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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年，有一种香，叫“桂花香”。
这香，来自于桂花鸭。但桂花鸭有桂花
香，却无桂花，这也是旧时之年味蕾上
的一桩奇事。

一近年，人与事都闲了下来。而这
样的闲散，很多时候就是从一只桂花鸭
开始的。平日里，人忙，忙得连好好吃
饭的时间都没有。人在赶时间的狼吞虎
咽里，无形中就是对美食的糟蹋。于
是，好东西是万万舍不得在忙碌时上桌
的。

而一旦到了年关，闲了下来，心中就
生出了遐思。民以食为天，这样的遐思
多数时候都与食物有关。把平日里舍不
得的美食，一一端上桌，慢慢吃，慢慢
品，把味道翻来覆去咂嘴饶舌地尝个
遍。而桂花鸭，自然是这种时候的首
选。

旧时年关的饭局，很多是从一只桂
花鸭开始的。提着一只肥鸭子，约上闲
人三五个，备上小酒一壶。于是，一场
海阔天空天南地北瞎侃的饭局就揭开了
序幕。

关于桂花鸭这个名称，众人从来都
无异议。初尝桂花鸭的人，总不禁为之
惊艳。舌尖上，盘绕着一股独特的香。
这种香，细细一品，有甜甜的香，有浓浓
的醇。交织在口中，就成了一曲绝美的
惊叹。这样的香，说不清，道不明，似是
简单，却又繁复。再问这道菜的名称，
一听是桂花鸭，顿时拍案叫绝，原来是
桂花香！

桂花鸭中，有桂花香；可桂花鸭中，
却无桂花。

这个疑问，后来却在前人的记录中，
找到了答案。清代的袁枚说，“人人以
为肉内有桂花香也”。简简单单的俩字

“以为”，把肉的甜香形容得淋漓尽致。
要什么样的肥鸭子，才能让尝过的人，
都以为“肉内有桂花香”呢？

在温暖的季节里，这样的鸭子都是
行走于湿润的湿地河岸边。潺潺流水，
嫩嫩的草，活跳的鱼虾，肥美的螺蛳，把
一只只鸭子调理得皮紧肉实。当然，五
谷杂粮也不可少的。等到一只只鸭子肥
而不腻，实而不柴，烹煮时连调料都不
怎么需要。端上桌，一口咬下去，竟让
人以为有桂花香。

原来，这桂花香即为肉香。如今，以
桂花入馔，炖一锅弥漫着浓浓桂花香的
肥鸭，倒也是容易事。只是，这样的桂花
香，流于表面，未免肤浅。而若要像旧
时，以真材实料从肉中催生出桂花之香，
在如今却有点可望不可及了。

植物与动物，味道到了深处，也可以
是相通的。在鸭子里，吃出了桂花的味
道，这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食到深
处，融为一体，更能体验到自然之美妙。

旧时的年，就是在这样的美妙中，走
上了舌尖，走进了心间。

年生桂花香
□ 郭华悦

周日，约了朋友一起来到有名的双凤村花卉
种植基地，去赴一场美丽的约会。

进了村道，我把车窗摁下，看着路边一排排树
木飞快闪过，果树的花香灌进车内，香得人欣欣然
心情雀跃。

基地负责人玉姐首先带我们参观基地一号大
棚，这个棚种植的花卉品种为白掌。白掌又名一
帆风顺、白鹤芋。我蹲下细细打量：白掌的花，像
一艘乘风破浪的帆船，这应该是得名“一帆风顺”
的由来吧。花苞里长着淡黄色的肉穗花序，闻起
来并不香。但谁规定一定得香呢？它可以在别的
方面出类拔萃呀。可不是么，除了作盆栽观赏外，
白掌还具有生物医药上的作用，能过滤空气中的
苯、三氯乙烯和甲醛，还可防止鼻粘膜干燥。这是
一种务实而又低调的花，是办公场所最常见的盆
景，也是市场上需求量很大的一种植物。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观赏性与实用性并存的
五彩椒。果实长得小巧玲珑，红、黄、橙几种颜色
热热闹闹挤在一起，灵动活泼，煞是可爱。五彩椒
除了可作为观赏盆景，还是一道富含多种维生素
及微量元素的菜肴呢。

