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矜持的我
虽已年过不惑
却从未写过一封情书
偶然的邂逅
领略了你的风采
相思悄悄地住进了我心房

因为你
我神魂颠倒 夜不能寐
整日冥思苦想 咬文嚼字
盼望早日俘获你的芳心
因为你
我丢掉了宽容的美德
变成了锱铢必较的狭隘小人
因为你
我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变成了病急乱投医的卑微患者
家人的猜忌和误会
都无法阻挡我对你的一片衷肠

你是我喧嚣时无言的静
你是我独处时会心的笑
你是我绝望时温暖的抚慰
你是我孤单时贴心的闺蜜
我愿是你的长袖善舞
百转千回
我愿是你的对酒当歌
落日长河
我愿变成童话里
你最爱的那个天使
张开翅膀与你比翼翱翔

此情无计可消除
为伊消得人憔悴
何时才能得到你的拥吻
天地不言
日月无语
我只有把这似水的柔情
化作一封锦书
托悠悠的白云带给你
无论你是否接受
我都愿做痴情的百灵
用倾世的柔肠为你歌唱

祖母去世时，我还远在外地
的工作单位。母亲哽咽着打来
电话，话虽说得婉转，但“人已去
了”的表达再清楚不过了。我心
里一阵发紧，在颇感突然中流下
了纠结的泪水。

说是颇觉突然，是因为祖母
患有心脏病已二十余年，中间兼
患胆结石。父亲曾试图为祖母
做手术取石，但还未推进手术
室，祖母便忽发房颤。父亲听取
了医生“保守治疗，不宜手术”的
建议。虽经常犯病，却也有惊无
险。说是内心纠结，是因为此前
回家，我曾对父母说起过我做的
一个梦，我在梦中掉了一颗牙。
父亲是个作家，对传统的农耕文
化颇有心得。他曾说过，人做梦
不能掉牙，掉牙预兆家中要“走”
至亲的话。

如今，父亲说过的话一语成
谶。黯然中，我向单位请了假，
匆匆回家，想着送祖母最后一
程。

追忆祖母的一生，大多是后
来在大人们那里听来的。那些
陈年旧事，真实再现了祖母含辛
茹苦、向上向善的一生。祖母为
祖父生养了五个儿女。日子刚
过好时，祖母在五十五岁上痛失

祖父。祖母忍着巨大的悲痛，帮
着年轻的父亲重整家业。到了
父亲手里，一家人通过打拼，我
们的日子日益丰裕，日臻完美。

然而日臻完美的日子，祖母
却没有过上几天就这样去了。
父亲在日后写了长篇纪事散文
《母亲的房颤》。文章中有这样
的话：母亲的房颤，更像是历史
的痉挛。她用阵阵的抖动，极力
证明着生命的存在……

送走祖母后，父亲眼含热
泪，给我讲述了祖母去世前几天
说的一些话儿、做的一些事儿。

有一天中午，祖母看似平常
地和父亲说起了一些陈年旧事
和家常日子。末了，祖母感慨着
对父亲说：人皮难背，人心难
测。要记得好人的恩情，千万不
要和小人结冤仇，过去的事儿就
让它过去。我这一生问心无愧，
死了也能闭上眼。你们姊妹如
今都能行了，我更没有啥放心不
下的。我唯一惦记着的就是我
琛子还没娶媳妇哩！琛子聪明、
懂事、又有出息。你告诉琛子，
娶媳妇要求不要太高，只要女娃
心好、正派，长得差不多就行
了。家有贤妻，不遭横事么……

琛子是我的乳名。祖母还

告诉父亲，老活德行少活爱。她
也没有什么稀罕东西送给我将
来的媳妇，只是平时父母和大家
给她的零花钱她也花不了，连同
养老保险折子上的钱她也用不
上，她已经让小姑帮她存在了一
张支票上，让父亲等我回来转交
给我。父亲当时既好气又好笑，
埋怨祖母说：您好好地说这些干
啥？祖母笑而不语。第二天下
午，祖母冒着高温拔了一大笼子
自己种的小葱，悉心绑成大小均
等的一捆捆，然后挨家挨户，为
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送去一捆
……

