一歌唱演员）”，谜师的
答案是“朱之文”。仔细一想，“朱自
清”的文章嘛，加了个书名号，猜的
方向就变了，往荷花、凤凰传奇上
猜，就入歧途了。有点意思！

谜师便讲了谜语的格式，即“谜
格”。谜格与写古体诗差不多，许多
诗都含有谜格。便想到了《红楼梦》
里贾政让孩子们在元宵节制灯谜，
鞭炮、算盘、风筝之类都成了诗，引
得贾政好不伤感。写在前几回的众
多判词，也是谜，后面的故事就是谜
底，即使是谜底最后也没揭出来，如

“一从二令三人木”，引得几百年来
好事者不停地打嘴仗。律诗中的许
多绝句若不带题目，怎么读都是谜
语，“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
花还在，人来鸟不惊”，题目是《画》，
把谜底写在上边。一下子就来了兴
趣。便到度娘上输入关键词“谜
格”。顿时瞠目，谜格有九十七种之
多，似乎还没归类齐全。有卷帘格，
这个我懂，是珍珠倒卷帘的意思。
不用说，谜底倒着读方可，“杨康是
谁？（三字经一句，卷帘格）”，谜底

“父之过”，杨康是杨过的父亲，“过
之父”，倒卷帘，即父之过。有蜂腰
格、辘轳格、宝塔格，在《巧体·怪体·
杂体·诗词曲》里见过。其它谜格就
一概不知了。谜师又讲了什么叫猜
谜，什么叫破闷儿，什么叫露底，如
何扣谜面，还把我拉到一个猜谜qq
群，真是大开眼界。谜语是门学问
啊，不觉爱上了。

据说，唐朝名将李元霸作战惯
以勇力取胜。猜谜中也有笨招，即
硬想，凿着脑袋想，嘴里叨咕，心里
嘀咕，抓起谜面，手划笔写，来回踱
步，猜来的难，猜对的机率低，猜中
后的喜悦回报却最大。还有一个不

算笨的笨招。就是借助手机搜索引
擎的作用，以排除法取胜，“君子生
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不丢人。“新
年迁新居（杨子荣唱词）”，挺难的
谜，打开手机，将《智取威虎山》中凡
有杨子荣的唱段全部罗列，“新年”
当然与“春天”有关，只要带春的便
不放过，结果“迎来春色满人间”得
中。“杨七郎（国家名）”，找不到端
倪，不就二百多个国家吗，平均一个
国家四个字，读一篇一千多字短文而
已。一眼扫来，“哥”字入了眼，凡带

“哥”字国家都认真扣一下谜面。哥
斯达黎加，不对，摩洛哥，不像，安哥
拉，不可能，圣地亚哥，有点意思，剩
下一个弟弟杨八郎延顺，亚哥却扣不
上谜面了，也排除了。多哥，上有六
个哥哥，扣上谜面了。百试不爽。

不是一个人在作战。猜谜的战
队共三人，谜师算是队长，会弄玉会
作文，聪睿秀敏，新谜刚公布，立刻
猜出若干，属慧猜型；还有位资深猜
友，为人谦和，喜读书养生，属雅猜
型；我则属于力猜型或硬猜型。团
队属松散管理，以单兵作战为主，攻
坚战时才合力。只要不直接戳破谜
底，就算不得抄袭作弊。每期谜面
公布，谜师总是第一个发讯息，如

“我猜到三个了”“我猜到三个半
了”。怕她揭底，忙回复，“稍等！”让
谜底藏一会儿。片刻，回复，“三、马
前泼水（冯，打一京剧名）。”回复，

“正确！”“二、熊大熊二（能在水上分
伯仲，打动画片角色二）”回复，“正
确！”北京奥运会上，大郅补了防守
空位，姚明说大郅像沙漠里的一口
水，就是这样清凉感觉。片刻，资深
猜友也发答案过来，其中，“这里树
木成荫（外国历史人物），艾森豪威
尔。”我提出异议，觉得“斯大林”更
扣题，资深猜友表示正确。遇难题
目时，谜师多以提示来完成，“严刑
拷打（电脑名词）”，谜师提示，与

