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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花飘香好时节

董国宾

乡下的村落里!遍生着一种树!它本叫刺

槐!人们还习惯称为洋槐"寂静地生和长是它

的本性!不想!每年四五月份!它还能开出些花

朵来"别的植物开出的花朵只为观赏!刺槐就

不同了!务实的乡下人喜欢把槐花或洋槐花做

成美味"

槐树开花是春分过后的事!别的园子里已

繁花落尽!河边弯柳也退去风骚!默默的槐树

才赶在春天转身离开之前开出花朵" 这一开!

村落里像下了一场雪!院子里也便有了月光落

地的声音"槐树的小白花朵都串成了串!三五

串扎成一捆!拥拥挤挤地挂满了伸展枝条的槐

树上!整个村子白莹莹的!像悬挂了无数的小

灯盏"

天气温温的!这个季节乡下人最不可错过

的事情就是采摘洋槐花"村落里!家家户户都

有刺槐守家护院!槐树的影子随处可见!村里

人都像种庄稼一样栽种它们"我的老家住在乡

下!年幼时院子里就种了两棵刺槐!院墙外还

有三棵!屋子后面还长着一排"乡下阳光充足!

雨量也充沛! 这些刺槐铆足了劲不停地生长!

春夏之际!上面的叶子墨绿得直晃眼!树冠像

个张开的大伞!枝枝杈杈茂密得投不下一缕阳

光"槐花盛开时!全家老少齐上阵!我家采摘槐

花的场面真是热闹" 母亲拿了梯子往树下一

放!父亲脚一蹬就爬上去!在头顶上举着绑在

长杆上的镰刀!一大朵一大朵的洋槐花应声落

下来!一会儿工夫就白了一地"我和弟弟赶忙

拾进筐里!奶奶也过来帮忙!还不停地说!今天

给你们做槐花饼吃"槐花饼对那时乡下的孩子

来说!可是个难得的美味!一听到这!我和弟弟

就更来劲啦! 捡拾洋槐花的快乐真是妙不可

言"树梢上的洋槐花最难采摘!乡下人没有不

会爬树的!父亲蹿到刺槐树上!每采摘一朵!都

会呵呵地笑个不停" 他除了干好手里的事!总

还大呼小叫地指挥我们做这做那!像是在做一

件了不起的大事情" 每采摘下来一大朵洋槐

花!父亲就说上一句!看!能做一盘菜呢"在乡

下!洋槐花不稀罕!但乡下人认为这是个收获

喜悦的季节!自然都会很开心地忙上一阵子"

刺槐在乡下极普通! 开的花瓣也不大!状

如张开翅膀的白色小蝴蝶! 但它们洁白又清

秀!一串串地散发着香气和笑意!按说在乡间

也极具美感和诱惑"要是将它们入口!还真别

有一番风味呢"

槐花的吃法很多!蒸#炒#煎#做成馅和汤!

变着法儿做出的都是美味" 槐花和榆钱相似!

它们先后长出来!都是村落里房前屋后守家护

院的树开出的花!既可观也可餐!乡下人真是

有福气"在老家!乡亲们最喜欢把槐花做成槐

花饼"每年四五月份!槐花菜成了家常菜!槐花

饼即为餐桌上的主食"在老家生活的那些时光

里!槐花收获的季节!母亲天天给我们做槐花

饼吃"洗净的槐花打入两个鸡蛋!加入面粉和

简单的调料搅拌均匀! 放在锅里煎至两面金

黄!这样就做成了槐花饼"槐花饼香喷喷的!又

酥又软!还真是解馋!年幼的我一个接一个拿

云台春意

荣国华

四月的云台!山黛水碧!我诧异于这中原

腹地#印象之中$煤烟%的所在!竟洞藏着这般

万千的景致&&&不仅有北国的雄壮!亦有江南

的灵秀!甚至还有一丝大漠孤烟的味道"

茱萸峰上人头济济!想必人人心中都是吟

诵着王维当年留下的那首千古绝唱而来 "这

诗!连我读小学的女儿都能倒背如流"我想象

着当年王维怀揣孤独与思乡之情登上峰顶!遥

望着故乡的方向长叹!那份对故乡的思念我们

已远不能体味!但那千年来的记忆指引着大家

来找寻那份曾经的诗意"