听着父亲的诉说，我不禁泪
流满面，唏嘘不已……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考试进

入韩城市人民医院。祖母常常
以我为豪，说我为世代农耕的家
里争了光。韩城是众所皆知的
古邑名城。在这里，仁义孝悌等
传统文化如春风化雨，深深地浸
润着当地民风。祖母去世之初，
分管领导听到汇报，立即联系了
顺路去省城办事的顺风车，并派
了同事代表，陪我回家以尽礼
仪。我欲婉言谢绝时，分管领导
解释说：家有家风，院有院训。
我们只为彰院训尽同志谊，不会
违反有关规定。

接过祖母让父亲“转交”给
我的“遗产”，我联想起了上述的
这一细节，我明白：对于祖母来
讲，她留下的遗产不是钱，而是
家风，更是人文与传承。

一天中午，上完课的我刚想
坐下来享用午饭，便听到学生
说：“老师，小T和小X吵架啦！”
我连忙起身，见到两人都正在气
头上，这个时候去处理问题定不
会取得什么好结果，于是我走过
去，拍拍二人的肩膀说：“有什么
事情吃完饭再说嘛，饭凉了可就
不好吃了。”二人仍旧没有行动，
我便又说道：“听话嘛，权当是给
我个面子咯，快吃吧。”二人这才
拿起勺子准备吃饭。可就在这
时，小T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伸手
拭了一下后说道：“老师，我要换
座位，我要和他离得远远的！”说
这话时他一直没有抬头，语气十
分坚定，看样子是相当委屈了；
再转头看看小X，也是眉头紧锁，

机械地往嘴里送着饭。我笑笑
道：“好，你的想法我会考虑，吃
完了咱们好好聊。”二人没有回
答，但确实也开始吃了。

很快，午餐结束，我让小T
检查小X的英语，小T道：“老师，
要检查可以，你必须在旁边！”

“为什么呢？”我佯问道。小T立
马连珠炮一样说了很多。我才
明白其实两个人生气的原因很
简单：身为班长的小T见小X上
课时玩竹蜻蜓，便要没收，小X不
允，一来二去便扯坏了竹蜻蜓，
小X气急，也因此对小T说了不
中听的话，二人便因此而置气。
小T的话音刚落，小X也说起自
己的委屈来……

我看到他们俩在说话时都

偷偷瞄对方，两手不自然地来回
搓着，我明白他们这是意识到自
己的错误了，只是碍于面子不愿
意承认罢了。我说道：“事情听
完，你二人都有道理，却也都有不
足。但班长做事要讲究方法，同
学犯了错误更是要勇于承认，好
朋友之间多一些包容和理解，还
怎么会有矛盾呢？”看着两人之间
的过道，我便借题发挥道：“看，小
小的矛盾导致你们之间的关系出
现了缝隙，现在我来当个和事佬，
在你二人之间搭一座桥，你俩握
手言和，还和以前一样好不好？”
说着我便一手拉起小X，一手拉起
小T，将二人的手搭在一起，两人
握上了手却还是不言语，我又
道：“没关系，好孩子是能勇于承

担责任的，话说出来就没事了。”
这时小T立刻鞠躬向小X道

歉，小X也连忙回应。待小X直
起身子，二人看着对方，不禁哈
哈大笑，见此情景我也笑了，轻
轻拍了拍两人的后背，两人便拥
抱在了一起，笑得十分开心，后
面的结果，自不必说了。

一年级的孩子们年龄虽然
小，但并不代表他们什么都不
懂。有的时候孩子们的心思甚
至比大人还要细腻！人小鬼大，
要尊重孩子们，和他们共同进
步，相互学习，才能建立健康良
好的师生关系和积极向上的班
级氛围。和孩子们架起一座温
情的桥，让理解、包容和爱在桥
上传递不息！

