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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春
你叫立春
有点勉强
叫你怀春
方合物理

因为从这一天起
你开始孕育春天
而春天
开始孕育万物

雨 水
一年好雨
如约而至
播的是肥
洒的是爱

说你好呢要要要
滋润大地
滋养庄稼
滋生生灵

还有那
养眼的颜色
养耳的声音
养心的温馨

惊 蛰
一年生物运动的发令枪
在这一天打响
大到龙抬头
小到蚂蚁伸懒腰

起身了
不睡了
该唱歌的唱歌
该上班的上班

第一声雷声的启蒙
催促你我
闻风而动
雷厉风行

春 分
应该叫分春
这一天你分娩了春
这时候
才像个春天

你
平分了春季

你
平分了昼夜

你用行为
交出了一篇论文
论证了气候学定义上的
春季温度

时间在这里提速
春光一刻值千金
忙
成了人人的一句口头禅

清 明
在我眼里
你有三重意蕴

一重是气候
仲春好踏青
别说秋千架上春衫薄
就是那一根根风筝线
也扯出春天的故事串串

二重是民俗
那坟头鲜花
眼中泪花
和着纷纷雨
在天地之间漂洒

三重是祈愿
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
能由清明节气
变成清明气节
乃至清明时代

谷 雨
与一只鸟有关
它用一首歌声
贴出一幅
农家的布告

它与一个历史文化事件有关
仓颉造字
让鬼们从此不好再去蒙人
老天却高兴地下了一场谷子雨

这一时空
天地人合为一道
巧合了野世界读书日冶
我们不妨一边品茗一边读书

春天的节气
张锋

墓碑隐隐袁芳草萋萋袁春天的脚步总
是来去匆匆袁倏忽之间便到了细雨纷飞尧
祭扫亲人的清明时节遥

一方土丘袁一座坟茔袁便是逝者永远
的归宿遥 大概为了较长时间的纪念袁不知
肇于何世袁不知始于何年袁古人发明了石
碑袁发明了于碑上刻字铭文遥 八大家之首
的韩愈袁为悼念亡友柳宗元而写的叶刘子
厚墓志铭曳袁成了人们常诵常新的楷模文
章遥

人过望留名袁雁过会留声遥 野人固有
一死袁或重于泰山袁或轻于鸿毛冶袁这便是
司马迁的生死观袁亦是他的肺腑之言遥 虽
然人们不知道他死于何年袁葬于何处袁但
是他那血泪斑斑尧情真意切尧诚挚感人的
叶报任安书曳便可认作他的墓志铭遥 他的
纪念丰碑便是那被称之为野史家之绝唱袁
无韵之离骚冶的太史公书遥 太史公虽已忘
故袁但千百年来袁其精神仍存活于后人心
间遥

人固有一死袁古今中外袁概莫能免遥
碑刻铭文袁即便是西方人袁亦通行其道袁
不过区别于中人的那种文绉绉尧 酸溜溜
的风格袁西人更显洒脱遥 美国的富兰克林
于世可以说谁人不知袁哪个不晓袁然他死
后袁墓碑上仅刻了野印刷工人本杰明窑富
兰克林冶寥寥数字遥 无独有偶袁托马斯窑杰
弗逊曾任美国第三任总统袁 他一生恪尽
职守尧慎行公职尧夙兴夜寐尧清廉自律袁晚
年竟然落得贫病交加尧举债度日的地步袁
最后于 1826 年国庆独立日溘然长逝遥 他
的 墓 碑 上 的 铭 文 是 院 野托 马 斯窑杰 弗
逊要要要美国叶独立宣言曳和弗吉尼亚宗教
自由法案执笔人尧 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安
葬于此冶遥 铭文没有高官显宦尧九五之尊
的居官履历袁那是何等的风流洒脱袁又是
何等的肃穆庄重遥

让我们把目光东移遥 自 1840 年鸦片
战争以来袁 中华大地风雨飘摇尧 山河破
碎遥 为拯救民族危亡袁英烈们前仆后继尧

慷慨悲歌袁何止千千万万浴 他们中的绝大
多数都未曾留下住址尧姓名袁更遑论碑铭
了遥 野大江歌罢掉头东袁邃密群科济世穷袁
面壁十年图破壁袁难酬蹈海亦英雄遥 冶这
是周总理年轻时东渡日本的明志诗遥
1905 年 11 月袁革命先烈陈天华为了唤醒
在日留学生们的觉悟袁 在留下 野人之将
死袁其言也善袁鸟之将亡袁其鸣也哀冶的
叶绝命辞曳之后袁跳海身亡袁真的成为野难
酬蹈海而为后人景仰的英雄冶了袁那篇用
生命写成的叶绝命辞曳难道不是他慷慨悲
歌的墓志铭钥