“问”有关！盘问！严刑拷打是手
段！盘问得十分厉害！开窍了，“硬
盘”！都猜完了，各自提交，再聊些
闲余。猜谜真是淡水之交。

胜也骄，败也馁，方入猜谜之佳
境。每斩获一枚电影票，必向身边
人炫耀，确有走过凯旋门的得色。
然而，走麦城时候也不少。初六一
期团队连错两题。“宰牛杀鸡，鼓瑟
吹箫（成语一）”资深猜友答案“有气
无声”，是扣题的。我一意往深了
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分明是
来了“嘉宾”，“宰牛杀鸡”也是招待
客人的意思，有朋自远方来，我猜了
个“不亦乐乎”。“南腔北调（演员）”，
查度娘，“南腔”是昆曲，“北调”是
京，吴京？又说不所以然来。谜师
解释，昆曲在苏州，属吴，吴京就对
了。资深猜友也附和，扣上谜面

了。第二天答案公布，“先斩后奏、
胡歌”。团队哗然。败得很窝火。
一个谜面猜出多个答案，还都说得
过去，不觉都发回牢骚。这就是谜
中的喜怒哀乐。《汉书》记载东方朔
的猜谜轶事：朔自赞曰：“臣尝受
《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
“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
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
蜴。”上曰：“善。”赐帛十匹。把猜谜
的本事归结为《易》学，赋予神秘色
彩，煞有介事，不但得了若干好东
西，汉武帝对其好感也不断攀升，骄
傲之情溢于言表，这就是猜谜中最
早的“喜”。而杨修则在猜谜中殒
命。曹操本要逞能，杨修却没留面
子，将“一合酥”以“一人一口酥”的
名义吃了精光，也吃了孟德一记鬼
头刀。曹操是因猜谜而“怒”的首席
执行官，杨修是猜谜而“哀”的无二
代表。明代一大臣想在人前奚落大
才子解缙，出了上联：“二猿断木深
山中，小猴子也敢对锯。”解缙对道：

“一马陷足污泥内，老畜生怎能出
蹄。”同样猜谜手法，以牙还牙，对的
工整，骂得在理。料想在座众人定
然乐得前仰后合。这是隐藏在字外
的学问，不是局中人是感受不到字
外之意的。

猜谜有几种方式？其实并不固
定。中国人身边总有若干谜语陪
伴，能说得完吗？生了儿子叫弄璋
之喜，“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
裳，载弄之璋。”生了女儿叫弄瓦之
喜，“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
禓，载弄之瓦。”这分明就是性别之
谜。吃饭叫用膳，酒叫绿蚊、杜康、
曲道士、般若汤，医生叫歧黄、杏林，
上个厕所，叫做出恭。好事也因个
谜，坏事也因个谜。武大之死，郓哥
说了句：“这几时不见你，怎么吃得
肥了？”打了个哑谜，便勾起无穷事
端。造反起义因一个谜，“苍天已
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
吉”，黄巾起义；武则天也从“青鹅”
两字破了徐敬业、骆宾王造反部
队。升官发财也因一个谜。杜牧求
两个小官都不成。后梦中有人说：

“辞春不及秋，昆脚与皆头。”后得比
部员外。“春”指“春官”，礼部，秋指
秋官，指“刑部”，求官不成。昆、皆
都有“比”字部，即比部，刑部管稽核
簿籍的，也就是管档案的官僚。

写完这篇文章，其实也留了个
谜。问，美女谜师是谁？资深猜友
又是谁？

猜谜就这么有意思。

猜谜语

□曹文生

年关，出门见喜的春联会像无数支箭，
落在豫东大地的树和墙上。

一些人坐上火车、客车、飞机，匆匆往
家赶，也不过是为了见一见“出门见喜”这
四个字。暂且不说他们的肉身被安置在乡
下的房子里，那些在城市的高冷面孔，一律
换成了笑脸相迎的族谱排序，在这里，只有
乡村根脉里的长幼秩序。

