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仙人洞

遥想卖鱼郎，
闲观对弈旁。
四时关洞外，
一梦改朝堂。

洋槐花
□ 龚安明

虽然顶着一个洋名
但其血脉秉性

早已与脚下的山石土地
融贯相通

曾经铺天盖地的家族
像农家子弟的缩影

平凡而兴盛

在五月的取景框里
它绽放着一树树的激情
瀑布般壮观 波涛样汹涌

用醇香与洁白
渲染自己的特立独行

绿叶的映衬中
那些与妩媚妖艳无缘的花朵

分明是靓丽的村姑
踏着迷人的春光
在集体亮相 出行

无须任何粉黛
纯天然的

那份素雅 纯朴 秀美 宁静
足以迷倒众生

一袭素衣高挑的身姿飘逸轻盈
心事比雪花还要晶莹透明

微风中一串串花朵
恍如一串串晃动的风铃

传送着一串串欢快愉悦的笑声

有针刺护卫的花朵
经过了菩萨的点化

饱含着一份善良 甜润 悲悯
对此那些沉迷于其中的蜜蜂

与熟悉嫩芽
花朵滋味的人一样最能读懂

垂柳的记忆
□ 李建琦

赶考
□ 戴忠群戴忠群

俗话讲：人生有四喜，“久旱逢
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
榜题名时”。髙考，国家第一大考，
纵观历史，历朝历代那些苦读寒窗
的天下才子，千里迢迢“进京赶
考”，那场面，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现如今，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
临，莘莘学子们日以继夜备战高
考，家长们也总动员，校内外一派

“赶考”氛围。和千千万万个普通家
庭一样，我从为人子到为人父，见
证了三代人酸甜苦辣的“赶考”历
程，至今记忆犹新。

我的父亲十九岁那年高中毕
业，在旧社会的南方小镇上也算得
上是一位小秀才，祖父想让其在家
学着做点小生意，然而父亲目标不
在此，还有更高的追求：上大学。但
那时正值兵荒马乱，局势动荡，祖
母舍不得身为长子的父亲外出冒
险，但父亲主意己定，毅然决然外
出“赶考”，并与同镇同学孟家“大
公子”结伴而行，“闯荡江湖”式的
考大学，“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

临行前，祖母深夜还戴着老花镜，
在昏暗的灯光下，为父亲缝制衣
服，那一针针一线线是母亲对儿为
了让父亲在战乱途中不挨饿，祖母
烙了一包饼，用长布袋缠在腰间，
真是用心良苦。父亲和同学不负重
望，几经周折“赶考”，终于园梦上
了大学。在那动乱年代潜心修业，
也是不易，快毕业了，“淮海战役”
打响了，父亲和其他进步青年，毅
然决然投身大革命，参加了人民解
放军，勇往直前！

六十年中叶，我在拥有古香古
色建筑物的枣庄八中就读，快毕业
了，我们高三班四十多位莘莘学子
备战高考，离大考还有半个月，学
校要举行全挍歌咏比赛，时任班主
任的鲍延毅老师动员大家都参加，
每天在复习间隙练唱半个小时，希
望大家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度过
最后冲刺阶段，班级演唱的《保卫

黄河》一举拿下全校比赛第一名。
高考那年，枣庄市唯一一个考点设
在滕县，全市“赶考”的考生都往那
奔，在大考头一天，全班同学在老
师的带领下，每人花三毛钱，坐上
那飞快的火车，到达滕县，当迈进
考点大门时，“一颗红心，两种准
备”，“年青人站出来，让祖国挑选”
的大红标语映入眼帘，开考了，当
手中拿起印有“全国统一高考试
卷”时，参考的学生们都感到无比
神圣，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等待
着祖国挑选时刻的到来，面对“全
国”字样，好似“进京赶考”，让人肃
然起敬，考点铃声一响，大家做题
的思路像开闸放水一样，一泄千
里，由于那时的我们对高考十分淡
定，就轻松自如地完成了使命，最
后，大家成绩考的都不错，全班大
部分同学都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
学。

