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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似乎格外早一些，

才脱了厚厚的棉袄，转瞬就换上了春衫。在这

样美好的日子里，我们早早地收拾好，出发去

春游了。

到了校门口，孩子们从教室里飞奔下来，

整整齐齐地排好队，等待带队老师的出发指

令。即使秩序井然，也能感觉到孩子们的兴奋，

一个个戴上了帽子，提着一些零食，眼神里满

是期待。一个孩子叫住我：“代老师，我昨天晚

上怎么也睡不着。”我笑了。哪一个小孩子不期

待春游呢！

出发了！我们走在校门外的河边长廊上，

此时，晨曦微露，河边还有些微凉。河边的柳枝

全都抽出了嫩黄色的小芽，她们一粒一粒地错

落有致地贴在长长的枝条上，风一吹，枝条就

轻轻地拂动着。

令孩子们兴奋的是小河对岸的风景。平日

里，孩子们只能透过栏杆和窗户看着小河的风

景，此时此刻却能真正地走进这景色中。小河

还未涨水，铺满白色石头的河滩裸露出来，浅

浅的河水温柔地流动着……河对岸的樱花似

乎已经开过了，前几日还是一片红云，这几日

就变成一片鲜绿了。像是有画家拿了把蘸满颜

料的刷子，先是刷成粉红色，等被人看得差不

多了，又一刷，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一片绿。

要往山上走了。早春的山，是萌动的，也是

羞涩的。早春的山，不似夏日的山，轰轰烈烈的

绿，而是这里绿一点，那里绿一点，放眼望去，

只看见一簇簇深浅不一的绿镶嵌在山间。

我们一路走，一路闲谈，孩子们仿佛有说

不完的话似的。其实，不仅仅是他们有说不完

的话，山间的鸟们仿佛被他们吵醒了般，也开

始喧闹起来。侧耳细听，孩子们的声音高一阵

儿，鸟们的声音也高一阵儿，仿佛在比谁的声

音更大似的。就这样，高高低低，此起彼伏的声

音响彻在山林间。

石阶很长也很陡，越往上，早春的气息就

愈发地浓郁。晨风拂过山林，空气中充满清新

的味道，仔细嗅辨，空气里还有新鲜的泥土味

道，有刚刚冒出地面的笋子的味道，还有几丝

刺花的味道……刺花虽还未开，但香气却已弥

漫开来。刺藤上已经长出了许多的小花苞，有

个别花苞饱胀得仿佛要裂开了似的。令我们感

到惊奇的是，居然山间有一树野蔷薇开得正灿

烂，红艳艳的一片。

等爬到第一个山顶时，有一个小男生走在

我后面，他说：“代老师，你看，我们走进了春

天。”我的心“咯噔”一下，小孩子真是天生的诗

人，这句话多么美，充满诗意。是呀，我们这哪

是远足，我们就是在往春天里走呀！

听到他的这句话后，其他孩子也看向了眼

前的景色。山顶是一个小村庄，一户户人家坐

落在花间，有成片的黄灿灿的油菜花，有一树

树粉红色的桃花、一树树轻盈似雪的杏花……

孩子们看到桃花，很自然地就背出了“竹

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看到两只黄

色的小蝶在油菜花旁飞来绕去，就背出了“儿

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走得又累又

困时，就背出了“黄师塔前江水东，春风懒困倚

微风”……一路上，一句句学过的诗从他们的

口中脱口而出，我不禁感叹到，这才是学习语

文的意义！

终于到达目的地了。已经在路上叫苦不迭

的小家伙们，迅速放下手里的包，整顿整顿精

神，就开始活动起来了。洗土豆、剥蒜、包饺子、

泡粉……在老师和家长们的带领下，开始做饭

了。男生们力气大，将大盆大盆的菜端出来，细

心的女生们则将每一片菜叶儿都淘洗得干干

净净，看着他们忙得这样热火朝天，我觉得这

才是童年真正的样子。

开饭了！一蒸笼一蒸笼热气腾腾的饺子端

出来了，一锅满满当当的火锅端出来了，青菜、

土豆也都端出来了！孩子们排好队，按捺不住

内心的激动，端着属于他们的“劳动成果”，无

比满足地吃起来。此刻的太阳有点儿大了，也

不知道是太阳晒得他们脸蛋儿红扑扑的，额头

渗出细细密密的汗珠，还是手中热气腾腾的美

食让他们如此兴奋激动。

吃完饭，孩子们将垃圾收拾好后，就开始自

