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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太阳岛                                      何鹏 摄

阳春四月，春暖花开。鹅黄嫩绿千枝秀，

小蕾深藏数点红；面对春天的召唤，让我

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四月的凤县，融

入大自然的怀抱，去寻觅春的足迹，感受

七彩凤县的盎然春意。

四月的凤县，多彩的世界。放眼望去，

满目绚烂，微风吹来，芬芳馥郁。漫步田

间地头，徜徉花海浪间，金波荡漾心旷神怡，

繁花似锦美不胜收。抬头远眺，春山如笑，

环绕山间的是绿腰带，覆盖山顶的是花的

皇冠。花儿镶嵌的图画，形状各异，错落

有致，星罗棋布，层层叠叠，任你去思索，

任你去欣赏，任你去品味……

四月的凤县，百花盛开。“草树知春不

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春风先发苑中

梅，樱杏桃梨次第开。粉红、雪白、淡紫、

金黄、浅蓝……微风中娇艳多姿，阳光下

闪烁耀眼。田野里，院子里，山坡上，道

路旁，到处都有花儿的倩影，到处都是花

香扑鼻！再看那些争奇斗艳的杏花儿、梨

花儿，樱花儿、玉兰花儿……林林总总数

不胜数，色彩绚丽姿态万千。有的含苞欲放，

有的舞姿翩跹，有的热情奔放，有的掩面

含羞，有的高贵典雅，有的朴实无华……

无论你是谁，只要你肯来这里做客，这些

春天的精灵，她们都会满面春风、神采奕

奕、含情脉脉地注目你，热情洋溢地欢迎你，

献给你春天的温馨与美丽，送给你春天的

问候与祝福，带给你春天的活力与希望！

置身花丛树间，你一定会为花儿的热情所

感动，为春天的兴旺而喝彩，为生活的美

好而礼赞，为生命的精彩而讴歌！

四月的凤县，使人感悟，催人奋发！

一年之计在于春，只争朝夕处处春。花的

奔放，叶的生机，草的坚韧，树的活力，

激励我们发奋图强，用勤劳、智慧和汗水，

去 开 创 未

来，去迎接

明天！

今年春天的阳光很好，总想

在风和日丽的日子去近处的山上走

走，但总是纠缠于繁琐的工作和家

庭事务，无法脱身。终于等到了机

会，一场薄薄的春雨过后，山色温

润了许多，我便吵嚷着要出去，拗

不过我，老公同意了，带着一家人

开始今春的第一次出游了，我们的

目的地是月亮湾。

翌日清晨，和着一两声小鸟的

鸣叫我们出发了，呼吸着新鲜的还

带着泥土的清香的空气，微微湿润

的感觉使人不觉神清气爽，一时间

似乎可以目之所及，心游万仞。

五岁的女儿在前边跑着，她不

时的蹦蹦跳跳，时而采朵野花，欣

喜的拿来给我看，时而发现了蚂蚁

在搬一只小虫子时一动也不动……

一会问我这棵树叫什么名字，一会

又问那朵花叫什么名字……看见她

活泼的样子，我的心也跟着活泼了

起来。

我们选择了走小路上山，小路

固然难走但也意趣盎然，对于五岁

的女儿来说，翻过一个个沟沟坎坎

就似一次次小小的成功，她总是不

需要我的帮助，似乎每一个困难对

她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挑战成功

后总是她的欢呼雀跃。尽管额头鬓

角全是汗水，但她全然不顾，好像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终于走累了，我们在半山腰的一处亭子中坐