秋雨暂歇的清晨，满城花香
唤醒了我，大明宫在岁月长河中
向我招手。

漫步大明宫，沿栖霞山坡的
石板路东行，氤氲香气环绕，渐
行渐浓，飘入鼻腔，钻入心肺，浸
润到血液之中。山坡上草毯如
织，绿树成林，间有桂树，香飘天
外。桂花是如小黄米粒般大小
的繁密小花，看似不起眼，香味
却夺人心魄。难怪李清照曾咏
叹：“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
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
花中第一流。”

站在栖霞山顶，我沉醉在桂
花香里，畅想四季。想起白雪覆
盖的大明宫，一红衣女子循香踏
雪寻梅。至太液池西岸，几株蜡
梅开得分外精神。娇嫩的黄色
小花，如蜜蜡雕成，又似新生小
黄鸭，惹人怜爱。那清冷的梅
香，寒香扑鼻，让人沉醉。林逋
曾写下咏梅绝叹：“疏影横斜水

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银装素
裹之中，疏影横斜之间，那红衣
女子赏梅闻香、顾盼流连。诗情
画意、如梦似幻。

冬去春来的大明宫，更是姹
紫嫣红开遍，最是芬芳馥郁满
园。迎春、连翘、玉兰……唯有
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白居易赞美牡丹“绝代只西子，
众芳惟牡丹。”诗仙李白曾写下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
华浓”的千古绝唱。于是，“国色
天香”成为牡丹的代名词。白牡
丹清香雅致，粉牡丹香飘幽远，
紫牡丹浓香醉人。唐长安城大
明宫遗址公园的牡丹，就是这样
香气袭人！

春花还未谢幕，太液池的荷
花已散发淡淡清香。夜雨过后
的初夏清晨，荷塘捧出珍宝，荷
叶缀满珍珠，荷花穿着粉红纱
裙，在风儿们的吹拂下，在池水
的荡漾中，在鸟儿们的伴奏里，

跳起美丽的《天鹅湖》。那荷香
让人忘记时间，忘却烦恼，忘情
歌唱。

大 明 宫 是 有 香 气 香 味
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将
她们独有的香气香味，赋予大
明宫，赋予曾经的长安，今日
的西安。这里有“春风得意马
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喜
悦；亦有“人面不知何处去，桃
花依旧笑春风”的惆怅；还有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
黄金甲”的豪迈。

大明宫的香气香味就是古
老长安的历久弥香，更是今日西
安的天香云外。香气缭绕的大
明宫是西安的缩影，三季有花，
四季见绿的大西安，已经美成了
一座世界级大公园。南依秦岭，
北邻渭水，大山大水之境，焉能
不美？

寻踪觅迹，循香知味，香满
大明宫，香满大西安！

你可曾知道，
其实我渴望和你一起感受秋色烂漫。
当初之所以不敢信誓旦旦，
是担心自己的美丽太短暂，
不能给你想要的爱恋。

你可曾知道，
其实我是为你灿烂，
不会性格轻浮而随风飘远，
不忍心让连绵秋雨淋湿你的脸庞和衣衫，
留给你冷秋的伤感。

你可曾知道，
其实我并非迷恋秋天，
只是怕岁月无情，
不让我把秋的故事给你讲完，
就孤独地走向寒冷的冬天。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为了一段情，
我血染层林，铺满山川。
把最美的自己留在你的心田，
只是为了让你能多看我一眼。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为了一份爱，
我望穿秋水，望眼欲穿。
那繁华的谢幕殷红的笑颜，
是我不舍的绝望，
更是为了来年相聚的奋然，
所有的一切只为了能和你永远温暖相伴。

我知道
在遥远的天边
你静静地看着安静的我
眨巴着眼睛
驱赶此夜的无聊
慢慢地
我睡了
轻轻地
你笑了
在梦中
我仰望着你
循着穿透黑夜的那一束亮光
努力伸手
期望与你热情相握
却怎么也够不着
早起的鸟儿唧唧喳喳
叫醒了我
睁开双眼
天空却已不见你的影踪
人海中
太阳照耀着孤独的我
走在路上
心中舞动着满满寂寞

祖母的遗产 ■刁博昱

桥梁 ■曹雨舟

星星
■安元华

香满大明宫
■宋鸿雁

我的第一封情书
■焦倩茹

香山红叶情
■诗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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矜持的我
虽已年过不惑
却从未写过一封情书
偶然的邂逅
领略了你的风采
相思悄悄地住进了我心房