由活动了。我准备去山间走一走，有几个学生就

跟着我。我们走在山间，凉风轻拂，那景象让人想

起曾皙说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能够带着学

生自由地徜徉在天地间，真是令人向往。

返程时已到傍晚，夕阳暖融融地照在我们

来时的小河上，多了几分温柔。孩子们在夕阳

光的照耀下又回到了熟悉的学校，此刻的校园

一切都没有变，但仿佛一切又都变了。

就这样，我和我的孩子们一年又一年地走

在春天里，走在长长的石阶和田埂上，走在一

篇篇课文和一个个方块字间，一路上若有若无

的云雾，抑或是一阵儿风、一阵儿雨、一片欢笑

或是深沉的叹息，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是我们

共同拥有的美好回忆。

长日漫漫，我们还将继续往春天里走，往

更深处溯游，去体验、去感受、去成长……

朋友娟是小学教师，她经常将我的文章分

享给班里的学生。前几天，她特邀我为同学们上

一堂写作课，特别提及那些孩子都是我的忠实

读者。她这样一说，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刚好正

值春季，我决定这堂课就以春为主题。为表示重

视，我提前准备了课件，就写作方法技巧等方面

分类列了好几个板块。

走进教室，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张活泼泼的

笑脸，孩子们一见我就整整齐齐地道一声：“老

师好。”随后报以热烈的掌声。课堂还没开始，我

就感觉到春意盎然。

“小朋友们，来说说和刚刚过去的冬天相

比，春天有哪些特点？”我临时决定放弃之前准

备的课件，采用和同学们即兴互动的方式来交

流。

“天气变暖了，身上的衣服也减少了”话音

未落，一位胖乎乎的小男孩抢先回答。“万物复

苏了，小草从土里冒出来了，远远望去像给大地

铺上一层绿色的地毯。”“湖边光秃秃的柳树长

出了新叶，绿油油的。”“一些冬眠的小动物开始

苏醒了。”“还有山间各种各样的花也开了。”孩

子们纷纷举手，争先恐后作答。

好，同学们说得太棒了，我微笑着鼓励他们

继续发言。

“河里的冰已融化。小鸭子在水里欢快地游

着。”“老师，我想起了一句古诗：春江水暖鸭先

知”另外一位戴眼镜的小男生用脆生生的声音

补充。

一说到春天，孩子们热情高涨。课堂气氛渐

渐热烈起来。

“小朋友们，你们看春天有些什么颜色呢？”

我继续提问。

“有红色，花园里的桃花、杜鹃、海棠花都是

红色的，就像一团团火。”

“有绿色，到了春天，植物复苏，绿树成荫。”

“有金色，春天的太阳发出温暖的阳光，田

野里的油菜花也是金灿灿的。”

…………

孩子们七嘴八舌，个个都把小手举得老高。

“老师，春天百花齐放，桃花是红色的，李花

是白色的，菜花是黄色的，草树是绿色的，天是

蓝色的，山是青色的，春天应该是彩色的吧。”说

话的是一位梳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她的声音悦

耳动听，像是在朗诵。

好，这些都是你们看到的春景，谁来说说春

天的声音呢？我进一步抛出话题，让小朋友自由

发挥。

“叽叽喳喳，这是树上的小鸟在和我们打招

呼。”

“淅淅沥沥，这是春天有节奏的雨声。”

“嗡嗡嗡嗡，这是蜜蜂在花丛中采蜜。”

“呱呱呱呱，这是田间青蛙在欢快地唱歌。”

…………

孩子们的嗓音一个比一个响亮，有的还抢

着背诵与之相关的古诗词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采得

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 ”。这朗朗的读书

声在我听来，就是这春天最美的声音。

“小朋友们，你们一定听过这样一句‘一年

之计在于春’，意思是说春天是一年中最重要的

季节。我们要珍惜这大好时光对不对？”我进一

步启发。

“对！”小朋友齐声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提笔，抒写你心中的春

天。”