野万里乘云去复来袁 只身东海挟春
雷遥 忍看图画移颜色袁肯使江山付劫灰遥
浊酒不销忧国泪袁救时应仗出群才遥 拼将
十万头颅血袁须把乾坤力挽回遥 冶这是同
陈天华一样曾留学日本的鉴湖女侠秋瑾
的励志诗篇遥1907 年的野秋风秋雨冶袁秋瑾
面对反动派的屠刀从容就义袁 难不成她
那励志诗篇不是她永不褪色的墓志铭钥

1927 年袁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袁逮捕杀害了
数不清的革命先烈袁杨开慧尧江竹筠尧向
警予尧瞿秋白尧方志敏噎噎夏明翰野砍头
不要紧袁只要主义真袁杀了夏明翰袁还有
后来人遥 冶这应该说是他代表了无数的革
命先烈写下的集体墓志铭遥

清明时节雨纷纷袁路上行人欲断魂遥
借问酒家何处有钥 牧童遥指杏花村遥 此
刻袁在清明时节的绵绵细雨中袁泪眼婆娑
的我仿佛看到袁在广州黄花岗袁在南京雨
花台袁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袁那些数不清
的烈士墓地和烈士陵园袁 忽然间青松翠
柏袁扶摇直上遥 在下蓦然顿悟袁在中国近
代反抗帝国主义尧封建主义尧官僚资本主
义的历史进程中所展示的那可歌可泣尧
壮丽恢宏尧气吞山河的不朽的历史画卷袁
天安门广场上由开国领袖毛泽东亲笔题
写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些前仆后
继尧义薄云天的英雄群雕袁不也正是无名
英雄传之千秋万代的墓志铭吗钥

清明节话墓志铭
李志勇

清明节作为祭祀祖先的中华传统节日袁数千年来
每到清明节袁文人墨客更是不免抒怀感慨一番袁关于
清明节的诗词歌赋浩如烟海袁读来或细腻含蓄袁或畅
达直白袁或感情缠绵袁气象万千遥 因此有人说袁清明节
在古典诗词中遥

古人描写清明节的最典型尧最脍炙人口的诗词首
推杜牧的那首四言绝句院野清明时节雨纷纷袁路上行人
欲断魂遥 借问酒家何处有钥 牧童遥指杏花村遥 冶清明节
的时候袁诗人不能够回家扫墓袁却孤零零一个人在异
乡路上奔波袁心里已经不是滋味遥 况且袁天也不作美袁
阴沉着脸袁将牛毛细雨纷纷洒落下来袁眼前迷蒙蒙的袁
春衫湿漉漉的袁简直要断魂了袁找个酒店避避雨袁暖暖
身袁消消心头的愁苦吧袁可酒店在哪儿呢钥 便向路旁的
牧童打听遥 骑在牛背上的小牧童用手向远处一指要要要
哦袁在那开满杏花的村庄袁一面酒店的幌子高高挑起袁
正在招揽行人呢浴

吴惟信的叶苏堤清明即事曳院野梨花风起正清明袁游
子寻春半出城遥 日暮笙歌收拾去袁万株杨柳属流莺遥 冶
春光明媚袁和风徐徐的西子湖畔袁游人如织遥 到了傍
晚袁游湖踏青之人已散袁笙歌已歇袁但西湖却万树流
莺袁春色依旧遥 把佳节清明的西湖袁描绘得如人间天
堂袁美不胜收遥

张继的叶闾门即事曳院野耕夫召募爱楼船袁春草青青
万项田曰试上吴门窥郡郭袁清明几处有新烟遥 冶清明本
应是农忙时节袁可诗人登上城楼眺望袁却只见由于农
民都被召去当兵了袁农村劳动力缺乏袁万顷农田无人
耕作袁荒芜长满了青草遥 禁止烧火的寒食节过去了袁清
明节应该是千家万户重新起火的日子袁而诗人看到的
是只有寥寥几处的人家燃起新烟袁 一片凄凉的景象遥
这是诗人描写的唐代安史之乱后农村的萧条景象遥