因为你
我神魂颠倒 夜不能寐
整日冥思苦想 咬文嚼字
盼望早日俘获你的芳心
因为你
我丢掉了宽容的美德
变成了锱铢必较的狭隘小人
因为你
我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变成了病急乱投医的卑微患者
家人的猜忌和误会
都无法阻挡我对你的一片衷肠

你是我喧嚣时无言的静
你是我独处时会心的笑
你是我绝望时温暖的抚慰
你是我孤单时贴心的闺蜜
我愿是你的长袖善舞
百转千回
我愿是你的对酒当歌
落日长河
我愿变成童话里
你最爱的那个天使
张开翅膀与你比翼翱翔

此情无计可消除
为伊消得人憔悴
何时才能得到你的拥吻
天地不言
日月无语
我只有把这似水的柔情
化作一封锦书
托悠悠的白云带给你
无论你是否接受
我都愿做痴情的百灵
用倾世的柔肠为你歌唱

祖母去世时，我还远在外地
的工作单位。母亲哽咽着打来
电话，话虽说得婉转，但“人已去
了”的表达再清楚不过了。我心
里一阵发紧，在颇感突然中流下
了纠结的泪水。

说是颇觉突然，是因为祖母
患有心脏病已二十余年，中间兼
患胆结石。父亲曾试图为祖母
做手术取石，但还未推进手术
室，祖母便忽发房颤。父亲听取
了医生“保守治疗，不宜手术”的
建议。虽经常犯病，却也有惊无
险。说是内心纠结，是因为此前
回家，我曾对父母说起过我做的
一个梦，我在梦中掉了一颗牙。
父亲是个作家，对传统的农耕文
化颇有心得。他曾说过，人做梦
不能掉牙，掉牙预兆家中要“走”
至亲的话。

如今，父亲说过的话一语成
谶。黯然中，我向单位请了假，
匆匆回家，想着送祖母最后一
程。

追忆祖母的一生，大多是后
来在大人们那里听来的。那些
陈年旧事，真实再现了祖母含辛
茹苦、向上向善的一生。祖母为
祖父生养了五个儿女。日子刚
过好时，祖母在五十五岁上痛失

祖父。祖母忍着巨大的悲痛，帮
着年轻的父亲重整家业。到了
父亲手里，一家人通过打拼，我
们的日子日益丰裕，日臻完美。

然而日臻完美的日子，祖母
却没有过上几天就这样去了。
父亲在日后写了长篇纪事散文
《母亲的房颤》。文章中有这样
的话：母亲的房颤，更像是历史
的痉挛。她用阵阵的抖动，极力
证明着生命的存在……

送走祖母后，父亲眼含热
泪，给我讲述了祖母去世前几天
说的一些话儿、做的一些事儿。

有一天中午，祖母看似平常
地和父亲说起了一些陈年旧事
和家常日子。末了，祖母感慨着
对父亲说：人皮难背，人心难
测。要记得好人的恩情，千万不
要和小人结冤仇，过去的事儿就
让它过去。我这一生问心无愧，
死了也能闭上眼。你们姊妹如
今都能行了，我更没有啥放心不
下的。我唯一惦记着的就是我
琛子还没娶媳妇哩！琛子聪明、
懂事、又有出息。你告诉琛子，
娶媳妇要求不要太高，只要女娃
心好、正派，长得差不多就行
了。家有贤妻，不遭横事么……

琛子是我的乳名。祖母还

告诉父亲，老活德行少活爱。她
也没有什么稀罕东西送给我将
来的媳妇，只是平时父母和大家
给她的零花钱她也花不了，连同
养老保险折子上的钱她也用不
上，她已经让小姑帮她存在了一
张支票上，让父亲等我回来转交
给我。父亲当时既好气又好笑，
埋怨祖母说：您好好地说这些干
啥？祖母笑而不语。第二天下
午，祖母冒着高温拔了一大笼子
自己种的小葱，悉心绑成大小均
等的一捆捆，然后挨家挨户，为
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送去一捆
……