教室一下子安静下来。孩子们低下头来，认

真思考，不一会就开始在作文本上奋笔疾书。

一道阳光从窗外洒向孩子们的脸上。他们

正全神贯注地在抒写春天的美景。这些朝气蓬

勃的孩子们，他们刻苦学习、努力向上的模样，

何尝不是这春天最好的风景？

偶然间读到一句话：“易作神仙侣，难忘

父子情。”细细品咂之下，我想起了第一次教

父亲坐地铁的情景。

我的父亲，这个长在土里的汉子，几年

前，他第一次离开乡下的黄土地，来到我打

拼的城市。面对陌生的现代化都市，父亲亦

步亦趋地跟在我的身后，生怕自己一个走神

儿跟丢了。我心里一阵泛酸，曾经在前面领

路的魁梧健硕的父亲，曾经像天地一样的父

亲，何时在岁月的逼迫下，变成了瘦瘦巴巴

的小老头？

为了解决出行问题，我带父亲来到了地

铁站，教他如何乘地铁出行。安检环节很顺

利，我给成功闯过第一关的父亲竖起了大拇

指；第二步该过闸机了，考虑到刷码失败的

可能性，我拉着父亲来到了最边上的闸机

口，以免耽误其他行人。父亲按照嘱咐，打

开地铁乘车码，对准扫描口。听到“嘀”声

后，父亲快步向前走去，“咯噔！”横栏却无

情地把他挡了回来。我鼓励父亲再刷一次，

他疑惑不解道：“就是这个码啊！”伸出手机

再次刷码。很不幸，结果仍然失败。

这时，已经有行人在我们身后排起了队

伍。我提醒父亲是不是没有开网络，父亲开始

有些慌忙地按键。后边行人催促声起，父亲心

一急，手机掉在了地上，“咣哩咣当”，手机一

连摔出去两台闸机的距离。父亲弓着身子穿

梭在两排人之间，吆喝着：“哎哎，我手机，哎，

别踩了我的手机！”狼狈的老者、不成腔调的

方言、冷漠的目光、不明所以的斥责，还有目

光紧紧锁住父亲生怕他被撞到的我……这些

不算顺心的元素在一刹那爆炸，让我的焦虑

飙升。跟后面的人说了声抱歉，我迅速去扶起

在地上的父亲，刚要抱怨，只见父亲皱着眉

头，脸涨得通红，神情满是自责。只见他一只

手挠着头，另一只手紧紧握住手机，不住地拿

着往身上蹭，边蹭边嘟囔，“你这……这刚给

我买的新手机，就让我给摔了……”