我指着一款开得热烈的红色花询问花名，玉
姐告诉我这花的名字叫“富贵红”。

“这花因颜色和花名寓意着吉祥喜庆，在市场
上深受顾客欢迎，销路非常好。”玉姐说话带笑，言
谈中始终嘴角上弯笑意盈盈。不禁暗想，她是天
生就带着快乐基因来到人间的吗？还是因为从事
与鲜花打交道的工作缘故？抑或花草植物的滋养
熏陶会使人呈现出美好的心性神态？反正我被她
的开朗感染到了，不自觉跟着展出愉快的笑容。

在花丛中走走看看，与一株又一株的花卉初
相识：一品红、百万心、千叶兰、驱蚊草……不知不
觉中过去近两小时。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准备观
赏完无名草就打道回程。

乍进无名草大棚，我有一瞬间的炫目，眼前是
一盆盆赤橙黄绿青蓝紫多种颜色汇聚的无名草，
组合排列成巨大的花地毯。我小心翼翼地走进
去，生怕不小心踩到“地毯”。此刻，站在花海中，
一时之间竟有些恍惚，以为自己走进了某部影视
剧的风景里。

忽然一阵香味儿悠悠飘来，我忍不住赞叹：
“这花好香啊。”玉姐却说无名草是不香的。

“可是我真的闻到香味呀。”
“呵，那是驱蚊草的香味儿，我们刚才从驱蚊

草的棚里出来，香气还留在身上来不及散去呢。”
玉姐笑着释疑。

旁边的一位花农大姐正忙着移栽花卉幼苗，
我蹲在她身边看，大姐边干活边跟我讲解：“花苗
长到一定程度，就要给它们换盆，不然会因拥挤而
影响养分的吸收和光照。”她动作熟练，手法轻柔，
仿佛在她手里的是个小婴儿。在花农的精心照料
下，花儿们都使劲儿长着，一盆盆花叶蓬蓬勃勃，
白花清爽，紫花优雅，红色的花儿开得兴高采烈
……花儿好似通人性，它们各展风姿，绽放出极致
的芬芳与美丽，以回报花农的悉心呵护。

我忍不住拿出手机，将眼前的美丽定格。此
刻此景，任意的一个角度都是美好的构图。

回程路上，大家聊起喜欢的花，小媚说她喜欢
碰碰香，这花天然娇俏，清爽芬芳，轻轻一碰满手
的芳香，像俏皮率性的小女孩。而我则喜欢金银
花。在我遥远的中学时光里，妈妈在阳台上种了
一盆金银花，它的藤蔓长着长着就爬到了临窗的
栏杆。夜里，黄白相间的金银花沐浴在朗月清辉
里，有一种清雅秀逸的美。偶尔有风吹来，那花的
香味儿就飘散开了，直香进我的梦里。我喜欢把
半开的花骨朵摘下，藏进书橱或是夹在读了一半
的书里，看书时翻开书本，一缕暗香悠悠散开，令
人心生愉悦。江先生则对色彩斑斓的彩椒赞不绝
口，他想买一盆带回家送给把家操持得温馨有爱
的妻子。

“我喜欢彩椒的多彩丰富，有一种烟火日子的
热闹温馨，虽不名贵却很实在，像个性情爽朗、热
爱生活的女子。”江先生说。这话听着不像是在赞
美一株植物，更像是在由衷夸赞自己的爱人。我
和小媚相视一笑，彼此了然，心照不宣。

花开是歌，是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期盼，是对
前景的美好祝福。很喜欢在闲暇时，与鲜花亲近，
让身心被芬芳围绕，感受万花丛中过，带回一身香
的惬意。

花间走过一身香
□ 张小玲

礼刚老师是我多年的同事，知
道他写诗，但不知道他写了这么
多，而且写得这么好。当他拿出

《琼园诗稿》并嘱我为其作序时，
我很惊讶，也颇惊喜。这本《琼园
诗稿》，内容丰富，佳句迭出。诗稿
所记录的是作者“北上南下”数十
年的人生踪迹，“十年一觉京华梦，
负箧南归鬓已皤。燕赵风霜淬筋
骨，沧溟浩瀚送行舸”便是这种时
空大跨越的真实写照。我对旧体
诗知之甚浅，拙于品析，作序的确
勉为其难。且把赏读中所触所感
之零碎凑成粗砖一块，抛以引玉
吧。

