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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如泉水般轻声流淌#$ 这两对 "情人%

心心相印的神妙情感! 完全溶在天籁的静谧

中! 似可捉到又很难抓握! 似在远远又像就

在眼前$ 我心中不期然&&&闯出我的另一新

句' "轻风吻细柳! 澹月印梅花$%

复吟 "轻风吻细柳! 澹月印梅花%! 真的

很美$ 轻风细柳里! 诗心眷恋情$ 一字挪移!

遍地风流! 流动的是机妙! 流动的更是深恋$

恰似春宵一刻值千金! 花有清香月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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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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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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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我们不接! 她

就认为你官官相护! 她就会去

上访 $ 我想 ! 作为一名法医 !

我们不能看到困难就相互推诿!

也不应该把矛盾往上一推了事!

我们应当想方设法把矛盾化解

在基层! 定分止争)%

吴继华和陈子平都不吭声

了$

刘光第看看两位助手的表

情! 缓和了一下口气说' "如

果陈海花真的冤枉! 到了我们

这里没有纠正过来! 那就是我

们做法医的失职$%

就这样! "刘光第模范工

作室% 接下了这个棘手的案子$

首先他与助手一起详细审阅送

检的全部材料及
!"

片 ! 在经

过数次反复查看之后! 终于有

了惊人的发现' 陈海花半年前

受伤拍摄的
#

光片的部位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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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骨 ! 其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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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处肋骨显示为骨

折$ 那么! 第
$$

*

$+

肋骨骨折

是本次损伤所致! 还是半年前

的旧伤呢+ 一时无法断定$

刘光第再次对陈海花进行

了详细的询问! 尽量通过她的

讲述能复原当时的现场情景 !

了解受伤过程* 伤情症状及治

疗过程! 随后再对其伤后一个

月所拍的
!"

片进行了细致的

观察和比较! 最终判定左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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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骨的骨折线与第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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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骨骨折线不

一致$ 然而! 为慎重起见! 据

此判断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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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骨骨折系新

伤仍依据不足$ 刘光第决定等

,

个月后再做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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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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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 视肋骨骨痂生长情

况! 比对原有
!"

片再下最后

的结论$

对于刘光第和陈海花都同

样漫长的三个月终于过去了 $

$%

月
+.

日这天 ! 多名专家齐

聚章城市检察院! 倾听刘光第

最后下定的鉴定意见$ 刘光第

尽管经过反复的思量早已胸有

成竹! 但面对那么多医疗专家!

以及来自公安的法医! 他多少

有些紧张! 两位助手! 甚至检

察院领导都为他暗暗捏一把汗$

在出示一系列有力的复检

材料后! 刘光第结束了条理清

晰的介绍! 对着一直在认真倾

听和查看资料的专家和法医 !

肯定地说' .刚才大家从检查

结果已经看到! 受害人陈海花

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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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骨的骨

痂正在消退! 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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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骨的

骨痂却连续生长! 且这两处骨

折部位的血运明显比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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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骨部位的血运丰富$

那么! 这完全说明第
$$

*

$+

肋

骨断端较新鲜! 是新伤$% 刘光

第说完话! 多少有些担心地看

着专家和公安法医$

似乎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

长! 工作室里突然爆发了一阵

热烈的掌声$ 为首的那位满头

银发的资深专家站起来! 对刘

光第竖起大拇指说' .想不到!

真是没想到! 刘法医的工作做

得如此科学细致! 让我辈受益

匪浅啊)% 一边当即代表专家们

表示一致同意刘法医的判断$

出具原鉴定意见的公安法

医是一位比刘光第年龄足足大

了十岁的老法医! 在大家都散

去后! 有意留在后面! 用力握

住刘光第的手说'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 ! 老夫工作不细致 !

差点误了受害人! 惭愧$%

刘光第忙谦逊地说 ' .前

辈言重了$ 我知道您的法医鉴

定为好几个大案要案提供了破

案的方向! 这正是光第要学习

的地方$%

老法医点点头说 ' .我们

公安法医界有一个说法! 说章

城检察院的刘光第很会给人找

麻烦 ! 有意挑刺 $ 依我看啊 !