九十年代，又该我的孩子走
在“赶考”的征程上，那年上考场
的虽是孩子，但“考”的是全家。为
了让家中这位“重点保护对象”
赶考顺利，全家人齐

心协力，做了各种精心准备，还制
定了“预案”。高考临近，为了让孩
子夜间休息好，妻子守在身边，煽
扇子、驱蚊虫彻夜未眠，大考的那
天早上，还为孩子准备了可口的早
点，在用膳过程中，为儿子前去考
场应试，千叮咛万嘱咐, 那淳朴
素淡的话语中，饱含着浓郁醇美、
情真意切的母爱情怀，拨动了孩子
的心弦，儿子精神抖擞、胸有成竹
地参加了高考，大考笫一天，天热
极了，坐在考场不动也汗流浃背，
教室无空调，教委从肉联厂调来二
卡车大冰块，放到考场内，孩子们
在室内考，家长们等在室外太阳底
下“烤”，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功夫不负游戏人，儿子顺利圆了大
学梦。

有道是：人生处处是考场，祖
孙三代赶考忙，挥毫泼墨曾亮相，
高等学府“走一趟”，“赶考”潇洒不
虚枉，时光流逝话苍桑。

沂蒙石林赏“奇”
□ 李世远

行走在途中，我们总是踏着季
节的步履，一边行走在生命的四季，
一边捡拾着岁月的馈赠，并匆匆地
收进记忆的包裹。随着时光的淡
去，那些曾经的故事却也渐渐的随
风飘逝。残留下的只言片语和一些
参差不齐的生活画面却日益深刻鲜
明地攫取内心深处的某些角落。每
每回首往昔，总会有许多莫名的难
以言述的感觉，在心中轻舞飞扬，或
幸福、或悲伤、或甜蜜、或惆怅……

时光倒流二十载，正值青春年
少。花儿一般芬芳的年龄。花样年
华，年华如烟。轻握于手，却并不
以为意的年龄。只轻轻一触，却已
消逝不见。

离开校园，步入社会的第一
站，是一个地处偏远的矿区。一个
远离城镇，远离村庄的孤独院落。
高高的井架，堆积如山的矿石，夜

以继日的单调的绞车转动的声音，
以及风起时满目的迷离荒凉，雨来
时无法驻足的泥泞，深深地在心灵
深处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迹。
离开校园、父母、相恋的人儿，置
身荒郊般的感觉，曾经侵袭着年少
的心灵。没有迷离的霓虹，没有浓
酽的香茗。“十八岁的青春怎么可
以没有音乐？没有舞蹈？”生命中
曾经的那个过客，曾这样质疑我年
轻的生命状态。是的，孤独中迎接
了多少朝阳东升，又目送多少夕阳
凋落于遥远的暮色深处。只是，静
默地守候，为爱，为了心中那份无
暇的爱。寒来暑往，一去四五载。
留下多少青春的记忆，多少难以忘
怀的时光，陪伴我的一直是门前那
株纤弱的垂柳。

冬去春来，她用枝头萌动的绿
色音符报我以轻笑，晕染着十八岁

青春梦想的天堂，我的世界因此永
远浪漫宁静如初。秋去冬来，她又
迟迟不肯捎来严寒的消息。柔弱的
垂柳，也懂得一颗善感的女儿心。
莫不是她也想将春天永远的留住？
留住在记忆的底层，留住在生命的
本真世界里。

该去的总是要去，该来的谁也
挡不住。时光一如既往，不急不
缓，从不为谁停留。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晃二
十年的光阴仿佛弹指一挥间！

当年那个倚在柳荫下，望断天
涯路的女孩早已是容颜沧桑，所幸
的是依然葆有着一颗童真未泯的心
灵。时时处于岁月河流的岸边遥想
曾经的彼岸时光......那棵柔美的柳
儿，不知今夕可好？

知否？知否？你曾夜夜入我梦
中。

去过沂蒙石林的人，没有不称
奇的，他们描绘得天花乱坠！不就
是石头嘛，真的那么神奇？我带着
疑惑，在五月初的一天，沿台儿庄
——蒙阴的公路，历经 120分钟到
达目的地。

走进石林，放眼远眺，怪石嶙
峋，一望无际。目之所及，远远近
近，只见蔚蓝的天空下，一块块突
兀而起的奇石林立，那巍然挺立的
雄姿，十分壮观。一种先睹为快的
好奇心促使我连奔加跑消失在游览
的人群里。

步入九龙广场景区，看到龙的
九个儿子，个个栩栩如生：赑屃，好
负重，是碑碣下的石兽；鸱吻，好吞，
是殿脊上的兽头；狻猊，好坐，是佛
殿旁的狮子；囚牛，好音，是胡琴上
的刻兽；蒲牢，好音，是钟上的兽钮；
饕餮，好吃，是殿角的走兽；狴犴，好
讼，是狱门上衔环的狮子头；睚眦，
好杀，是刀柄上的吞口；霸下，性好
水，立于桥柱。这让人联想起民间
有“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之
说，以此比喻同胞兄弟性格志趣各