《琼园诗稿》时空跨度大，题
材丰富，情思格调变化多，整体呈
多向性特征。对其归类略显粗暴，
但肯定是一种易行有效的办法，所
以我觉得把它归类为行吟诗，或许
能够比较清楚地梳理其鲜明主线，
也更有助于我们比较准确地把握
其特点。行吟诗既是作者时空游
历的现实记录，更是精神主体漫游
的诗性印痕。《琼园诗稿》中很
多篇什正是以一个游历者的视角，
来描摹历史与现实，进行一种精神
上的审美。比如《归元寺千手佛
与聚宝盆》等诗，即有如此“神游”
的境界。

多彩多姿，情随境迁，是行吟
诗的特点，也是《琼园诗稿》的特
色。所谓行吟，是诗人的所历、所
见、所虑、所思。它呈现不同的风
物和不同的人生阶段，如音乐的节
奏，有高低错落之美。《琼园诗
稿》前半部分作品有豪迈的，也有
忧郁的，后半部分则含有更多人生
哲思，更加凸显理性。也许是因为
人生的智慧增长了，所以礼刚老师
后期的诗作于嬉笑怒骂之中，常常
带有一种幽默轻松。“皆言落日何
曾落？静夜分明照桂枝”（《步醉
眼迷离〈咏落日〉原韵》），感伤中
有豁达，豁达中有幽默，道家一体
两面的思想跃然诗中。“干枝处处
皆根茎，倒插横栽一样生”（《咏榕
树》），同样于幽默中，礼赞了榕树

的品格，也从侧面礼赞了海南的自
然环境乃至人文环境。一个普通
的物象，在诗人主观的观照之下，
便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象，给人
一种主体性的冲击力，这是我所喜
欢的。

“长沙羁旅未经年，人世沧桑
已几番。贾傅遗风浑不见，歌楼舞
榭绕城垣。”（《长沙寓所题壁三
首·其一》）这首诗应当是稍早的
作品。诗中有一种失意、孤独、忧
郁的情绪，感觉作者好像经历了很
多事情，虽有一种为赋新诗“强说
愁”的味道，但这个“强说愁”是属
于青春年华的一个正常的情感流
露，也是一种文化的自省。难得在
物欲障目的时代，还留有一份清
醒，我觉得也是蛮感人的。“多情最
是湘江月，依旧殷勤照落花”（《长
沙寓所题壁三首·其二》），还好，
湘江未变、月未变、落花未变，诗人
从中算是找到了一点慰藉。一抑

一扬之间，让人发出无限感慨，诗
之美亦由此而生。

“幽燕雪，诗意更阑珊。故国
楼台如画里，红尘紫陌等闲看。神
思越千年。”（《忆江南·幽燕雪三
首·其三》）这是作者初到北京工
作遇到的第一场雪，让作者很是兴
奋。第一首写出了北国之雪的气
势：“直下苍穹如卷席，云山漫漶地
天间。”第二首写出了北国之雪与
江南之雪的不同：“不似江南柔柳
絮，霰飞如击节歌吟。”而第三首说
了什么呢？似什么也没说，又似包
含很多，留下了大片的想象空间。

“人事千秋常反顾，江河万古
向前流”（《重游橘子洲》)，这是较
新近的作品，开始明显展示豁达的
一面了。不仅仅表现在看事，看物
也豁达了。“红霞岭上灿红霞，原是
梧桐五月花。海角天涯因此著，南
溟奇甸炫奇葩”（《亚龙湾红霞岭
赏梧桐花》），热烈也是一种豁达，

是人生境界的升华，也代表了作者
的心境，这与苏东坡的“海南万里
真吾乡”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表明
对累赘的放下，对海南这片土地的
热爱。

人是需要一种很开阔的胸怀
的。可能在某个人生的阶段，甚至
是某一个瞬间，他会迷茫，会软弱，
会忧郁，会感伤，但当他把自己放
在永恒的宇宙和亘古不变的历史
长河之中，自然会对那些扰人心绪
的事情看淡，就有了一种超越之
感。超越感，就是一种飘逸，一种
豁达，一种纵览云飞的感觉。历
史、宇宙、时间、空间的局限，都被
打破，身心感到非常舒爽，就如刚
练完太极拳的感觉。诗人是必然
地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的，当
他感到精神世界很丰富的时候，他
就是快乐的，他的快乐便也分享给
了读者，这也就是诗的功能之一。
当然，忧郁与悲伤同样可以为读者
带来美的享受，这一点，也体现在

