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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镶玉竹盆景

心香一束

我自幼喜欢竹子，竹子在我的
心中是永恒的主题。因为，旧时的
家乡崇明岛上，可谓家家户户的宅
前屋后都种竹，品种繁多，有燕竹、
淡竹、水竹、黄金竹、紫竹等。这些
竹子，对农家来说，无论生产资料或
生活用品，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材
料，我家也不例外，在后宅院有一片
竹林，那时候，我常常和院子里及邻
居的伙伴们一起到竹林里看书、学
习、娱乐、玩耍，宁静的竹林时常被
我们搅得欢声不断……

如今，家乡的宅院几经搬迁和
改造，竹林早已没了踪影，但在我的
脑海中，竹的影子，竹林的那一份恬
静，那一份和谐，那一份情趣，却永
远抹不掉，与竹结下的情缘始终让
我难以忘怀。

于是，前几年老家房子翻建后，
在宅前种了几株金镶玉竹，如今 10
年过去了，几株竹子已长成一片郁
郁葱葱，修直挺拔的竹林。据称，金
镶玉竹也叫金镶碧嵌竹，在崇明乡
间称黄金竹，是一种观赏竹子，它的
竹竿艳丽，嫩黄色，随着竹龄的增
长，就会变成金黄色，而竹节处还会
有一些碧绿色的条纹，那绿中带黄、
黄中见绿的颜色，别有韵味。金镶
玉竹极易成活，它对环境和土壤的

适应力非常强，是一种喜光喜湿的
植物，喜欢肥沃、排水性好的酸性土
壤。我家宅院前种植的这片竹林，
靠近河边，土壤湿润，采光通风好，
加之每年用羊粪施一次肥，以使长
势喜人。

前几年，我退休后，从宅院的竹
林中选择一株成年、健壮的金镶玉
竹连土挖出，用疏松、肥沃的沙质土
壤和加入鸡蛋壳、花生壳等底肥作
为苗床，把这株金镶玉竹栽种进花
盆内，放在阳光充足的阳台上，经常
补充水分，枝叶过旺时及时进行修
剪，保持完美造型，并适时进行施
肥，以使它茁壮成长。春天，新笋萌
发，生青欲滴；夏天，枝盛叶茂，一片
清凉；秋天，碧翠葱郁，赏心悦目；冬
天，寂静安详，幽静神秘，成为阳台
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闲暇时，来到阳台观赏，竹竿粗
细相杂，伸展着细长的枝叶，挤挤攘
攘，争相生长，一年四季，生机盎然，
别具一格。那浓浓的竹叶就像游动
起伏的苍苍暮云，清新爽神；那劲挺
昂然的竹节，如君子，俊颜开朗明润
而清澈；那密密的竹竿如婀娜多姿
的仙女，纤纤玉立，心醉迷人，给我
的退休生活带来了几分高雅，平添
了一番情趣。

□ 郭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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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捉景之一 （国画） 张志安

□ 崔立

笔走心缘

周其坐在位子上，脸色不好，该表
露的不该表露的他心里有底，可有底
又不能完全表露，这不由让他的心情
更为难言。

许凯端着一杯酒过来了，笑着说，
老同学，你是真的难请呀，今天我就不
叫你周局长了，咱王老师和各位同学
都在，再大你也大不过王老师，对吧？

王老师也是笑意融融，鬓发间大
半的斑白，当初教他们初一时，王老师
一头的黑发，同学们都说老师这头发
是标准的黑。可临到初三那年，王老
师真的是为他们操碎了心呀，操心最
多的无非是两个人，周其和许凯。周
其是家里的变故，父亲出车祸没了，母
亲病倒在床上，周其说，王老师，这书
我不读了。王老师说，不行，你必须要
读下去，不读你将来能做什么！那段
日子，王老师天天往周其家里跑，劝周
其的妈妈，和他的爷爷奶奶，孩子的书
必须要读下去，不然你们真就害了他
一辈子！可以说，周其后来继续读高
中，乃至考上大学，再到现在做局长，
没有王老师当时的坚持，真不知道会
怎么样了！

再说许凯，许凯不仅逃学，还和社
会上一群不好的人混在一起，到处打
架。有一次，许凯还公然在学校里和
几个社会上的人打了起来，造成了不
好的影响。学校决定要把许凯开除。
王老师去校长那儿求了一个多礼拜，
还拍着胸脯做保证，许凯这孩子一定
能改好，要是他改不好，我这个班主任

也不当了，校长只好同意了。也因为
这，许凯后来才有机会考上了大学，现
在开了公司，做起了老总。

看着许凯杯中的酒，周其淡淡地
说，我酒量浅，意思意思好吧？许凯
说，不能啊，王老师在这里呢。王老师
听到了声音，说，周其，你喝完吧，今天
难得聚这么多人，高兴。周其点点头，
杯中酒一饮而尽。许凯拍着手，说，还
是咱王老师说话有用！

说起来，这一堂庆功宴的主角是
王老师，更是许凯。许凯给学校捐了
一大笔钱，将学校的设备全部换新的，
并且也以捐钱的契机，请王老师和同
学们一起吃个饭。叫周其来赴宴，也
是以王老师的名义请的。许凯知道，
王老师要请周其，周其一定会来。

这 杯 酒 喝 完 了 ，周 其 径 直 走 了
出去。

前 不 久 ，许 凯 去 了 周 其 的 办 公
室。关上门，许凯笑了，说，老同学，好
多年不见了，你们局里今年的几个大
项目，给我做吧，我不会亏待你。周其
摇摇头，冷冷地说，抱歉，这个我真帮
不了你。