我们同行的人中! 共有十人未能到达山

顶"下得山来!小陈笑道'$我们这一行是(遍插

茱萸少十人)*%但我想!他们一定是身虽未至

心已至!因为他们一定曾在山下或山腰向峰顶

投来过注视的目光! 那目光一定穿越层峦!直

达山顶"峰腰有$药王洞%!相传是唐代药王孙

思邈采药炼丹的地方! 不知王维当年途经于

此!是否曾驻足回望!想像百余年前的药王是

否如自己一样思念故里+

乘坐景区旅游大巴车前往红石峡谷时!脑

海里始终跳跃着的诗句是'$常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路上放眼望去! 有粉的桃

花!黄的迎春!紫的地丁!红的杜鹃!山花烂漫

与青山绿水构成的美丽画卷一直在大巴车外

延展!冲击我们的视线"

峡谷中路狭人多!再一次$人头挤挤%"行

进在一个山洞中时! 一个父亲将孩子举过头

顶!让他的小手摸一摸头顶的红石!小孩子稚

嫩的一声$凉%!不禁让人想起余秋雨先生的感

触'不知他小小的温软的手触摸着坚硬而又冰

凉的岩石!可否知那是生命在触摸历史+那是

生命在叩问自然+

半道中!忽听洞中轰隆巨响!感觉脚下如

闷雷轰响!我心生诧异!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

未果"

彼时我并不知那便是洞外飞瀑直下的巨响"

待出得洞来!天地一片明朗"仰起头来!只

竹蕴人生

李默

昭苏万物春风里!熏风碧绿织新春"

沥沥淅淅的春雨过后!空气里弥漫着泥土

湿漉漉的清新! 沁人心脾,,雨洗娟娟净!风

吹细细香"后院的竹林!青翠欲滴!微风过处!

清香扑面!仪态万千!漫步竹林里的石子路!竹

叶上的雨水!清亮晶莹!悬在叶尖!光亮如电!

来回晃动!返映着翠绿的竹林!如幻如梦,,

太阳一出!透过枝枝叶叶照射下来!折出五彩

绚丽的光线!赏心悦目之处!不由人叹服造化

之功!自然之美,,

自-诗经 .以来 !竹因其高洁正直虚心之

性!四时常青不畏严寒之质!挺拔优雅潇洒之

姿!为文人墨客青睐!也倍受国人所称道!更为

中华民族所推崇"竹节竹品映风骨!与梅#兰#

菊并称为花中$四君子%"自然与人文辉映!竹

有十德!与检察官应备品德有着本质的契合'

身形挺直!宁折不弯!曰正直&&&清郑板

桥一生爱竹#敬竹!常以咏竹画竹以勉人自勉'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

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传递温暖和希望是检察官的天职!所以无论遇

到何种危境!都应坚守良心和正义!维护法律

尊严和司法公正"

虽有竹节!却不止步!曰奋进&&&自勉!永

不满足!永不懈怠!自强不息"检察官应解放思

想!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不断调试!不断创新!

增长知识!增强本领!永葆活力与热情!为检察

事业发展提供源动力"

外直中通!襟怀若谷!曰虚怀&&&未出土时

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行者无疆!学者无涯"

检察干警应以虚怀若谷的姿态!审时度势!以润

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情怀!凝聚士气!塑造心灵!

做推动检察事业生生不息的$源头与活水%"

有花深埋!素面朝天!曰质朴&&&衙斋卧

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百姓是我们的衣

食父母!作为检察官!在工作中保持质朴亲民

的情怀!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察 $民

情%!维$民权%!促$民和%!暖$民心%!做为民服

务的执法者#保障者#践行者!检察事业才会走

得更远"

一生一花!死亦无悔!曰奉献&&&竹用途

广泛!药用食用!建筑#环保#服饰#乐器,,奉

献一切!检察官应以俭养廉!以廉为德"敬业爱

岗!无私奉献!珍惜个人声誉!正确对待名利!

忠于职守!保持和光大检察形象"

玉竹临风!顶天立地!曰卓尔&&&卓尔不

当刘光第火急火燎地赶回

家里! 儿子安然无恙" 严来财

果然把一个包裹放在他家门口!

但包里放着的不是炸药而是一

团废纸" 胖子知道了事情的原

委 ! 看着刘光第苍白的脸色 !

想了想说' $刘哥! 真不能改

了 + 我看这人实在太难缠了 !

你就息事宁人吧! 何必给自己

找麻烦"%

$你怎么也这么说+ 亏你还

是党报的记者*% 刘光第有些生

气了! 气冲冲地把那假炸药包

往门外一扔说' $严来财说他

不触碰法律的底线! 好! 这也

是我的底线! 做人的底线* 职

业的底线*%

刘光第没有报案 ! 他不想

事情闹大! 严来财再来找时似

乎也把这件事忘了" 而经过假

炸药包事件后! 严来财意识到

刘光第的内心远不是外表表现

的那么随和柔弱! 于是! 他重

拾四年来上访的路线图! 不停

地上访上访! 从市里到省里甚

至告到了北京" 来来回回折腾

了这么三年! 或许是他跑累了!