这样的刺挑得好啊! 让我以后

再也不敢凭经验办事了 $ 哈

哈 $% 一连声说着 .惭愧 % 走

了$

据此! 刘光第出具了陈海

花为轻伤的鉴定意见$ 随后本

案启动了司法程序! 龙江市公

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李自强以

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 提请逮

捕! 最后检察院公诉! 受害人

陈海花得到了
)

万元的赔偿款!

她终于有钱去看病了$ 法院判

决生效那天! 陈海花就给刘光

第打了电话! 说是要给他送锦

旗! 被刘光第态度坚决地拒绝

了 $ 没想到 ! 事隔一个月后 !

她还是把锦旗送到了章城市检

察院$

刘光第下得楼来 ! 见检察

院大楼台阶下敲锣打鼓! 那位

双手举着锦旗的正是看起来身

体已完全恢复的陈海花 ! 而在

场的除了闻声下楼的检察院同

事! 还有外面路过过来看热闹

的群众$ 检察长葛存斌正与陈

海花说着话! 一见刘光第露脸!

当好就收了笑容板起脸! 批评

刘光第说' .好家伙! 你倒装

腔作势起来$ 这不是人民给你

一个人的荣誉! 是给我们整个

检察院的$ 快! 把锦旗接过来!

今天这来自人民群众的表扬还

就要你亲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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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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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音绕梁■

轻风细柳里

付秀宏

清代人褚人获 /坚瓠集0 载' 一天晚上!

云淡风轻! 苏东坡和黄庭坚对月赏梅$ 苏东

坡的妹妹苏小妹亦在$ 于是! 苏小妹* 苏东

坡* 黄庭坚三人论诗$ 小妹言 ' .1轻风细

柳! 澹月梅花2! 若联作五言句! 各于中间加

腰! 以何为妙+% 东坡沉吟捋须! 哦曰' .轻

风摇细柳! 澹月映梅花$% .不佳$% 小妹笑

云$ 黄庭坚思忖良久! 拱手试云' .轻风舞

细柳! 澹月隐梅花$% .亦不佳$% 小妹又笑

云$ 东坡* 山谷 !黄庭坚号山谷道人" 转向

小妹((小妹又是一笑! 轻轻吟道' .轻风

扶细柳! 澹月失梅花$% 东坡* 山谷复吟* 品

鉴! 皆叹神妙$

小妹之联语有何佳妙呢+ 我以为! .扶%

者! 轻巧细腻! 有动人心扉之感3 .失% 者!

出人意料! 笔意却是在 .得%' 正所谓月失

梅! 梅得月$

.轻风扶细柳! 澹月失梅花% 整句可翻译

为' 轻风似跟侍女一样! 小心地 .扶% 着那

娇细的柳条儿3 月淡星稀! 月光照得梅花似

有若无! 月色尽显朦胧之美! 从而梅* 月互

得神韵$

而此时! 从下往上看! 月儿也被梅枝遮

映! 月景有所失$ 反看! 失处恰是得来之妙$

梅之 .情姿% 亦便尽得 .意% 间$ 如此! 梅*

月既能映回扶衬! 又各得其妙$

诗是语言之艺术$ 遣词用字! 贵在生动*

鲜明$ .诗眼% 能够出神入化! 常常在一字

之妙$ 在此联句中!.失% 字用得格外传神 !

在 .澹月% 和 .梅花% 之间夹上 .失 % 字 !

使读者由诗境进入了画境! 沐浴在淡淡的月

色之中! 神游于朦朦胧胧的月景之内$

如此品味小妹之联语 ! 可谓享风柳梦 !

道梅月情$ 她走笔如画! 叙意入雅! 一 .扶%

一 .失%! 一 .娇% 一 .闪%! 隐约似见! 令

人心动$

经过多次咀嚼 .轻风扶细柳! 澹月失梅

花% 所勾画的奇妙境界! 我不断想那字句 *

想那字句中的风情! 想那风情中的轻风* 细

柳* 澹月* 梅花((渐渐沉醉于那悠远的境

界中! 一种清灵的氛围悄悄包裹着我$ 此时!