账台前，周其说，1 号包间埋单。
女服务生查了下，说，已经埋过单了。
周其心头一紧。身后有个声音说，我
知道你会来埋单。

说话的是王老师。王老师笑眯眯
地说，放心吧，我埋的单。周其说，王
老师，对不起。王老师说，我很欣慰，
这么多年你一直没变，我记得有一次

你捡到钱到学校交给我，急得不得了，
非要马上找到失主不可，这些年你做
局长的传闻我也听到许多。上次许凯
来找你的事我也知道，这次，也是我特
意叫了你。又说，我仿佛又看到了那
个你，捡到钱后慌乱的表情，很好，很
好。王老师赞许的目光看着周其。

餐馆外的夜色升起，王老师一直
把周其送到门口。天上一轮皎洁的明
月，照耀着整个大地。周其缓缓地走
出几步，又转身，朝王老师深深地鞠了
个躬。

如果高高的桥梁还有波涛，如果
长长的烟霞还有缎带，别忘了，还有
渡船。

呜呜的汽笛，那是父亲一早起来
的几声咳嗽。

深深的波纹，那是母亲粗布衣的
褶皱。

粗粗的缆绳，那是城市一段冬天
的历史。

我们都喜欢簇拥，哪怕车厢挤满
狂风。

我们都喜欢流行，哪怕脚底凝结
霜雾。

别告别太快：篱笆的喇叭花，矮墙
的老槐树。

我也喜欢飞驰，在微雨里抓紧时
间的扶手。

我也喜欢流行，在活动衣架选择
时髦的衣衫。

别忘了，还有渡船。
我睁大眼睛倾听：那是一只风车，

那是一只石磨；那是未有的一段冷清，
那是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挂钟，那是晚
间的一个孤独。

城市不是只有隆隆的声响，还有
附身的泪的闪光……

别忘了，还有渡船

诗韵悠悠

□ 朱锁成

冬天不冷

晚年寂寞，却怕电话
怕巧舌如簧的诈骗
怕朋辈生病或故世的消息
但，有一种电话令我感动
电话里，男的贴心，女的亲切
告知我别错过了接种疫苗
我不认识打我电话的人
但认识电话里深切的关注
一条清晰的声线
是怎样经过九曲十八弯
给住在渺小一隅的我送来暖流
我的余生已是冬季
可我的冬季不冷
这个冬季的别名叫春天

关爱，没有距离

疫情期间，出门戴口罩
遇见熟人，握手改为碰肘
社交场合，保持一米间距
人世有云：人与人不可走得太近
但疫情需要的保持距离
和世故的凉薄迥然有别
那是为彼此的负责

为共同的平安留出的空间
这个空间没有戒备、没有距离
只有温暖

一路接力的爱

乘坐公交、地铁，要测体温
从浦东回到崇明
归程顺利，畅行无阻
这不意外，我有把握
从生到老，屡经风霜雨雪
对生活始终怀有不变的温度
我只想说，一生走来
总以为我是个一直被忽略的人
今天，这么多人守在路上
等候我从风尘里经过
才知道人世对我和对别人一样
人们一路接力，给我这么多爱

人间的神

叫大家戴口罩，大家就戴了
叫大家洗手，大家就洗了
叫大家少出门，大家就宅家了
人们知道这是为他们好
所以，人们都很听话
其实，人们一直都很听话
那是他们因为信赖，因为善良
因为懂得责任、懂得义务
所以，面对这样的人们
我们要尊重，深怀敬意
如同面对人间的神

重逢

疫情缓解期间
遇见久别的朋友
仿佛劫后重逢
比往日更热情和真诚
寒暄着，互相为对方庆幸
庆幸从此又能不时遇见

“你好，保重！”“你也保重！”
今天，能互致这样的问候
大家深知，这有多么不容易
为我们说出这一句话
有多少人不惧死生，负重而行

脸

快两年了，人们一直戴着口罩
脸上只露出一双眼睛

如今，在空旷之处
我得以重新看见人们的脸
看见那些脸上的喜怒忧欢
觉得这才像生动的人间
我也相信，在疫情过后
那些脸上将有更多温善的神情
那时，就更像美好的人间了

防疫人员的穿戴

防疫人员穿戴严实
只能看见他们奔忙的身影
看不见他们的面容
甚至难辨他们的性别
这是防疫必要的装备
可他们的穿戴，其实另有深意
为了不愿让人们认出
他是谁，她是哪个
只希望，如果人们要感谢
那就从此把所有遇到的人
都当作他们

测温仪

进入公共场所
要对着测温仪测量体温
我想，它若是还能测出我的所思

所虑
我岂不成了一个透明的人
我被这联想吓了一跳
但马上又觉得这样很好
这会随处都有眼睛把我盯着
时时警策我要怀有善念良知
做一个心里坦荡、行为磊落的人
带着 37度的暖意
干净、清新地走在人世上

隔离的日子

在隔离的日子，朋友说
他不能出门，更不能下楼
但他的生活并没有休止
许多人帮他推着向前
为他做核酸检测、送菜米油盐
帮他照顾独居的老娘
那么多人不约而来
围着他的生活，走马灯似地转
他说，这也是一个幸运
隔离，使他被许多温暖的情怀拥抱
他突然发现，所有素不相识的人
原来都是异姓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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