了下来，极目远眺却是漫山遍野的山桃花，一簇

一簇的很不规整，但的确很耐看，迎春花也不示弱，

竞相开放了起来，浅翠的山色上绣了粉红的、白的、

黄的各色的花，春意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似乎听

得见蜜蜂也在嗡嗡的闹着，还听得见远处踏春掐

苜蓿的人们的欢声笑语了……孩子突然喊：“妈妈，

快来！”我看见她竟然用自己的小铲子挖了一株

不知名的兰花草。她说：“我要把它带回家，种在

阳台上的花盆了，天天给它浇水。”看着她对这株

不知名的小草都这样专注，而我是不是太忽略了

生活中的点滴和感动了？孩子在山上把春天带回

了家，我是不是也应该疲惫的身心也放在这大自

然中，让自然的母亲涤荡一下我疲惫的灵魂？想

到这里，我轻轻的舒了一口气，一周以来的烦闷

一扫而光，代替的是轻装上阵的愉悦。

于是继续向前，我也开始留意身边的潺潺水

声，听听一两声鸟鸣，看看远山的晨雾和在田间

地头忙碌的人们 ,和身边的爱人牵牵手、说说话

……消消平时的火药味，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生

活的馈赠，哦！原来我这么幸福？感恩这个春天

让我领悟了生活的本真，回味了生活的百味。

终于到了山顶，放眼望去，远山的晨雾将歇，

鸟儿叫的更欢快了，呼朋引伴的卖弄着清脆的喉

咙，高低音混杂，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微风吹过，

松柏发出阵阵松涛，似有隔海望潮的音乐美感。

从山上向下看去，绿色层层递进，越往山下翠色

越深，山顶的桃花还是花苞呢，这也真印了白居

易的那首《大林寺桃花》了，“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

中来。”我看啊，人间四月间，就应该来凤县看

看刚刚盛开的桃花。采一抹春色带回家，留春多

住几日。

回家的时候，太阳已经爬的三竿高了，女儿

还和吃草的小羊合了张影，乐的她不时的看照相

机。我也却了纷繁复杂的心境，回归了一个真实

的自我，岂不美哉？

外 面 的 世 界 很 精

彩！而我，只是这精彩

上面的浮油。情系心底

的，仍然是那生我养我

的故土那偏远的小城镇。

还记得，当我打点

起行李被分配到岩湾时，

有人说看惯了大城市的

风光，想在这偏僻的地

方呆住是不可能的，也

许一日或许两日我就会

卷起铺盖逃跑。一年，

两年，三年过去了，我

驻守在这里，固守着一

颗宁静的心，我在心底

期盼与追求着家乡何时

能变化，何时能精彩，

何时才使我的梦境成真。

我用一生来固守我的梦

境，我是平凡的，我的

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

是我用这微薄的力量开

启了一批又一批的心田，

走进课堂让学生走进我

的梦境，看到他们激动

的神情，发亮的眼神我

就知道我今生不能实现

的夙愿一定会在他们身上实现，只要有

梦想。这梦我做的太长久了，曾几何差

点破碎，我又用心将它撮合。1997 年

的初夏，我的一位故友从深圳乘飞机抵

咸阳，再租车一路打听来到岩湾看我，

他感慨地走在岩湾街上说：“英雄造就

环境，平民适应环境，你回来想干什

么？”朋友带着遗憾走了……我曾经恍

惚过，我的梦是否太奢侈了，人是不是

不应该长翅膀……我为我的梦付出的太

多了。一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十年

过去了……少女的心被尘封了，我的儿

子上小学了。平静的生活，平静的心，

平静的思维……就像那被秋风吹落的树

叶一样，打着旋落在地上无声无息，我

的生活就像一滴水滴落在大海里无影无

踪，没有浪花……

这几年，家乡的山绿起来了，水

清亮了，天湛蓝了。夜晚来临，一江

两岸的灯上场了：绿的，白的，黄的，

紫的，形态各异，变化万千，仿佛天

上的瑶池落入人间。大街小巷的灯更

是色彩斑斓，姿态精妙……圆了，我

的梦圆了，我的梦成真了，我的梦实

现了。阔步走在大街上，漫步在一江

两岸，心砰砰地跳出来想说话。掬一

捧湖水，捧一把泥土，热忱忱的故土