周围天籁的静谧! 使我的心更纯* 更静* 更

真了$

蓦然! 冥冥中! 我的眼前现出奇妙之景'

两帧自然画卷! 被 .爱情画卷% 所浸染* 渗

透! 微风* 澹月幻化为男性! 细柳* 梅花幻

化成女性! 而且! 慢慢两帧画卷联成一帧'

微风轻言细语! 欲道破细柳娇梦3 澹月

欲窥还羞! 偷见梅花悄展玉肌真韵! 梅花含

羞! 还露欲回$ 此情此景! 有风有月! 有情

有波! 似是风月故事又超出风月故事! 依稀

是在春风沉醉的夜晚! 又像是在清气沁人的

月夜((袅袅雨柳归轻风的律动! 暗香浮动

月黄昏的淡远! 尽情抒发! 悠悠无尽$

微风与细柳* 澹月与梅花各有依恋* 各

表情结$ 且见! 微风与细柳 .嬉笑相谈%! 澹

月与梅花 .互窥知心%$ 说不清是轻风的 .嬉

闹% 好! 还是澹月的 .窥望% 美! 那种爱的

默契一样发生在微风与细柳* 澹月与梅花之

走进皖南古村落

朱玉胜

烟花五月!我有幸来到皖南!烟雨朦胧之

中!我走进了古老的村落!走进了淳朴的人家!

古风*古韵*古朴*古貌!我在领略皖南的山*皖

南的水*皖南的村落*皖南的风俗中!更领略了

深奥无穷的皖南西递古村落的徽文化$

刚刚走进西递!就可以看到一道矗立的牌

坊!依水而建!高约十几米!三道大门*四个立

柱!六个对称的徽派马头建筑!与青山绿水相

依!上书.荆藩首相%四个大字!导游娓娓道来

这里许多的历史故事$ 西递始建于北宋年间!

村落依船形设计建造!村中鳞次栉比的古民居

建筑群像一个个船舱3村周围连绵起伏的层层

山峦!状如大海的波涛3而村前的月湖和大片

沃野簇拥着的村子宛若一艘远航的巨轮停泊

在宁静的港湾$这座颇具规模而典雅的古村落

犹如艺术精品呈现在人们面前! 令人感叹不

已$

西递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山水

风光绮丽诱人$它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都刻上

了历史的痕迹! 闪耀着底蕴丰厚的古文化光

辉$我们信步来到西递的民居!村中街巷沿溪

而设!均用青石铺地!整个村落空间自然流畅!

动静相宜$街巷两旁的古建筑淡雅朴素!错落

有致$ 这里的古民居大部分建于明清时期!虽

经历史沧桑!旧痕累累!但仍难掩当年的富丽

堂皇!保存也较完好$悠久的历史!更展现着徽

州古文化的魅力!令人回味无穷$它的古民居

门头一般都有马头墙!建筑者独具匠心!在马

头墙上雕刻了猪马牛羊狮等奇形怪状的动物!

神态各异!千姿百态!令人拍案叫绝$

在.旷古斋%古民居!我深为它精巧的门头

吸引'大门上有一个徽派建筑的马头墙!共九

层!这可能是和中国古代.九九%象征富贵*吉

利*高寿的寓意相关吧$两边低角是两个对称

的中国古代万字结构!第一层是狮*海马*乌龟

等动物!它们驮着一些贡品!动物的中间有几

个花瓶*鼎!两个对称的月牙盘子!盘中摆放有

仙桃等贡品! 祭奠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动

物和鼎之间是用花瓶相隔的!拐角处是中国结

相连的$第二层的正中是一朵大荷花!两旁边

分别是对称的
+'

朵荷花$ 第三层是两扇对称

关闭的家门!门上各有两个扣环!门旁边是空

心砖墙!门上方还有两个小马头墙$第四层分

别是圆形门*长方形门*斜形门三个小门!圆形

门旁是一个万字!真是巧夺天工$第五层是十

二属相中的牛*龙*马*羊!它们分列两旁!牛居

在首位!细细品味!可能象征着该家人是四世

同堂!最尊者是牛!每代人中的尊者属相分别

是牛*龙*马*羊的缘故吧$第六层是三组荷花!