王禹的叶清明曳院野无花无酒过清明袁兴味萧然似野
僧遥昨日邻家乞新火袁晓窗分与读书灯遥 冶无花可欣赏袁
无酒可饮时过清明节袁这样寂寞清苦的生活袁就像荒

山野庙的和尚袁一切都显得很淡漠袁昨天从邻家讨来
新燃的火种袁在清明节的一大早袁就在窗前点灯袁坐下
来潜心读书遥

程颢的叶郊行即事曳院野芳草绿野恣行事袁春入遥山
碧四周曰兴逐乱红穿柳巷袁固因流水坐苔矶曰莫辞盏酒
十分劝袁只恐风花一片红曰况是清明好天气袁不妨游衍
莫忘归遥 冶在长满芳草花卉的原野尽情地游玩袁春色已
到远山袁四周一片碧绿遥 乘着兴致追逐随风飘飞的红
色花瓣袁穿过柳絮飘舞的小巷曰感到困倦时袁对着溪边
流水袁坐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休息遥 休要推辞这杯酒袁
休要辜负十分诚挚劝酒的心意袁 只是怕风吹花落袁一
片片飞散了遥 况且今日是清明佳节袁又遇着晴朗的好
天气袁极宜游乐袁但不可乐而忘返遥

高启的 叶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曳院野满衣血泪与尘
埃袁乱后还乡亦可哀遥 风雨梨花寒食过袁几家坟上子孙
来钥 冶全身衣服都沾满了血泪和尘埃袁尽管现在战乱结
束了袁但是回到故乡也还会感到悲哀遥 在风雨中袁梨花
落尽了袁寒食节也过去了袁清明扫墓的时候袁有几户人
家的坟墓还会有后人来祭拜呢遥 这里展示的是战乱后
的惨景遥

王磐的 叶清江引清明日出游曳院野问西楼禁烟何处
好钥 绿野晴天道遥 马穿杨柳嘶袁人倚秋千笑袁探莺花总
教春醉倒遥 冶自古清明是亲近自然游山玩水的日子袁如
今清明节已至袁看着窗外的春色满园袁不禁顿生感慨遥
然而凭栏而望却不知哪处风景最佳遥 有朋友告诉我晴
空万里下碧绿的原野尽头袁 便是一处绝妙的游玩胜
地遥 穿过蓊蓊郁郁的杨柳丛袁紧收马缰袁马儿一声嘶
鸣袁抬头望去袁佳人斜倚秋千袁回眸一笑袁连带啼叫的
黄莺尧漂亮的花朵袁灿烂明媚的春光似要将人迷醉遥

古诗词里的清明袁就是这样意象万千袁意味悠长遥
但无论是烟雨蒙蒙袁青草离离袁还是哀思悠悠袁悲情渺
渺袁它带给我们的袁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慰藉和文
化上的代代传承遥

清明节在古典诗词中
颜玉华

三月袁乍暖还寒袁连续多日凄风
冷雨袁不由得让我紧张起来袁担心筹
划已久才选定下来给外公尧外婆迁墓
的事再受影响遥 谁知袁到了既定的那
天袁却是风和日丽尧晴空万里遥真是天
公作美袁选定的好日子遇上好天气浴

外公尧外婆原葬的墓地袁因地势
低洼袁常浸泡在水里袁姨母尧姨父们商
议后一致认为袁应该给他们换一个好
环境袁生前要尽孝袁死后要尽义遥晚辈
们自然心领神会尧积极响应遥 尽管迁
墓当日是星期一袁但大家都放下手里
的事袁在职的也大多请了假袁分别从
扬州尧泰州尧射阳等地赶赴滨海县的
振东镇洋口村遥

外公早年在乡里任职袁 后来主动到学校里教书育人遥
他待人宽厚尧和谒可亲袁脸上总是挂着质朴的笑容袁在当地
是一位德高望重尧受人景仰的长者遥 外婆勤劳贤惠尧面善心
慈袁人缘好袁很受左邻右舍的喜爱遥 外婆去世后袁外公的生
活起居都是七姨娘悉心照料袁为此付出了太多的辛劳遥 七
姨娘家搬到县城后袁外公就在当地的二姨娘家生活袁直到
10 年前以 96 岁的高龄仙逝遥