只要根脉在，乡村的传统就在，我时刻
这样安慰自己。

我站在乡下，眼睛仰望的，除了星空，
还是星空。那些仰望星空的人，此刻都回
来了。他们带着各地新鲜的消息，蹲在街
头，点燃一株被岁月晾晒了十年之久的老
树根，这火焰被风吹着，越发欢腾，各地的
消息被家乡话扔在火堆里。一些人蹩脚的
普通话不见了，回归故乡的标志，就是用一
口流利的方言去撬开村庄的大门。这些仰
望星空的人，开始低下头，看看眼前的灰
烬，或许，在他们的生命中，永远也摆脱不
了这样的根系，每年都要回来一次。

回来干什么？不知道！明明决定好
了，今年不回了，可是只要一听到小年的鞭
炮声，他们的就按耐不住了，买票，把衣服
塞进行李箱，迎着黎明的风，回了。

那些不回的人，这个时刻，他们觉得自
己想要的春节，就是回到那座蓝砖蓝瓦的
房子里面，储存好粮食，点燃木柴，炊烟告
知灵魂：此刻皆安！生活简陋，也不过如此
啊！可是内心丰茂的精神，在心里不停地
拔节灌浆，郁郁葱葱。

我每年都鬼使神差地回去，要不是疫
情，今年依旧会重复着。每次我都在想，我
这么心急火燎地回家，到底是为了什么
呢？是为了给父亲的坟茔上几掀土？还是
为了吃几口母亲做的饭？不知道，反正遏
制不了，每次回家，站在大地上，都心安理
得享受着空气赋予我的惬意。每一口饭，
都能吃出童年的味道，每一眼草木，都能看
出曾经的故事，每一堵墙，都写满了我的心
灵史。

当我的亲人在大地上有地可耕，当乡
下的那几亩地还在我的名下，我觉得我还
属于这里，我必须回去啊！阡陌小路，是我

通向世界的起点。我从那里出来，当我疲
惫劳累的时候，也应该皈依那里。母亲坐
在灯下，像一尊菩萨，发出慈祥的光，我是
个散财童子，将母亲一生的积蓄折腾完了，
顺便也将母亲一生的光阴挥霍完了，当我
再回去时，母亲已经白发如雪，像一株经霜
的草，在故乡，如此刺眼，如此孤独。

与母亲白发对应的是红。
每年回家，都是为了那一片红，尤其是

“出门见喜”四个字，鲜艳于门前，它们或睡
在墙上，或搂着树的脖子，这大红的福祉，
通过言语的祝福，散落在故乡的大地上。
出门见喜的背后，是一双冻得通红的手，高
举着故乡的福音书，生火，熬浆糊，把陈旧
的年赶走，刷上红色的春联，出门见喜，这
四个字，吹响了来年的歌声。

这四个字，蘸满了故乡的人情世故。
一个会写书法的人，会承包一个村庄的春
联，一个村庄有多少种字体，就标杆着故乡
的文化底蕴，乡村原始的文化评定，全藏在
这些字里。字不会撒谎，就像庄稼不会撒
谎一样，故乡所有的评价方式都是和草木
联系在一起的。

我想，我这个漂泊在外面的浪子，心里
是不是正下着鹅毛大雪？

那是关于故乡新年的记忆，一场雪与
冬天对应的关系，其实不需要一一指正。
岁暮，屋顶像斗笠，红色的春联更加鲜艳，

“出门见喜”四个字，照出了故乡大雪之后
的红火日子。这四个字里，立着一种精神：
豁达、坦然、积极，我无意于赞美，却总会在
四个字里，遇见新年欢愉的歌声。

是时候站在大地上回望星空了，这时
候我们眼睛里的星子，还是如此迷人，只是
它不仅仅局限于理想与出走，或许更多的
应该是坚守与皈依吧！

站在大地上仰望星空的人，如果能看
见“出门见喜”这四个字，我们童年就不会
消失，我们那些被风吹散的炊烟，还会重现
出现在屋顶，哪怕是一缕、两缕，也是好的。

门楼之前，归人如五月的麦芒，抬头，
出门见喜啊！

出门见喜

□李忠元

今年春来早，除夕刚过，春风就
扯起长长的丝线，系上萌动复苏的
枝头，将春光点染，让经冬的大地一
片春光灿烂。

一大早，太阳拨开稀疏的云朵，
开始暖暖地转着，以母亲抚拍婴孩
的姿态，给大地输入宽厚的温存。
时光暖暖的、肆意地流淌。

但毕竟是初春，草尖刚刚拱破
黑乎乎的地皮，还是嫩嫩的、黄黄
的、一簇一簇的，七零八落，显得很
是斑驳。背阴坡里倒有趣，一簇绿
色的草尖上拖着些未融化掉的白
雪，白绿相间，互相烘托，煞是好
看。