每组有五朵!.五%在中国古代有五福临门的含

意$第七层是十八幅神态各异的图画!可能是

一个人从出生到懂事*长大后捕猎谋生*再到

老态龙钟的生活历程吧$第八层上面是十五个

圆弧砖!下面是十六个圆弧砖!相互映衬!三十

一块圆弧砖上分别是一些各式各样的花草$由

于年代久远! 一些圆弧砖已经开始脱落了!一

些野花草便从砖块缝隙间发出$第九层是九个

不同形状的空心砖!空心砖象征着家中晚辈生

活在不同的空间!也希望家人兴旺*长寿$

.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

人尚古衣冠$% 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诗句道出了

皖南乡村的特有意境'山水风物幽美!古老文

化酝酿出淳厚从容的民风人情$

*作者单位!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检察院#

九华春雨

杨振侠

淅淅沥沥，疾缓朦胧，山川云烟竞升腾。
染红了杜鹃，浇绿了梧桐。
落英随水飘零，何处是香冢？
多愁善感春闺泪，天涯逆旅游子情。
叮咚，匆匆，一岭阴雨一岭晴。
每在清明时，背篓蓑衣，荷锄便向山里行。
挖一袋新笋，采数篓春茗，撷几束红豆，寻

几窝香菇松茸。
遍丛林，处处闻早莺。
祭扫人，望泉台，纸钱冥供放悲声……

红杏落，天桃井。断壁颓垣柳风来。
落英成冢谁人埋？当年黛玉荷锄待，香笺

瘗词飞天外。
何来？人生苦短，红颜命蹇乖……

清月洒西楼，满腹春愁。
纤纤玉指弄箜篌，只两三声，思念上心头。

!

心湖一泓■

从“检查院”到“检察院”

刘鲜明

+%$&

年
(

月
$$

日!最高检发布.老百姓

如何与检察院打交道%的街头调查漫画!得出

的结论让人瞠目结舌$

问卷'检察院是干什么的+

答'.检查院好啊!检查身体很方便$ %.查

那些贪官的呗!不过我又不是官!管不到我$ %

.检察院+ 在法庭上起诉犯罪的那个!不过我

又不犯罪!跟我没啥关系%((

当看到以上回答时! 作为检察官的我心

中隐隐作痛!想笑笑不出!想哭也哭不了!心

里感到很憋屈*很彷徨$ 从他们的回答结合我

两年来从事的接待工作! 感到一切都那么现

实*那么逼真$ 我不禁问自己'全国老百姓都

知道公安局*法院!为啥一提到检察院!就成

了变味的回答! 作为检察官的我们! 能做什

么!怎样做才能让老百姓了解检察机关+

两年的接待生涯!让我真实体会到了.检

查院%与.检察院%的真实差距$

今年
,

月份的一天!一位大爷搀扶一位老

婆婆经过我的办公室!不久又折返回来$ .同

志!请问体检在几楼+ %我接访的招牌微笑顿

时凝固了!拍了拍脑袋说'.你好!大爷!这里

是检察院!你要找的是旁边的医院吧+ %大爷

很吃惊地说'.检查院不是检查身体的吗+ %我

无言以对只好反复给大爷讲! 并及时指明他

们要到的地点$

有一次! 一位外出务工的人员到我办公

室问'.同志!请问公证处在几楼+ %

还有一次!年关将近!一对准夫妇到我办

公室问'.同志!婚姻登记在几楼+ %

两年来!我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但遇到最

多!也最让接访检察官无言的其实就这一种!