听着父亲的诉说，我不禁泪
流满面，唏嘘不已……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考试进

入韩城市人民医院。祖母常常
以我为豪，说我为世代农耕的家
里争了光。韩城是众所皆知的
古邑名城。在这里，仁义孝悌等
传统文化如春风化雨，深深地浸
润着当地民风。祖母去世之初，
分管领导听到汇报，立即联系了
顺路去省城办事的顺风车，并派
了同事代表，陪我回家以尽礼
仪。我欲婉言谢绝时，分管领导
解释说：家有家风，院有院训。
我们只为彰院训尽同志谊，不会
违反有关规定。

接过祖母让父亲“转交”给
我的“遗产”，我联想起了上述的
这一细节，我明白：对于祖母来
讲，她留下的遗产不是钱，而是
家风，更是人文与传承。

一天中午，上完课的我刚想
坐下来享用午饭，便听到学生
说：“老师，小T和小X吵架啦！”
我连忙起身，见到两人都正在气
头上，这个时候去处理问题定不
会取得什么好结果，于是我走过
去，拍拍二人的肩膀说：“有什么
事情吃完饭再说嘛，饭凉了可就
不好吃了。”二人仍旧没有行动，
我便又说道：“听话嘛，权当是给
我个面子咯，快吃吧。”二人这才
拿起勺子准备吃饭。可就在这
时，小T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伸手
拭了一下后说道：“老师，我要换
座位，我要和他离得远远的！”说
这话时他一直没有抬头，语气十
分坚定，看样子是相当委屈了；
再转头看看小X，也是眉头紧锁，

机械地往嘴里送着饭。我笑笑
道：“好，你的想法我会考虑，吃
完了咱们好好聊。”二人没有回
答，但确实也开始吃了。

很快，午餐结束，我让小T
检查小X的英语，小T道：“老师，
要检查可以，你必须在旁边！”

“为什么呢？”我佯问道。小T立
马连珠炮一样说了很多。我才
明白其实两个人生气的原因很
简单：身为班长的小T见小X上
课时玩竹蜻蜓，便要没收，小X不
允，一来二去便扯坏了竹蜻蜓，
小X气急，也因此对小T说了不
中听的话，二人便因此而置气。
小T的话音刚落，小X也说起自
己的委屈来……

我看到他们俩在说话时都

偷偷瞄对方，两手不自然地来回
搓着，我明白他们这是意识到自
己的错误了，只是碍于面子不愿
意承认罢了。我说道：“事情听
完，你二人都有道理，却也都有不
足。但班长做事要讲究方法，同
学犯了错误更是要勇于承认，好
朋友之间多一些包容和理解，还
怎么会有矛盾呢？”看着两人之间
的过道，我便借题发挥道：“看，小
小的矛盾导致你们之间的关系出
现了缝隙，现在我来当个和事佬，
在你二人之间搭一座桥，你俩握
手言和，还和以前一样好不好？”
说着我便一手拉起小X，一手拉起
小T，将二人的手搭在一起，两人
握上了手却还是不言语，我又
道：“没关系，好孩子是能勇于承

担责任的，话说出来就没事了。”
这时小T立刻鞠躬向小X道

歉，小X也连忙回应。待小X直
起身子，二人看着对方，不禁哈
哈大笑，见此情景我也笑了，轻
轻拍了拍两人的后背，两人便拥
抱在了一起，笑得十分开心，后
面的结果，自不必说了。

一年级的孩子们年龄虽然
小，但并不代表他们什么都不
懂。有的时候孩子们的心思甚
至比大人还要细腻！人小鬼大，
要尊重孩子们，和他们共同进
步，相互学习，才能建立健康良
好的师生关系和积极向上的班
级氛围。和孩子们架起一座温
情的桥，让理解、包容和爱在桥
上传递不息！