迁徙的候鸟一路向北，飞回来
了，飞落于草坪上，一面啄食飞虫，
一面卖弄似的啁啾。嘘，我想一个
人——静静。听听，这鸟类美妙的
歌喉，清唱的可是她还归故里的欢
乐歌吟？

由这些个鸟鸣我想到了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草原上度过的。我童
年的草原完全是原生态的。

那时，我们最盼望的就是春天，
每逢春来，草原就告别严冬，开始焕
发勃勃生机，草儿青葱，溪水潺潺，
各色不知名的野花争相绽放，天空
里以云雀为首的百鸟争鸣，一派诗
情画意，大自然所有的妙处一股脑
地突然来袭，让我既兴奋又诚惶诚
恐。

童年的草原土质肥沃，适合万
物生长，春风起处，野草疯长，用不
了多久的光景就变得蒿草丰茂随风
而舞了。

草原上的野花不知名，什么烟
火头、小碟花、黄花，都是我们这些
农家孩子根据形态和颜色给起的名
字，虽然花名不怎么好听，但个个都
长得缤纷多彩，争奇斗艳，芬芳四
溢。花开季节，我们争先恐后地采
集这些鲜艳的野花，玩各种各样的

游戏。一别经年，离开故乡好多年，
可回想起来，那馥郁的花香还飘散
在记忆的星空里，久久不愿散去。

草原的鸟种类很多，鹌鹑、灵
鸟、麻雀，有的名字很难写出来，但
叫声都很好听。记忆最深的就是鲁
迅笔下的叫天子——云雀，这种鸟
飞得相当高远，一边飞一边叫，叫声
嘹亮月儿，时而还能在高空滑翔，在
云彩上钉小“丁”字玩。有时，我们
这些淘气的孩子看着它在天空飞叫
的方位来判断鸟窝的位置，一猜一
个准，拨开附近一撮高草，一定有一
个圆圆的小巧的鸟窝，轻轻地伸出
手，一定可以掏得一窝带着温度的
鸟蛋。不要怪我们这些孩子贪婪，
对于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那可是
极其珍贵的美味啊。

那时，我们属于草原，我们是草
原之子。每年冬去春来，我们这些
还没上学的孩子就整天到草原上玩
乐，逮蛤蟆、捉蝈蝈、采黄花、掏鸟
窝，种种趣事不一而足。

在父母的嘱托下，我每天牵上
家里那头老黄牛，做一个悠闲的
牧童，横一只短笛在手，坐在牛背
上，一边放牧，一边悠然自得地乱
吹。

放牧是很有趣的事，也是我年
少时最为美好的一段回忆。那时村
子前面不远就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
的大草原。早晨，我们迎着第一缕
曙光走在路上，春草青葱，露珠晶
莹，远远传来馥郁的花香，引得黄牛
阵阵骚动，它一路哞叫，呼朋引伴，
以锐不可当的冲动，撒欢地奔向辽
阔的草原，所到之处，全是突破牢笼
自由挥洒的写意。

放牧，恣情于无边的草原，确实
是件挺惬意的事情。

稍大一点，我还学着大人的样
子，套上小车，坐车来到草原上，选
一块草长势好的地方，把牛卸下来，
让它吃草去，我则可以自由活动了。

为了好管理，我用一根长绳子
把牲口链到车上，然后就可以把麻

袋铺到车上，坐下来把带来的书展
开，径自看书去，看累了便可以仰头
睡上一觉。

那时候看的书倒不少，但都是
些小人书、连环画，像《满江红》《七
剑下天山》《西游记》……别看这些
书杂七杂八的，属于自己买来的却
很少。那时家里穷，根本买比起那
么多书，有很多都是亲属伙伴们知
道我爱看书送给我的，但我读书的
热情还是蛮高的，有时候书上的内
容根本看不懂，就要等晚上回家请
父母或哥哥给讲。这样一来二去，
没有等到上学我就已经认识了不少
字。

