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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文苑

总编辑

褚洪波

副总编辑

王晓琛

诗歌

春游
沐阳幽香山雀鸣，轻歌蝶舞牧笛声。

天涯回首无归路，客居他乡话故情。

春眠
采风阳春三月天，寻花思梦雨疏眠。

红情烟柳枝上俏，夜来幽深秀满田。

春梦
袅晴丝吹梅尽开，春风一度燕归来。

青山如笑逢绵雨，李白桃红梦入怀。

（作者单位：薛城区文联）

春曲三首
○姚三石

□韩国光

我有十年没有放风筝了。若不是今
年春节前，妻子让我把屋里打扫一下，
我似乎早已忘记，那挂于卫生间上端的
龙风筝了。

当我站在凳子上，小心取下那落了
尘 埃 的 三 架 龙 风 筝 时 ， 忙 “ 命 令 ” 妻
子：“快过来慢慢接着，你看这风筝的

‘龙骨’，有几根都断了……”妻子双手
接着，我又将挂在墙顶上的“龙头”取
下来，反复提醒她：“慢点，拎慢点，把
阳台门打开，到阳台上我来给龙风筝掸
掸灰尘。”

我刚将“龙风筝”挂在阳台内的晾衣
绳上，晃晃的“龙头”在微风的召引下，
金色的龙须已左右摆了起来，火红冒绿的

“活眼睛”也按捺不住喜悦，扑闪闪的开始
转动了。这龙风筝俗称“蜈蚣风筝”，一般
有几十节竹篾扎的“圆盘骨节”组成，这

“圆盘竹节”上都横着一根细竹条，两边固
定着重量相等的公鸡羽毛，五彩的羽毛在
空中除了起到平衡作用，也充当着龙风筝
的指爪。我家的龙风筝，黄色的六十节的
那架，是在坝子上买的；另外的两架，多

在二十多节左右，颜色是一红一黄，它是
我自己亲手扎做的。

我轻轻地护着甚至搂着龙风筝，真
像 爱 护 女 儿 一 般 ， 用 软 毛 笔 一 点 一 点
的，掸去上面的积尘。这龙风筝是薄塑
料袋糊的，有的地方已裂了口子，或与

“圆盘竹节”脱开了。我非常心疼地看在
眼 里 ， 心 中 的 龙 风 筝 也 好 像 感 激 我 似
的，又从岁月远处，迎着我落泪的视线
飘了过来。

那是在一处坝上，妻子携着病重的我
常去的地方。有一位单位下岗的马师傅，
他利用卖烤红芋的间隙，常到这里展示自
己做的龙风筝。他的龙风筝放飞起来又气
派又漂亮。鹿角一样的白色龙角，金黄色
的龙嘴吞云吐雾地张着，上下唇间显露着
二十多个白牙，龙嘴里还伸着鲜红的舌
头。加上也是闪着金光的长龙须撩动着白
云，圆圆的“活眼睛”又哗哗地转响着，
人们常是刚抬眼望见，煞如真龙的气息已
席卷了过来。

这黄色的龙风筝甩动着很长的身姿，
高高翘着黑色的龙尾。马师傅单人放飞它
时，常要往后仰着腰，才能控制住线框的
拉力。我多次看他笑眯着眼放飞龙风筝，

尤其喜欢从侧面欣赏着龙风筝的样子。这
时龙风筝的身腰，又宛如一架硕大无比的
流线式琴盘，悬在蔚蓝的半空中，任凭春
风抚摸弹奏着。我深深爱上了龙风筝。于
是便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马师傅，说真想
买下这架龙风筝，逗自己开开心。他有所
不舍，但还是忍痛割爱，答应了，而且只
象征性的收了一些钱。

我当时热泪扑簌，滴滴落在了有着手
温的线框上。之后妻子领我放飞风筝之
余，我又学着扎起了龙风筝。我按照马师
傅的龙风筝尺寸，扎了拆，拆了扎，终于
扎出了一架能飞起的龙风筝。然而，刚放
几天，高高飞翔的龙风筝就断线不知飞到
哪去了。妻子痛惜得连连跺脚，将要哭
了，我呆呆的望着天空，鼻翼一酸，忽然
又哧哧的笑了，我抹着泪水说，这下可好
了，我的“病气”全被带走了！再后来，
我又扎了两架龙风筝……

今年算来，这珍藏的浸住感情的龙风
筝，已足有十年了，我打算重新将它们修
整好，再在上面贴上一连串“中国梦”醒
目红字。我要再次放起龙风筝，放起我一
个黎民百姓的梦想。

（作者系安徽蚌埠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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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暗处的积雪

尚未化尽

不经意间

大地点缀了绿色

年复伊始

一花一世界

落叶知春秋

几多不经意

冬去春又来

肆意玩耍掌中的岁月

白驹过隙

沧海桑田

碌碌而来无为

复匆匆空归

时间回馈我两鬓斑白

抚摸沟壑的脸颊

方悟出半生的灵魂空虚

（作者单位：枣庄中科化学有限公司）

时间哪里去了
○侯敬方

谁言女儿娇?