《琼园诗稿》中了。
《琼园诗稿》的可贵之处是体

现了诗与人的统一性，体现了诗品
人品、诗性、人性的统一性，体现了
方圆相兼、刚柔相济的一面，所展
示的是整体的人文精神气象。最
值得称道的是，诗集中有许多关注
底层、关注个体、关注生命、关注环
保，乃至关注信息时代的社会变
迁、体现社会责任感的章句。“莫笑
黄 沙 足 底 生 ，颗 颗 粒 粒 志 凌 云 ”
（《制灰砂砖》），平凡中见非凡，余
韵悠长；“芥花如米小，一片白如
霜”（《操场秋晨二首》其二），是
对弱小生命的讴歌；“不慕平原地，
偏从绝巘生。周围无寸土，足下滚
浮云。烈日凌岩烤，寒霜带露侵。
千寻崖壁上，九死九还魂”（《九死
还魂草》），吟诵的是“九死还魂
草”这个生命力极强的古老植物；

“人水相争斗，山溪力不禁。巴源
一带路，户户立河心”（《舒家河沿
途观感》），关注的是生态问题；

“难栖林下避纷纭，今日幽人竞入

群。指点江山空寂寂，灵魂深处动
风云”这首《微信群赋》，诗意地表
达了信息时代人们社会交往的新
的特征；“掌中世界终嫌小，巴水源
头好问津”（《定子丘中学同学相
聚微信群感赋》），认为虚拟的空间
毕竟还缺点什么，思考着网络世界
必然要服务于现实世界的这个人
类主体性问题。作者作为社会工
作教育者和社会工作实务践行者，
专业意识、社会责任感、人文情怀
和诗意发现、诗性书写，兼容并蓄，
丝丝入扣。

作者是一位比较直率的人，正
如其名，有方有刚，如果再用一个
词形容，就是“简单”，不遮不掩的
那种简单，这种直率和简单会让人
看起来显得清爽干净。但实际上
这仍然不是作者的全部，读礼刚的
诗歌之后，才感觉到其内心是那么
细腻和丰富。刚与柔的杂糅，在

《琼园诗稿》中多有体现。读者也
只有把这些矛盾的东西放在一起
来读，才能获得更准确的理解。

好的诗歌能激发读者的想象，
并由此生发开来。那种力求表达
得一清二楚，并希望读者也把握得
十分到位的创作，对于创作者来
讲，是没有留白，缺了诗者表达的
机智；对阅读者来讲，无再想象余
地，多了无再创作的遗憾。好的诗
歌是要让读者进入一种精神的层
面，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可能最
初是涓涓细流，但通过我们的一种
想象、生发，或是经过情思炉火的
锤炼，就开始炽热喷发，给人一种
冲击力。同时，另一方面这种炽热
的东西，通过诗人理性的过滤，又
可以戛然而止，方的、硬的东西，因
此变得圆，变得软，变得有韧劲。
这既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同时也是
诗歌创作的一种高超的技巧和方
法。诗歌不是直直白白地表达，但
又不能留下太多的刀削斧凿的痕
迹。这正是《琼园诗稿》带给我
的启示。

是为序。

好的诗歌能激发读者的想象
——《琼园诗稿》序

□ 杨兹举

《琼园诗稿》 方礼刚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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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秒一秒，一天一天，寒来
暑往，似水流年。

坐在窗前，看眼前三亚河，
潮起潮落，不停歇地流着、流
着……

岁月不就像这条河吗？不
知不觉，庚子年就要过去了。梳
理梳理，又有一串串深深浅浅的
印迹，镌刻在生命的年轮中。

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年刚
刚翻开序幕，新冠病毒就突然
袭来，居家、隔离、逆行，人们
积极地适应着新的生活模式，
从未见过的灾难，从未见过的
神速，各行各业凝心聚力，众
志成城，那一幅幅感人的抗疫
画面，那一个个动人的抗疫瞬
间，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
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中央
决定在 2020 年 4 月 4 日清明节
这 天 ，举 行 全 国 性 的 哀 悼 活
动。10 时整，户外准时传来了
防空警报鸣响声。我面对临春
岭，默哀三分钟，默哀毕，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心香一瓣，聊寄
哀思：“无花无酒过清明，有悲
有痛悼英灵;面对苍穹洒把泪，
化作青山祭忠魂。”原文学报主
编陈歆耕看到后，把这首小诗
推 上 了“ 今 日 头 条 ”，并 入 选