二姨娘尧二姨父袁为人忠厚袁待人热情袁四个儿女品性
端正尧勤快上进袁一家人和睦幸福遥 他们对外公关怀备至袁
有好吃尧好喝的都先给外公袁使外公一直享受着特别的待
遇袁生活在心情愉悦尧其乐融融的氛围里袁这也是他得以长
寿的原因之一遥 在二姨娘身患肠癌数十年袁甚至在癌转移
的日子里袁 她和二姨父仍然一如既往地精心侍候外公袁直
到外公安详地无疾而终遥

野摇啊摇袁摇到外婆桥浴 冶每当听到央视这句广告词时袁
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沉浸在童年时外婆尧外公给自己无限关
爱尧现在自己却无法弥补的深深自责的心境中遥 外婆尧外公
留给我的记忆袁虽然朦胧尧零碎袁却是藏匿于心尧不可磨灭遥

记得小时候袁去外婆尧外公家是最幸福的事遥 看到我去
了袁外婆尧外公总是十分高兴袁对我是有求必应尧想方设法尧
变着花样给我弄好吃的遥 一次在外婆家袁母亲和三姨娘收
拾好东西准备带我回家袁 就在我要跨出门槛的一刹那袁我
突然肚子疼袁外婆见状赶忙抱着我说院野人不留人袁天留人袁
不要回家去了浴 冶现在我也说不清袁当时是真的肚子疼袁还
是借故想留下来呢钥 还记得袁外婆生病在医院做手术后住
在我家袁我买了一瓶罐头送给坐在床上的外婆遥 外婆直夸
我孝顺遥 外公到我家袁父亲拉着我陪外公看电影袁在会堂门
前的水果摊前袁外公要掏钱买桔子给我吃袁被我父亲说我
不吃桔子而没有买袁 可我当时是多么渴望能吃到桔子啊袁
我不明白父亲是替外公省几个钱而说那样的话袁当时很生
气遥 上了高中袁开门办学袁到靠近外公家的淮海农场三分场
开拖拉机遥 我跑到外公家时袁外公和七姨娘喜出望外袁赶忙
烧了四个鸡蛋茶袁放了两勺子白砂糖袁我一口气吃了个精
光遥 这些虽是陈年往事袁可就像发生在昨天袁我现在真想对
他们说声谢谢袁更想报答满满的情意袁可他们都已成了远
去的故人遥

清明又至袁常忆先辈遥 年年清明袁年年祭遥 对逝去的亲
人供奉一片情意尧寄托一份哀思袁对健在的亲人献一份爱
心尧尽一份孝道袁这是新时代的人们应该传承的文化和弘
扬的美德袁也是应该具备的基本的道德品质遥

清
明
祭

高
亚

临近清明袁我自然想到刚去世的二弟遥
二弟名叫顾长怀袁今年 82 岁袁是射阳县磷肥厂的

退休工人遥 退休后袁居住在老家长荡镇甲侯村袁每月享
受着国家给他的 3600 元退休金袁 和老伴一起安享晚
年遥 谁知袁于三月十六日下午袁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
离世遥 80 多年的兄弟之情袁又怎能不使我痛哭不已呢浴

因父母生在旧社会袁家庭十分贫寒袁我二弟只读
了小学三年级遥莫看他文化水平低袁可他是个有志向的
人遥 18 岁那年袁省南化公司招工袁他率先报名当上了从
事磷肥生产的工人遥这是一个脏苦累的工种袁但因他不
怕吃苦尧肯学肯钻袁不久从野门外汉冶变成了野内行人冶袁
成了生产车间里的骨干袁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遥上世纪
六十年代末袁射阳县筹建磷肥厂袁需要一批技术工人袁
就和南化公司协商袁把射阳籍的工人转让一部分到厂
里来袁我二弟就是其中之一遥

磷肥生产的主要原料是矿石和硫酸袁射阳没有这
两种原料袁全靠外地运回袁厂里组织了 10 条船的船队袁
在船上工作的工人有 30 多名袁这是磷肥厂工人中的核
心力量遥 这个队伍由谁来领导呢钥 我二弟一下子就被
看中了袁当上了船队队长袁一干就是 30 多年袁直到退
休遥30 多年中袁他这个队长是如何当的呢钥老厂长吴学
华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遥