秋雨暂歇的清晨，满城花香
唤醒了我，大明宫在岁月长河中
向我招手。

漫步大明宫，沿栖霞山坡的
石板路东行，氤氲香气环绕，渐
行渐浓，飘入鼻腔，钻入心肺，浸
润到血液之中。山坡上草毯如
织，绿树成林，间有桂树，香飘天
外。桂花是如小黄米粒般大小
的繁密小花，看似不起眼，香味
却夺人心魄。难怪李清照曾咏
叹：“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
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
花中第一流。”

站在栖霞山顶，我沉醉在桂
花香里，畅想四季。想起白雪覆
盖的大明宫，一红衣女子循香踏
雪寻梅。至太液池西岸，几株蜡
梅开得分外精神。娇嫩的黄色
小花，如蜜蜡雕成，又似新生小
黄鸭，惹人怜爱。那清冷的梅
香，寒香扑鼻，让人沉醉。林逋
曾写下咏梅绝叹：“疏影横斜水

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银装素
裹之中，疏影横斜之间，那红衣
女子赏梅闻香、顾盼流连。诗情
画意、如梦似幻。

冬去春来的大明宫，更是姹
紫嫣红开遍，最是芬芳馥郁满
园。迎春、连翘、玉兰……唯有
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白居易赞美牡丹“绝代只西子，
众芳惟牡丹。”诗仙李白曾写下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
华浓”的千古绝唱。于是，“国色
天香”成为牡丹的代名词。白牡
丹清香雅致，粉牡丹香飘幽远，
紫牡丹浓香醉人。唐长安城大
明宫遗址公园的牡丹，就是这样
香气袭人！

春花还未谢幕，太液池的荷
花已散发淡淡清香。夜雨过后
的初夏清晨，荷塘捧出珍宝，荷
叶缀满珍珠，荷花穿着粉红纱
裙，在风儿们的吹拂下，在池水
的荡漾中，在鸟儿们的伴奏里，

跳起美丽的《天鹅湖》。那荷香
让人忘记时间，忘却烦恼，忘情
歌唱。

大 明 宫 是 有 香 气 香 味
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将
她们独有的香气香味，赋予大
明宫，赋予曾经的长安，今日
的西安。这里有“春风得意马
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喜
悦；亦有“人面不知何处去，桃
花依旧笑春风”的惆怅；还有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
黄金甲”的豪迈。

大明宫的香气香味就是古
老长安的历久弥香，更是今日西
安的天香云外。香气缭绕的大
明宫是西安的缩影，三季有花，
四季见绿的大西安，已经美成了
一座世界级大公园。南依秦岭，
北邻渭水，大山大水之境，焉能
不美？

寻踪觅迹，循香知味，香满
大明宫，香满大西安！

你可曾知道，
其实我渴望和你一起感受秋色烂漫。
当初之所以不敢信誓旦旦，
是担心自己的美丽太短暂，
不能给你想要的爱恋。

你可曾知道，
其实我是为你灿烂，
不会性格轻浮而随风飘远，
不忍心让连绵秋雨淋湿你的脸庞和衣衫，
留给你冷秋的伤感。

你可曾知道，
其实我并非迷恋秋天，
只是怕岁月无情，
不让我把秋的故事给你讲完，
就孤独地走向寒冷的冬天。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为了一段情，
我血染层林，铺满山川。
把最美的自己留在你的心田，
只是为了让你能多看我一眼。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为了一份爱，
我望穿秋水，望眼欲穿。
那繁华的谢幕殷红的笑颜，
是我不舍的绝望，
更是为了来年相聚的奋然，
所有的一切只为了能和你永远温暖相伴。

我知道
在遥远的天边
你静静地看着安静的我
眨巴着眼睛
驱赶此夜的无聊
慢慢地
我睡了
轻轻地
你笑了
在梦中
我仰望着你
循着穿透黑夜的那一束亮光
努力伸手
期望与你热情相握
却怎么也够不着
早起的鸟儿唧唧喳喳
叫醒了我
睁开双眼
天空却已不见你的影踪
人海中
太阳照耀着孤独的我
走在路上
心中舞动着满满寂寞

祖母的遗产 ■刁博昱

桥梁 ■曹雨舟

星星
■安元华

香满大明宫
■宋鸿雁

我的第一封情书
■焦倩茹

香山红叶情
■诗忆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