也或许是从心底里还是不把这

个戴眼镜的白面书生放在眼里!

相信只要假以时日必定能把他

击垮 ! 得到他所需要的结果 "

严来财开始认为这是他与刘光

第两人之间的战争! 决定战争

胜负就是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

第四年 ! 这时已经是
!"#!

年

了! 岁数增长的严来财完全改

变了策略! 采取了人盯人的战

术! 当然这样的战术这三年中

也使用过"

在第一年采取的谩骂恐吓

失效后! 第二年他就不再有过

激的表现! 只是每天上下班在

检察院门口等着刘光第" 检察

院领导有些担心刘光第的安全!

倒是刘光第把严来财看透了 !

这个狡黠的老上访户是不会触

犯法律底线的" 因单位离家不

远不近! 也为了锻炼身体! 工

作繁忙的刘光第一直是骑自行

车上班! 一辆老牌的永久牌自

行车骑了多年! 很多章城人习

惯于骑自行车" 这天早上! 刘

光第推着自行车到小区门口 !

远远地就见到不再是全身黄 !

而是换了一身装束的严来财也

推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等在那

里" 他一见诧异的刘光第! 就

$嘿嘿% 皮笑肉不笑地说' $你

是永久! 我这是仙女! 反正闲

也闲着 ! 陪刘法医走走说说

话"%

刘光第拿严来财没有办法"

此后! 仙女和永久就这么骑行

了大半年! 成了漳华路上一道

特别的风景" 骑车在路上时两

人也有对话! 对话也就那几句'

$改了吧"%

$不能改"%

$真不肯改+%

$真不能改*%

这是刘光第与严来财单独

相处时唯一的对话模式" 一开

始! 刘光第非常别扭! 到后来

渐渐地就习惯了" 这成了章城

市检察院一个尽人皆知的笑话!

刘法医每天上班有一个胡子拉

碴的 $仙女% 陪着"

转眼三年过去! 一切似乎

又回到了原先的老路! 盯人的

严来财这回没跟着上班! 而是

每天上班下班都蹲守在章城市

检察院门口! 为的就是与刘光

第说上那几句已成套路的话 !

似乎他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示

自己的坚持" 其余的时间! 他

就到离检察院不远的土地庙里

烧香! 烧香时说着一句同样的

话' $土地爷爷啊! 你是本方

的土地! 你得为本地的百姓主

持公道啊"% 当然! 他一直在做

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不停地往外

寄信! 寄那些上访的信! 他复

印了好大的一堆"

这天! 因一位出国的中学

同学到章城! 几位同学小聚少

不了饮酒! 刘光第没有开他的

比亚迪车" 这辆车是去年妻子

力主买的! 除了因为母亲年纪

大了! 空闲时回安泰老家看望

方便! 促使刘光第买车的还有

一个不足以向外人道的原因就

是躲开 $仙女% 的纠缠" 天下

着雨! 刘光第走出检察院大楼

时! 心有所感向值班的同事再

借了一把伞" 当他顺着胜利西

路拐到土地庙时! 果然看到缩

着肩膀站在庙门口躲雨的严来

财" 看到刘光第手上的伞! 严

来财眼里掠过了一种意外和感

动" 守庙的庙祝当然知道大名

远扬的检察院法医刘光第和严

来财的事 ! 当下就感叹道 '

$老严啊! 你看刘法医多好啊!

还给你送伞! 天底下哪里去找

这样的好人啊! 你就别再缠着

人家了"%

严来财眼里的温情和感动

停留了一下就消散了! 梗直了

脖子说' $他是好人! 好人未

必做的都是好事" 哼"%

刘光第只能苦笑着摇了摇

头"

一路默默无语! 雨点打在

伞面上的声音被雨水中疾驶而

过的汽车碾出的响声一下子打

散了! 反而显出一种与众不同

的静来"

连载"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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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医院一位普通医生进入章城市检察院$

这位青涩的年轻法医一步步成长为全国模范检察官
3

检

察院成立了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 '劳模工作室($ 他

为章城市检察院赢来了荣誉$ 同时也给检察院带来了

更大的压力% 如何守住得来不易的荣誉$ 如何顶住多

方面的质疑$ 这位年轻的法医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追寻

蛛丝马迹$ 再从蛛丝马迹中探寻真相$ 做一名真相转

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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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吃!直吃得小肚子圆鼓鼓的!然后把手往嘴