把我融化。山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曾几何多少人像我一样怀揣梦想，

而今我们都成了这伟大历史变迁的见

证者。历尽沧桑，几经坎坷，拨雾见天，

我的感受谁敢苟同？“座中泣下谁最

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而今我将临江而住，日观三湖碧水，

夜览群山璀璨，是梦境更是仙境……我

禁不住诗兴澎湃“青山围绕美如屏，花

灯似锦赛花城。绿水映蓝天，画舫游云

间。草坦绿如蓝，姑娘舞姿翩，一首羌

族曲，醉倒在人间。高泉腾飞入云端，

如珠似玉轻如烟……”

“清明时节雨纷纷”这

句话真是应验了。今年的清

明节，是入春以来的第一场

雨。早晨是倾盆大雨；中午

是细雨霏霏；下午是雨星点

点。也许是雨水洗涤了大地吧？大地在

一夜之间突然露出了一片新绿。草地绿

了，麦苗青了，大山也换上了绿色的军装。

这是清明节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就

起来了。难得的是假日，本想好好睡个

懒觉，可我还是习惯性地按上班时间起

了床。推开屋门，一股寒气直往衣服里钻。

虽然有点冷，但我还是在洗漱之后加了

一件风衣走出了家门。

我，一个人走在无人的乡村小道上，

一股带着泥土清香的新鲜空气扑鼻而来，

随着微微的冷风，淡淡的花香也缓缓而

来。我不自觉地抬起头来，寻找花香的

源头。可找了半天，那开满枝头的鲜花

也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朵了。看着被狂

风吹落满地的花朵，我不由自主地叹息

了起来：“唉，好美的花呀！前几天还鲜

花盛开，一夜间都落在了树下，面目全

非了。唉，本想着趁鲜花盛开的季节去

拍一些照片的。可惜花已经落了……”

我连连哀叹着向前走去……

走过田埂，我来到了河堤边上。一

条宽阔笔直的水泥大道展现在了我的眼

前。这时候，太阳也已经爬上了山岗。

看着眼前被雨水冲刷一新的金光大道，

看着大道两旁一条条随风起舞的柳条，

我的心情忽然间也开朗了起来。我在嘲

笑着自己：“自己怎么变成了林黛玉了？

竟然为花落而伤悲起来了？

这是自然规律呀！龚自珍

的那首诗不是这样写的吗？

‘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

泥更护花！’意思是花不是

无情之物，落在泥土里也成了绿肥，还

可以哺育花。”

这时，一个拉着架子车的清洁女工

从我眼前走过。看着她穿着黄马甲的背

影，我被眼前的情景惊醒了：“我们身边

不知道有多少具备落花品质的人，他们

都不是在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为社会

为他人做着贡献吗？这样的人，不就是

落花吗？那我呢？身为一位教书育人的

教师的我，除了工作，我又做了些什么

呢？”

看着清洁女工吃力地拉着架子车向

高处一步一步地向上爬，我飞快地向她

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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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薛光丽

心 香 一 瓣  

春季花卉的养护
在春季应如何根据花

卉的特点进行保养呢？以下
的几点你可以来参考一下。  

一、翻盆换土立春之
后，对于即将萌动的花木，
如罗汉松、无针松、金钱
松、真柏等盆景，以及榆树、
枫树、雀梅、天竹、六月
雪、石榴、月季等御寒能
力较强的花木，栽种数年，
盆已过小，应在此时进行
翻盆换土。上述盆景用土
应有一定数量的山泥，其
他用腐殖质土即可。结合
翻盆换土，同时剪去病枝、
枯根及一部分内心枝和过
长枝，并进行适当的整形。
对于正在开花或者说赏果
的花木，应待花谢果落之后
进行，如金橘、茶花、杜鹃等。
对处有半休眠状态的花木，
如大叶桅子、吊兰、石腊
红等，可到清明前后换盆。
对畏寒花木、如米兰、珠
兰、茉莉、昙花、令箭荷花，
以及多数观叶植物如橡皮
树、发财树等，应继续防
寒保暖，到清明之后再进
行翻盆换土。 