吴老厂长现和我是近邻袁 他和我的二弟共事 13
年遥二弟丧事处理完的第二天袁我就特地去他家把这悲
伤的消息告诉他遥他听了大吃一惊袁顺口说院野这是难得
的好人呀浴冶接着袁他像预先准备好稿子似的袁有条有理
地说院野顾老队长这个人袁我对他的评价是三条院一是敢

担风险袁船队常年到外地去运矿石袁经过长江尧大河是
经常的袁遇到大风大浪也是经常的事袁他从未对此畏惧
过曰二是能吃苦尧善吃苦袁上货下货他都是带头干袁厂里
生产急需原料时袁他顾不上吃饭尧睡觉袁也要保证原料
及时供应曰三是平易近人袁始终和工人打成一片袁他和
工人一起吃住在船上袁工人心里有什么想法袁都是推心
置腹地告诉他袁这对他有针对性做思想工作有帮助遥多
年来袁30 多个船工一直没闹过无原则的纠纷冶遥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 我国的工业生产从无到有尧从
小到大尧从大到强袁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袁工人起了
绝对性的作用遥我想我二弟也应该算是一个袁最起码要
算起了添砖加瓦的作用遥

我对二弟的印象是院他对党无限地忠诚袁除努力
工作以外袁就是时时处处不忘党的恩情遥 每次见面闲
谈的内容袁他都要重复向我说他家的变化遥 一是谈自
己遥 他总是乐乎乎地说院野我生活在农村袁吃蔬菜靠自
留地里长曰吃荤菜退休金一半又用不了袁大部分存银
行袁不需要孩子们给一分钱遥冶二是谈儿孙遥谈到儿孙袁
他脸上更是呈现出灿烂的笑容遥 他告诉我说院野儿子尧
儿媳都在厂里当工人袁每月工资近万元袁有房子尧有车
子遥冶野孙子在县城办了一个汽车修理厂袁生意很好袁每
月有几万元的收入袁有时袁一天能弄千把元的收入袁有
两套房子袁一辆新轿车遥孙女在浙江杭州经商袁有上千
万元的固定资产遥冶每次和我闲谈结束袁都要重复他的
一句老话院野没有共产党袁 哪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遥 冶

含泪话二弟
顾长清

时霎清明袁燕子又回旧宅遥 那丝丝细寸却愁绪般从天际飘落
下来袁已不记得多少个暮春时节袁听风听雨过清明遥 但年年柳色袁
心情却万般苦涩遥 金牛送福的清明袁黄土地的月下松岗多了一位
亲人袁虽说寿至期颐袁寻梦仙逝袁但阴阳相隔袁空樽夜泣袁未免也
是野往事一潸然冶遥

那丝丝细雨袁冷冷的又夹杂了斜风袁愁绪也纷乱起来遥 那一
片片擎着泪珠的春草袁是否也怜意着人间的悲欢钥 那一年一度的
清明袁是否也承载着岁月的哀思钥 那一颗颗晶莹的泪珠袁是否也
饱含着生灵的苦难钥

犹记得去年清明袁芳草新绿袁花草争艳袁但却因新冠肺炎疫
情袁踏青少见了伙伴袁祭祀也被取消了行程袁低沉的情绪更被冷
雨浇个透凉袁此时耳际却又传来许嵩的野我在人间彷徨袁寻不到
你的天堂冶袁曲调低缓袁如泣如诉袁双眶也不禁模糊起来袁于是和
着悲伤袁借着新愁袁独自在斗室的一角默默地写下满纸凄冷的文
字遥

即使夜已深沉袁我也丝毫没有睡意袁因为一个又一个的清明
在脑海闪过袁一个又一个的过往在眼前恍惚袁但我却清晰地看到
了袁看到了一束又一束的花环袁那是英雄的桂冠袁那是最美逆行
的背影袁 那是这个世界献给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以身殉职的
医护人员的最高荣誉遥 野前一天还在一起奋战的同事袁第二天就
被送进了病房袁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遥 冶哪有什么英
雄钥 只不过是一群普通的人拼死而战浴

那丝丝细雨从天际飘落下来袁 带着无限的深情和爱滋润着
我的心田袁连同那一束束的花环袁一并献给伟大的母亲袁献给无
悔的过往袁献给未来和希望噎噎

草又绿了袁燕子又回来袁松间的思念尚未远去袁鬓角的发丝
却又添了新白噎噎

无可奈何袁白驹过隙遥 奈何钥 奈何钥 时霎清明浴

时霎清明
江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