草原放牧，并不是牲口总是那
般老实，可以让我安心读书。我放
过的牲口有牛、有马，还有驴，有时
候偶然调皮捣蛋也是有的，它们可
能把笼套挣脱掉，就得趁它没跑远
把它赶回来，再重新拴好。有时甚
至得求助于跟前同样放牧的大人。
有一回赶牲口回来，拴在车上的一
头驴竟把我最珍贵的一本《西游记》
连环画给嚼个稀巴烂，为此，回家之
后我哭了整整半个晚上。

草原放牧毕竟有不少欢乐，虽
然有时也觉得很苦很累的，但风里
来雨里去的生活毕竟让我这个奔放
不羁的“草原之子”学会了不少东
西，能以足够顽强的毅力去面对此
后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关坎”。

后来，我不得不离开这漫无边
际的碧绿的大草原，因为我要去读
书了，但我还是时常怀恋那段草原
放牧的美好日子。

只可惜，那些难忘的童年时光
已不再。可是，不管我走到哪里，
回忆起童年时的种种美好，就像
喝了一杯陈年的老酒，常常是陶
然一醉。

春来草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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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利晓

在我的心目中，写下这个“牛”字，仿佛
就像是写下一幅画的名字，画面上，一头牛
或者耕田，或者拉车，或者吃草，或者哞叫，
或者悠闲地甩着尾巴……

在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乡下人的记忆
中，这牛，并非什么稀罕家畜了，许许多多
人的童年时代，就是和这牛一起度过的，尤
其是那些放牛的岁月，每天一放学，家里的
大人就会安排我们去放牛，于是，一截“牧
童骑黄牛，歌声震林樾”的时光，便悠然而
至，这是美好的，至今想起来，仍有此感。

虽说牛分为很多种，但在我们这里还
是以黄牛居多，黄色的皮毛，大多数都是一
副瘦骨嶙峋的样子，瘦是瘦了些，但是它们
个个都骨骼硬朗，一副异常健壮的样子。

从古至今，关于牛的文艺作品，都不在
少数，不管是入诗，还是入画，牛都是最最
常见的主题之一，经典的化作，比如韩滉的
《五牛图》，比如陶弘景的《二牛图》，比如李
迪的《风雨归牧图》，比如郭诩的《牛背横笛
图》……都是经典的传世之作，都是民族文
化的瑰宝。

就个人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风雨牧
归图》，尤其是喜欢其中的意境，低垂的垂
柳，青青的碧草，骑着黄牛的牧童，在风雨
袭来之时，一个披着蓑衣戴着斗笠，一个则
倒骑黄牛，只披着蓑衣而没戴斗笠，那种被
风雨侵袭而有些狼狈有些措手不及的场
景，给描绘得淋漓尽致。这场景，是多么地

熟悉，多么地似曾相识，仔细想想，这不就
是我们儿时放牛时的场景的写照吗？

而《牛背横笛图》，虽说简单，但是更具
韵味儿，一头牛，一个母体，一只短笛，于是
说，这是一幅画，还不如说这是我们儿时童
年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更为贴切些，在那

“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诗
情画意里，向着家园归去，看着这幅画，会
让人觉得画卷里的小小牧童，就是童年时
的自己。

在农耕时代，牛是被着重保护的动物，
在北宋时期，还专门为保护耕牛而出台法
律，禁止对牛的私自宰杀。在人们的心目
中，这老牛，已然成为家庭中的一个成员。

是啊，入画，这牛是憨态可掬十分可
爱，入诗，这牛是最美的意象，被平平仄仄
的吟哦，在我的心目中，这牛，就是一幅画
的名称，就是一首诗的诗题，或者是一阙词
的词牌，每次目光的触碰，都能在你的心窝
窝里激荡出无尽的诗情画意来。

喜欢牛，不仅仅只是这些，我想，一定
还会有这牛，也是我们儿时记忆中的一部
分，那段悠闲自在无忧无虑的放牛岁月，那
段悠扬的笛声岁月，才是我们心中最最念
念不忘的吧？

牛年话牛，愿我们的未来更加的牛气
冲天……

牛年话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