二、整枝修剪清明之
后，气温升高，花木进入
正常的生长期。对还不需
翻盆换土的室外耐寒花木，
如松柏盆景及石榴等，要
进行修剪整枝和松土，同
时追施水肥。室内畏寒花
木出室后，应根据不同特
性，对病、枯枝和过长枝
进行适当修剪。如杜鹃、
迎春、茶花等不宜过分修
剪，石榴、月季可在早春
进行修剪等。 

三、浇水施肥清明之后，
正是花木生长旺季，要及时、
适量浇水施肥。翻盆换土的
要施基肥，花果类的应施足
够磷钾肥，观叶类的应施适
量氮肥。不需换盆的花木，
浇水应见干见湿，浇则浇透，
过干过湿均不利于花木正常
生长。春花类要及早加施磷
钾肥，正在开花期的可暂停
施肥。 

四、播种、扦插春季
也是花木最佳的繁殖期，
许多花木都可以在这个时
节播种、扦插、分株，如
文 竹、 含 羞 草、 凤 仙 花、
牵牛花、串串红、孔雀草、
万寿菊、五彩椒等草本花
卉，可用撒播或点播进行
繁殖；月季、天竺葵、迎春、
石榴等，可剪取健壮枝条
进行扦插；兰花、吊兰等，
可进行分株繁殖。 

 五、 检查病虫害春季
是百花盛开的季节，但也是
病虫开始繁衍的时期，所
以勤检查，早发现，除灭
之，以利于花木的生长发
育，春季常见的病害有白
粉病、锈病、黑斑病、黄
化病及蚜虫、介壳虫、金
龟子等虫害。瓜叶菊、大
丽菊、凤仙花、月季等易
得白粉病；垂丝海棠、玫瑰、
芍药、竹等易得锈病；桃花、
月季、梅花等易受蚜虫危
害；山茶、石榴、杜鹃、月季、
木槿、丁香、海棠、万年
青等易受介壳虫危害。 

凤县揽胜
  □ 唐 玺

送你一个凤县
  □ 王晓天

嘉陵源头秦岭巅，褒斜栈道连云险。

街亭锁喉陕甘川，陈仓古道樵夫冤。                

楚汉风云废丘关，留侯访仙紫柏山。

玄奘历险唐藏滩，神龟驮经通天畔。

凤鸣南岐岭晴岚，铁棋仙迹石猴观。

送你一个凤县，一城生态，半城神仙
凤州花开，春满家园
绘一幅蓝天还有祥云一片
送你一个凤县，唐沟烟柳，石门秋月
南岐霁雪，凤岭晴岚
沿一路栈道走向川甘
送你一个凤县 , 栈道连云，石门秋月
剪一叶风云将曾经还原
送你一个凤县，李白杜甫，司马长卷
铁棋仙迹，柳手酒甜
萧寺晨钟，滴泉鸣玉

萧寺晨钟唐沟柳，石门秋月鸣玉泉。           

双月嬉戏古羌寨，夜走灵官遗名篇。  

丰禾古刹星斗灿， 高喷直冲云霄汉。

球幕电影碧水环，凤凰湖映廊桥帆。     

瑶池仙境落人间，最美小城胜江南。

采些许诗意观照明天

送你一个凤县，紫柏雄山，西游通天

盛衰兴亡，辉煌惨淡

留一份清醒审视昨天

送你一个凤县，秦岭昂首，嘉陵波澜

凤飞羌舞，石头羌寨

掬一城山水绿了人间

送你一个凤县，一城生态，半城神仙

春风合意，凤县花颜

借古今雄风直上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