不相同。
“好汉歌”景区，是用 100多块

梁山好汉人物象形石打造而成的，
有的在习武过招切磋技艺，有的在
读书吟诗作画……站在步游路上，
向北望去似沙场点将，顿感意气风
发，豪迈之情油然而生。

火炬林景区，每块石头都像熊
熊燃烧的火炬，象征沂蒙革命老区
圣火经久不息；“七十二贤”、“笔墨
山水”、“摩崖石刻”等景点，再现了
光辉灿烂的人类文化；十二生肖园
内，甄选出酷像人们所熟悉的十二
生肖，个个活灵活现，尤以那块蛇
石，蛇身盘屈，蛇头高高挺起，目光
朝着正前方，虎视眈眈，给人以极其
逼真的视觉感。

石海景区，好大一片。走在石
海上，俯视脚下，巨石林立，形状各
异，大小不一，巨石之间皆有空隙，
宽窄不等，一不小心，就有掉入石海
的感觉。据说它形成于五亿年前，
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是碳酸岩的
沉积岩，它与酸性水起反应而成溶
空、溶洞，经过几千万年的物理化学

作用而形成了现在的石海。
进入位于石湖南侧崖岸的地下

石林，沿着石阶，或上或下地穿行，
就象进入了迷宫，一会儿曲径通幽，
一会儿峰回路转，真是别有洞天。
道宽处能容人通过，窄处，只能侧身
擦着两壁而行，仰首望苍穹，仅有一
线天。石海和地下石林，再现了宏
大的海底化石奇观。

遍观费县石，有的像猛虎下
山，有的像蟠龙卧海，有的像雄鹰
展翅，有的像猴子爬山，有的像仙
女下凡，有的像夫妻戏鱼、有的像
龟驮碑，还有的像颗大海参……千
姿百态，形神兼备，简直是天设地
造，鬼斧神工，一块奇石一个故事，
一块奇石一篇文章。

沂蒙石林，又称“北国石林”，位
于费县城南 4公里处的玉环山麓、
温凉河畔，座落在风景秀丽的石林
梨乡旅游区，融石林景观、梨园风
光、民俗风情、佛教文化于一体。石
林占地面积 1500亩，安装精品费
县石 4000多块，赋于新的文化内
涵，以体现华夏文化和齐鲁文化为

宗旨，在景观结构上以“文韬”和“武
略”作为两条主线，再现了光辉灿
烂的人类文化和宏大的海底化石奇
观，以其独特的造型、宏大的规
模、雄壮的气势，被誉为“世纪之
交中国北方发现的最伟大的自然奇
迹”。

费县园林石有着悠久的历史。
明清时期大量用“费县石”装点庭
院，组叠假山。早在明朝就有光禄
寺正卿王雅量的子孙在费县朱田镇
苑上建花园，作为别墅，花园内就
立有三块园林石，底座上均刻有文
字，留存至今。清乾隆 30年（公
元1765年），弘历皇帝第二次南巡
驻跸费县时，当地府衙在城北崮子
村万松山建“行宫”一处，院内立
有“费县石”，对“费县石”叹为
观止，赋诗称颂：“突兀玲珑各斗
奇，高低位置雅相宜，尽此用心勤
民务，吾不忧无贤有司”。至今还
有一块保存在该村办公室院内。

沂蒙石林，果然神奇，眼见为
实，不虚此行。

□ 闫吉文

孰为主

深红峪中染，
浓翠叶上扑。
鸟啼奏合唱，
枝飞架子鼓。
彩蝶舞花间，
碧溪画石柱。
万象竞献艺，
闹夏孰为主？

□ 姚三石

诗心四首

流香
轻盈婉约水流香，
韵致波涛汇聚江。
日月从容华洗尽，
平生造化气昂扬。

烟云
烟云散尽落尘埃，
鸟雀归山唤释怀。
走过千重难忆首，
长空万里看楼台。

淡尘
时光精致最迷人，
绚丽如虹散淡尘。
万种风情空幻象，
千般态度可怡神。

诗心
苍茫遍野寸光阴，
柳岸孤舟赏绿茵。
世外桃源闻鸟语，
文情画意写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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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崇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