上一抹!没了心思!就去找别的小朋友玩耍去

了"蒸槐花#凉拌槐花#槐花饺子#槐花丸子和

槐花汤!这些吃法和槐花饼一样做起来也很简

单"槐花朴素又是好东西!随便一摆弄!就是一

桌可口的菜肴!很适合大众胃口!乡下人很喜

欢"不过!他们遍种刺槐树!没谁想着能吃上槐

花菜!这是意料之外的回报呢"喜种刺槐树的

乡下人!每年春天都会有很多收获!他们还把

槐花晾干储藏起来!能吃上好长一段时间"

春光又明媚起来!槐花飘香时节!我不用

回乡下老家!也能吃上槐花的美味!因为我城

市的小院里种了一棵刺槐树!这几日槐花开得

正旺呢"宛如梦幻般的一树槐花!一下子又把

乡下的时光呈现出来!那时生活虽艰苦!但总

有暖意在"槐花不妖艳!极普通!不比牡丹#桃

花浓香扑人!但它的质朴和乡情!会从你的眼

前移到脑海和思想里"现在餐桌丰盛了!历经

百味之后人们才发现!槐花和荠菜这些长在乡

间的野菜和花朵!才最养心和怡情"

见一截山川横在面前! 股股水流在飞奔而下*

那磅礴气势!如脱缰之烈马!奔腾翻滚!声震数

里"水流的下端宛如飞花溅玉!纷纷扬扬!洒入

墨绿色的水潭"想象当年诗仙李白是否在庐山

与我们看到同样的景观!有同样的惊奇!而在

他惊奇下的是千年绝唱!我们唯有拼命感叹*

这高山峡谷中!大小不一#高低不一的飞

瀑如云!或飞流直下!或缓缓流淌!或点点滴

水!在或高或低的山崖间#山涧里#山脚下!真

的是$这儿一个溪涧!那儿一个瀑布!贴着山石

幽幽地流!欢欢地溅%!滋润着大山!和大山里

的生灵"

像我这样常住在海边的人!见到更多的是

平静温顺的海水!深邃宁静/偶尔去看涨潮时的

大海!也只是感觉它的汹涌!远无这里飞奔的气

势和一泻千里的磅礴"看惯了温顺的海水!再见

识水之如此魅力!我忽然觉得这里的水有一种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味道!这味道里蕴含着的

激情澎湃!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在舞蹈"

在猕猴谷!有小猕猴表演!它们投篮球#跳

舞#推小车!特别好玩"但女儿的一句$小猴子

真可怜%却让我心生感触!面对青山绿水美妙

的大自然!小猴子却被逼着做各种表演"小猴

子与我们一样!在如此美丽的大山里!它们一

定渴望自由#快乐!无拘无束的生活"

想起探访竹林七贤隐居地时!导游用一句

经典的话对大家说'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中!都有一个桃花源"因为那里可以找寻到灵

魂和精神栖息的地方! 哪怕只是片刻或暂时!

那一刻即是永久"

哪怕!明早!我们又要启程!重回家中"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检察院#

凡的业绩要以新科技与人文理念连接!激发团

队凝聚力!转化为战斗力!强化创新意识!提升

时代应变能力#执法能力#服务能力!在学习中

进步!在工作中创新!在生活中快乐!以文育

检"

虽曰卓尔!却不似松!曰善群&&&善群者!

和也"检察官在工作中也要协调上下左右的关

系!互相信任和支持!不断增强队伍整体合力!

只有这样检察事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质地犹石!方可成器!曰性坚&&&坚韧挺

拔!不惧风霜"革命烈士方志敏曾以诗明志'雪

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轮红日起!依旧与天

齐"胸中有信仰!力量自无穷"检察官应以党和

国家为信仰!以法律为信仰!以人民为信仰!这

样才会有无限的忠诚与热爱"

化作符节!苏武秉持!曰操守&&&细细的

叶!疏疏的节/雪压不倒!风吹不折"大千世界!

世相纷纭"作为检察官!戒贪奢!戒浮躁!在法

与权#法与情#法与钱的诸多考验与诱惑中!