而且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 出现这种情况!原

因是什么+ 是单位地理位置限制+ 是宣传工作

不到位+ 原因都有$ 但究其根本!还是检察院

似乎离老百姓的生活很远!很远$

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都知道! 检察院是

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监督国家法律能否正

确实施$ 但由于检察机关设立在县一级!派驻

检察室很少! 履行的职责基本上为对刑事案

件立案监督*起诉!侦查贪污犯罪等涉及宏观

的对老百姓合法权益的保护$ 而检察机关的

各个工作步骤*工作流程与社会*与老百姓直

接接轨的不多!导致了群众对检察院不了解!

进而影响到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的实际效

果!以及如今的对检察院的街头调查现状$

其实在检察院工作的同志都知道! 和周

围的朋友交流! 他们都不能清楚说出检察院

的具体职能! 其最熟悉的莫过于反贪局和出

庭的公诉人! 对于民事行政检察职能也只是

略知一二!大多数人搞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当前提高检察院的公众了解度! 实际上

是提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力度的最重要环节

之一$ 那!作为检察官的我们!应当如何做才

能让检察院从老百姓口中的.检查院%到真正

的.检察院%呢+

+%$+

年以来! 我院共设立
,

个派驻乡镇

检察室并全面履行相关职责! 其基本目的也

应该是拉近与老百姓的距离! 打破检察机关

这层神秘的面纱$ 如果有可能!我认为检察院

步子可以再迈大一点! 进一步提高检察工作

的开放度! 增加群众与检察工作的互动和参

与度! 检察院也就不会再被老百姓误认为是

.检查院%了吧$

*作者单位!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检察院#

一只蜘蛛的世界观之拖延症晚期 利旭熙/作

血，像雪一样，崩了

梁 洪

我是如此地
向往你
珠穆朗玛峰
加德满都
日喀则
……
那是我
向往的
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那是我
向往的
离灾难最远的地方

天
像天一样深蓝
雪
像雪一样纯白

我的向往
如我的血
激情澎湃
也如
高天的积雪
千年不化

现在
2015年4月25日
我的
向往
被8.1级的阵痛
撕裂
一滴
一滴
一滴地
滴着血

血
像珠穆朗玛峰的雪一样
崩了

大美黄山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李立峰
0

摄

兰 心

雅雅兰心，在峦之深。
幽幽暗香，葳蕤清馨。
蓝衣熠熠，辉辉子衿。
鼓瑟抚琴，新茗沁心。
铁杵磨针，何处觅君？

春风拂处任剪裁， 乃一声红绿来。
农家忙碌耕播事，雁鸣北归云天排。

自度曲·月无缺

雄关外，古镇青石街。客栈中，伊人粉面带
羞怯。

胭脂难掩别怨，问青帝，重逢何年朝天阙？
手书诗卷分明一个缘字诀，托岁月，玉珠泪，
痕香湿透诗笺帙，丝路远，驼铃频摇曳。
忆当年早春二月，棠棣树下巧邂逅，半遮

浅笑擦肩过，
感佩那郎君风流倜傥豪赋桃花雪。
君言道奴似天仙惊鸿瞥，自谦云浅浮少才学。
赠罗帕手绣鸳鸯戏，再编织丝绦千千结。
送君行悲唱阳关叠。
关山万里戍边去，军纪如铁，几度花开又

花谢。
伤离别，残月乌啼思绪写，飞鸿传书无断绝。
盼君归，古筝同奏月无缺……

编者按

杨振侠! 生于
$*&(

年
+

月 ! 逝于

+%$.

年
,

月
+*

日$ 自
$*)$

年进入检察

系统! 从此将半生奉献给了检察事业$

$**$

年!他加入到/中国检察报0!#检察

日报$前身"筹备组!历任报社文艺部副

主任*/方圆0杂志编辑部主任*文艺副刊

部主任*检察日报社总编辑助理$

+%%(

年!他以高级记者身份退休时!

依然对检察*对报社*对文学满怀热爱与

期待!在这个春深时节!我们以其三首诗

寄托我们的深切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