《2020 清风祭英烈》诗选辑。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我

们摘下口罩，用爱与希望拥抱
生活。火红的五月，我们三代
人开着两台车，进果园，摘树
莓，逛花园。在张家港月季园
赏 月 季 的 时 候 ，笑 醉 在 花 丛
里，孙子孙女乐不思蜀，他们
的笑声最动听。在渡江胜利
纪念碑前，在鲜艳的党旗下，
10 岁的小孙女庄重地举起了
握拳的右手。

这一年，我走进了三亚西
岛。这座藏着五百年历史文
化 的 古 朴 村 落 ，安 静 ，优 雅 。
老房子讲述着岛上发生的故
事。身入其间，仿佛到了诗画
世界。百年老屋，都是用珊瑚
石堆砌而成，斑驳的老墙，用
另一种语言向游客诉说着诗
与远方。

上世纪 70 年代，因为一部
电影《海霞》，我特敬慕威名远
扬的海岛女民兵。“中华儿女
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毛
主席为西岛女民兵写下了诗
句。我在岛上寻找。走街，穿
巷 ，问 朋 友 ，访 渔 民 ，进 老 房
子，品现代渔村，在西岛女民
兵展览馆前的遗址上，我看到
了那条船……

五月，走进广东惠州，走进

了客家人的聚集地。在这儿，
触摸了“四东”(东江、东坡、东
征、东纵)文化，品尝了苏东坡
写下的“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
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

仰慕叶挺将军已久，慕名
拜谒。刚进纪念园，就见一座
铜像高 1.896 米，那是将军的出
生年份，将军横刀策马，铁骨
铮铮，令人心魂肃然。“领导抗
敌，卓著勋劳”是他一生的写
照。

走进江西萍乡，在革命烈
士陵园看到了 4 根立柱上镌刻
的伟人手迹:“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副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创造了
中外美术史上的神话，这是世
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是
中国油画史上的一副经典之
作，有着极高的地位。萍乡市
有关部门依照该画原作塑造
了一尊毛泽东青铜雕像，伫立
在 安 源 煤 矿 新 建 的 广 场 上 。
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我和一
战友去瞻仰了铜像，撑着伞，
任凭雨点噼噼啪啪打着雨伞，
在 铜 像 前 ，我 们 站 了 很 久 很
久，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莲花一支枪纪念馆”有一

尊雕塑:巨手，握着一支枪，擎
起了战火青春的芳华，背景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向无
敌的光芒。我定住了，凝视着
这支不同寻常的枪，感觉有一
股血与火的气流在奔涌。

深圳建市四十周年之际，
我和“品鉴岭南”作家采风团
在深圳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行
走，福田、罗湖、宝安、前海，留
下了我们的足迹，留下了我们
的情感，也留下了我们的领悟
与思考。

福建晋江，我魂牵梦绕的
第二故乡。我在这儿度过了
十八年的青春岁月。初夏，我
回到了晋江，这次是专为“城
市新地标巡礼”而来。在巡礼
的路上，我丈量着每一座新地
标的高度与宽度。

深秋，应武夷山市委宣传
部之邀，我参加了纪念毛泽东

《如梦令·元旦》发表 90 周年暨
崇安苏区建立 90 周年采风活
动，我们寻旧址、爬山头、参观
革命历史纪念馆，厚重的红色
文化让我们感慨：武夷不仅有
养眼的绿，还有养心的武夷红。

这一年，有一句话常在耳
边响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是客观规律，世界天天在
变。划时代的变，意义不同。

深深浅浅的印迹 □ 罗光辉

野沐晨曦语燕鸣，碧云卧岭梦犹浓。
蜻蜓菡萏同结契，白鹭清江共守盟。
追梦蜂飞花上赶，醉春鹜宿苇边停。
椰心暗恋舔礁浪，海咏童谣报岁声。

志乘闻罗蓬 今日始得亲
喧嚣依旧远 古朴桃源人
青山峰峦错 白云出岫氤
陂塘湖水静 岸草自茵茵
榔树和岑影 日与绿波邻
野地果疏长 民勤笑语殷
岁功随天意 但得村醪饮

天涯孟春情
□ 黎述盛

访罗蓬村
□郑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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