擒魔胆气豪

风雨从警路

战报化捷报

谁言女不娇?

丹颜桃英绕

美丽窗口处

便民吟吟笑

（作者单位：枣庄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礼赞女警
○闫吉文

□李孝泽

幸福滕州，丰资源绣百花之荷都；福
拥滨湖，国家红荷湿地之公园。东依，雄
险奇秀沂蒙山脉；西濒，烟波浩渺微山湖
畔。南接，两汉文化之地徐州；北临，孔
孟圣贤之城曲阜。京沪高铁，京福高速，
国104，南北平行贯穿；国家干线，经济
动脉，寸土寸金，万代千秋宝地。斯红荷
湿地也，古为三国五邑之地,今乃中国荷
都之乡。

历史悠久，钟灵毓秀。微湖古镇，春
秋7300年之历风霜；沧桑辉煌, 隶辖于东
方礼仪之邦滕州。人文荟萃，墨子，鲁
班，滕文公，毛遂，孟偿君先贤志士皆出
于此；地名国汇，善国，滕国，小邾国，
滕州，滕小国皆为历代区划地名。人文辉
映，文采鼎蔚。典故之，寓教于乐人生；
言简之，博雅汉语字林。墨守陈规，肇始
语为褒义，墨子善防据守；史变因果，词
句转作贬义，守旧无新喻事。班门弄斧，
美谈春秋鲁班，又名公输盘；匠门世家，
土木工匠祖师，古代发明家。古曰，鲁班
门前舞大斧自谦；今曰，弄斧必须到班门
自强。毛遂自荐，乃居于赵国平原君门
客，追随其年之三，未得展露之锋；一言
九鼎，自荐出使促成楚赵合纵，誉为三寸
之舌，强于百万之师。鸡鸣狗盗，源孟偿
君出秦被扣，门客装狗盗裘献王妾救君，
学鸡啼叫，诱同鸣骗开城门回齐；多作贬
义，无大才能投机取巧，惟独会一招旁门
左道行为，卑微技能，小本事偷偷摸摸口
技。泗水捞鼎，九鼎九州名山大川刻于
上，王权；不捞河之，欲出周鼎泗水千人
没水求，弗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五柳渡兮，秘密渡口通道；
抗战期兮，华东通向延安。刘少奇陈毅老
一辈革命家，乘舟陕北西去；铁运支队护
送其栓马暂歇，奔赴延安开会。元帅吟

诗，七言句过微山湖；鲁南峰影，残月扁
舟入画图。抗日武装游击战区，中国共产
党根据地。令倭闻风丧胆，八年抗战大
捷。

秀丽风光，如诗如画。叶华茎翠，
夏荷焦月吐蕊；亭亭玉立，出泥素雅不
染。群芳争艳，红荷挺秀怒放娇颜；蓓
蕾含苞，不亚荷秀待吐芳香。湿地红
荷，景致叠萃。邃远之美，还请您细品
吧：蜓落花苞尖，蛙居荷叶中。鸟儿傲
立子莲，蜂拥采蜜花前。蛙跳荷叶轻如
燕，跃躯潜水泳之；鹰旋云霄垂湖水，
衔鱼腾空飞之。荷叶如茵，绿色世界生
态乐园；挺错有致，晴掩庇荫雨天遮
霖。繁鸟天空翱翔，渔家泛舟踏浪，鹰
守船头暸鱼宣；岸柳荷苇悠扬，湖水漾
波幽情，天水一色多优美。渔民兮，晓
出丰采秋实，晚归鱼获满仓。游客兮，
舟楫水波莲掀，荡湖观光；心悦赏览荷
花，尽收眼底。碧水白帆，微湖风韵。
看兮，百里芦荡，湿地飞鸟天堂；万倾
红荷，秀丽百花颐园。听兮，百鸟轻歌
悦耳委婉悠扬，胜似交响；古往今来多
少文人墨客，沉醉他乡。春来芦苇丛
生：绵延拂动起舞翩翩，轻风摇萃碧波
连天。暑夏繁华似锦：花蕾挺秀美不胜
收，红荷素雅风带芳香。欲醉人兮，神
彩各异斗艳；百荷园兮，荷花品种百
余。鸟语蝉鸣交汇，莲叶水珠晶莹。阳
光七彩映射，荷花绽放娇容。锦秋风光
也怡人：暑幕渐落，芦荡飞絮拂扬；微
湖奇景，恰似芦荡飞雪。冬令尽现优
雅：惟余茫茫，雪卷微湖奇观；飞鸟傲
寒，泊镜倒映蓝天。湿地矣，人类地球
之肾；全球矣，三大生态之系。