不为强权所左右! 不受私情所困扰! 慧眼独

具!秉持公正!依法办案"

载文传世!任劳任怨!曰担当&&&检察事

业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新的历史时期!检察官

应以一种清醒的意识!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领

悟人生真谛#体会人生价值#实践人生追求"

竹秉天地之正气!纳自然之精华!端正廉

直!虚己待人!洒脱高洁!坚韧不拔!正谓良师

益友! 当是我们检察人共同的向往与永恒的

追求"

*作者单位!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检察院#

春 花

籍新生

时为甲午之春! 漫步南岭惠州西子湖畔!

和风拂面!春意融融!凭栏处!波光粼粼随风荡

漾!碧水蓝天延绵相拥"苏堤玩月!东西新桥!轻

舟扁扁泛湖中!春花初绽百花洲"夺目群芳尤木

棉!艳惊四野飘苒苒"树树高耸红花开!朵朵雍

容束束娇"但见满城紫荆!玉粉生枝!簇拥争艳!

更携东江之滨杜鹃#棕榈#蒲葵#栀子,,朱丹

妆城!丽影装市!谓之这南国小城&&&半城山

色半城湖!红花掩映满春城"

西行城郊数十里! 仰望岭南第一山&&&

罗浮山!高耸入云"海外仙山!飞瀑流涧!峰峦

叠嶂!山花烂漫!以红棉#禾雀#海棠#映山红#

高山茶花#漫山野花为最!一朵朵姹紫嫣红!

一簇簇美不胜收"今春罗浮又山行!在此更为

感遇古者圣贤"$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杨梅

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北宋一代文豪苏东坡寓居惠州近三载! 留此

千古名句感怀罗浮之春"穿行山中之朱明洞!

不觉然间步入酥醪村!顿感幽邃静谧!云淡风

轻 "花恬香溢 !鸟语争歌 "田舍乡宅 !农夫牧

童 "鸡犬相闻 !牛羊成群 "物品相生 !怡然自

得"恍如间如入世外桃源!置身其中!流连忘

返,,续山行!再拜冲虚观!领略白莲湖!际

遇会仙桥!踏过狮子峰!身已在罗浮之巅&&&

飞云顶"极目望远方!云蒸霞蔚弥长空!仙风

道气漫天宫"万里河山疆宇边!春江潮水碧海

天"绿草萋萋风萧萧!百花馨香透云霄"

今时今日!此情此景!春花由感怀!畅想

忧思飞,,雏草淡淡生!枝丫叶微丰"芦苇初

生角尖尖! 绵绵湖畔泗水边" 油菜花开花如

海!随风荡漾黄金彩"万顷微湖万花红!千岛

湿地千绿丛"西行八九里!果园满桃李"桃花

嫣红蕊凝脂!娇艳欲滴醉天使"灼灼其华自丽

质!倾国一色何所似+又见梨花白如雪!庭院

月季月月红"紫薇#春兰#草莓,,或含苞欲

放!或珠蕾含露!抑或争奇斗艳!一朵朵五彩

缤纷!一株株应接不暇"

春美无限迷人眼!忘却归路红霞晚"徐徐

凝望!忽见烟起火生纸花飞!低回百转三春晖"

方知已是清明节"风淡淡!水清清!杨柳依依草

菁菁!春雨渐骤燕嘤嘤"天地茫茫皆不见!忧思

随花飞西苑"春来花开无忘慰先祖!抚今追昔!

慎终追远!逝者如斯!绵绵未央!伏愿山水无眠

期!同赏春美共朝夕,,时光长流!暖意愈浓!

春花愈艳!红日初升!万物苏醒!农家起耕万顷

田!芒种果蔬桑梓园"春麦新绿陇亩间!随风逐

浪连湖天"榆柳荫宅堂前雁!炊烟袅袅顾回瞰"

纸鸢偏偏云中花!芳菲晓春农为家"归园田居

返自然!烟花飞度伴余闲"

春满大江南北!花红长城内外!神州大地

接云霄!泱泱中华何多娇,,

*作者单位!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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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灵■

春天来了

李相峰

东方风过
满眼都俏了
桃花绽放在艳艳的枝头
梧桐也睁开惺忪的睡眼
一切 都在冬的束缚后伸展开来
我走出柴门
故乡的绿柳长堤已经成为春天里又一道

风景
冬天里黑皴皴的树干
也浸润了绿意
垂柳的枝条随春风曳舞
似少女故意摆动她的秀发和身姿
以引起路人的注意
春天来了
一切都萌动勃勃的生机
一如我萌动的青春
多少理想和记忆
都遗落在故乡的绿柳长堤
一个个春天的到来
让我的青春渐渐老去
回首往事
孑然的灵魂唏嘘不已
青春 只剩下一节尾巴
我怎么能牢牢的抓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