今之红荷湿地，获面积最大吉尼斯纪
录。拥有 55 公里湖岸，12 万亩野生红
荷。芦苇荡90平方公里，水泊林海乃国
内罕见。山水辉映，植被茂密。空气清

新，天然氧吧。形成矣，一心三轴，四湖
四广场景观节点；一镇二块，三园四亮点
旅游格局。景点十二：钓鱼岛，五柳渡，
微湖夕照，燎麦岗，渔舟唱晚，芦荡飞雪
景景有典；钓鱼台，天一岛，微湖月夜，
盘龙岛，码头晨曲，百荷诗廊点点有故。
栩栩如生，映托荷园。若是至所未至，令
人遗憾终生。畅游湿地红荷，拥抱自然。
四时风光怡人，心旷神怡，定使您流连忘
返，魂牵梦萦。

欣赋红荷，愧无生花妙笔；畅美自
然，赖有豪情风光。祝曰：一地美誉四
海，迎纳五洲贵客佳宾；红荷湿地璀璨，
享誉全国享誉世界。

注释：
1.滨湖，地名，山东枣庄滕州市滨湖

镇，滕州红荷湿地所在地。
2.国104，指国道104（G104线），是

由中国北京，经济南，南京，杭州，到达
福州的国道，全长2420公里。

3.三国五邑，指古滕州境内有滕国，
薛国, 小邾国，三国境内有五座名城，即
五邑是昌虑，灵邱，欢城，戚城（一说郁
郎）和湖陵。

4.泗水捞鼎，传说大禹收取九州金
属，铸成九鼎，将名山大川分别刻于九
鼎，以象征九州，成为国家的重器和王权
的象征，传国之宝；鼎三足，象征辅佐王
权的三公。据说秦始皇东巡过彭城，在古
泗水下游流域搜捞遗失一鼎未果。从史实
看，是发生在秦时的民间传说，捞鼎失败
是暗示秦失去江山。

5.铁运支队，即铁道游击队，鲁南运
河支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
支抗日武装。

6.焦月，指农历六月，因六月赤日炎
炎，万物渐焦，故得名。

7.五柳渡，因其渡口长满柳树而称之

为五柳渡。抗战时期，是华东通向延安的
秘密渡口和通道。

8.延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
一直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陕甘宁
边区首府，是我国最著名的革命圣地，素
有中国革命摇篮之称。

9.元帅赋诗，指在危机四伏的恶劣环
境中，陈毅元帅吟出的七言绝句《过微山
湖》：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
途。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

10.陕北，陕北地区是革命老区，是
中国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包括陕西的榆
林市和延安市，它们都在陕西的北部，所
以称做陕北。

11.曲阜，地名，县级市，所属山东
省济宁，因孔子而享誉全球，成为“东方
圣城”，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中国历
史文化名城，西方人士誉为东方耶路撒
冷——以色列的一个城市，是亚、非、欧
三大洲结合处，“耶路撒冷”中文是和平
的意思。

12.三大生态，指海洋，森林，湿地
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环境系统。

13.一心三轴四湖四广场：一心，为
以历法广场（滕王阁）为主的核心区域；
三轴，为东方人文化轴（南横轴）、东方道文
化轴（北横轴）和东方礼文化轴（纵轴）；四
湖，指以梳柳湖，苇浪湖，芦荡湖，映雪湖为
代表，分别表达春夏秋冬四季内涵；四广
场，由春晖广场，夏清广场，秋华广场和冬
泰广场组成，体现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尽
现古镇东方文化内涵。

14. 一镇二块三园四亮点：一镇，指
微山湖古镇；二块，为“陆上精品红荷湿
地游”和“水上微山湖岛屿游”组成；三
园，是红荷文化园，湿地探险园，微山湖
观光园；四亮点，指“微湖，湿地，红
荷，林海”四大旅游亮点。
（作者系枣庄市交通运输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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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倾红荷万倾红荷 百里芦荡百里芦荡
素有中国素有中国““荷都荷都””之称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