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儿时哭闹的自己。

在爸爸买的布娃娃被我扯坏的时候，在新自

行车被我撞歪车把的时候，在爸爸教了一遍

遍的题目可是我仍然不会的时候……我的父

亲，就是眼前这个无比自责的父亲，耐着性

子，一次又一次收拾我闯下的祸。为了不让我

挨妈妈的训斥，偷偷缝补娃娃的裙子，顾不上

吃饭去修理自行车的车把，用不同的方法演

示题目论证的过程。每次都会摸着我的脑袋，

告诉我做错事情不要怕。每个人都会犯错，下

次改正了就是好样的。所以，我对未来从不曾

有过一丝的害怕，因为父亲的教导便是我勇

气的来源。我也从不曾因为犯错而停止前进

的步伐，因为父亲的叮嘱便是我前进的动力。

想到这里，我心里的焦急慢慢烟消云散，

到了嘴边的抱怨也无影无踪。我重新打开父

亲的手机，不在乎地说道：“这有啥，坏了再给

你买更好的！来，打开网络，我们要进行下一

步的教学了啊，老头第一步学得很好，第二步

也快成功了……”其实，那天整个的学习过程

并不顺利。接下来的环节，父亲不是看错了站

就是坐反了方向，最后好不容易赶上末班地

铁才返回家中。但也就是在这一天，我懂得了

父亲在我的成长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

用自己的爱和耐心给了我一个永远向前、永

不畏惧的未来。

如果说繁花朵朵是春天温暖而明媚的

底色，那么温柔而浩荡的春风，或许就是春

天里最独一无二的存在。

事实上，几乎每个春天，都是从一缕拂

面而过的春风开始的。某个慵懒宁静的午

后，或是某个暮霭迷茫的黄昏，或是某个睡

眼惺忪的夜里，更多时候，是被鸟儿清脆的

鸣叫声唤醒的某个清晨。当一缕暖暖的春风

突然越过轻轻扬起的窗帘，缓缓流淌过你的

脸庞时，即使还未完全清醒，你也会立马敏

锐地感知到，春天已经来临。

每年，我都会用心去捕捉季节里第一缕

春风的到来。当迎面吹过的风中不再有刺骨

的寒意，不再有萧瑟的凛冽，取而代之的是

一种透着生机的温润和舒展时，我便知道期

待已久的春天已经来临，正轻轻搅动出天地

间一场最复杂最精彩的变化，正在把这世界

变得葱茏繁茂，芬芳馥郁。

然而，尽管一再眺望，我的等待却往往

都会落空。草木先知春，我常常感知不出第

一缕春风的到来，直到某一天，猛然发现小

区院子里的那株叶子花，已袅袅婷婷地绽放

出几朵绯红色的花儿，在春阳下纵情而跋扈

地流淌着艳丽的春光时，我才知道春风早已

如约而至。

我由衷地感叹于这被春风撩起的无边

春色，欣赏着这春的神韵、春的繁盛。用一种

欣喜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春风与天地缠

绵、与万物缱绻，以势不可挡的姿态，把暖意

和温情蓬勃到极致，蔓延到每一个角落，将

冬日的枯黄和荒凉一点点吹散，把和煦的春

天带到世间。

因为爱极了这浑身弥漫着旺盛生命气

息的春风，我曾经写过几篇与春风有关的文

字，可是却都不太满意笔下那些对春风的描

述，总觉得我的文字过于简单粗疏，不能描

摹出春风绚烂风情的万一。

总在想，春风只是不说话，如果春风会

说话，它的语言应该是瑰丽多彩的，应该是

辽阔动人的，是富有诗意而又曼妙的。

春水流淌，大地润泽，草木发荣滋长。那

日，去郊外踏青，青山碧水间，迎春花、樱花、

杏花、梨花、桃花，黄的黄、粉的粉、白的白、

红的红，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相互交融，一

派姹紫嫣红。

看着被春风唤醒的世间万物，我只想投

入春的怀抱，让春风吹去满身尘埃，让春阳

抚慰满心疲惫，让绵绵的思绪，旖旎的心事，

融进这充满生机的春风里，融进时光的丰盈

里。变成一株草、一朵花、一棵树、一丝流云，

成为春天里最生动的一笔。

那一刻，我所有的情感，包括欢喜、震

撼、安然、明朗、舒畅……一切的一切，只有

春风知道。

每天都去拜访原野，会发现

春天的到来并不快

我捕捉不到春天的旋律和节奏

那些绿色在轻微地颤抖、加深

我不似想象的那样敏锐和强大

一片树林超过10个层次的嬗变

已使我头晕目眩

一只蝴蝶翅膀上数不清的鳞片

穷尽最后一个形容词

也依然无法确切描述它的色泽

花海汹涌

折断我的桅杆、吞没我的沙滩

遭受小小鸟的嘲笑和麦田的同情

春天让人欢喜

也让人悲伤

太多的看见和看不见

太多的听见和听不见

用额头注视

用十指聆听

用耳朵抚摸

我，一个在春天感觉错乱的人

隔一段时间去相见

才有爱的欢喜和悸动

大地远比天空繁荣

云雀升入天空才得以解脱

春天以谢绝施舍我

闭门不出

却又计算出我的心跳与春天合拍

我两手空空

院中已堆满声色

院中已堆满声色
■ 孙君飞

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只有春风知道
■ 和智楣

教父亲坐地铁 ■ 朱李锴

桃
红
又
是
一
年
春

李
陶

摄

和孩子们
一起聊春天

■ 周成芳

在春天里 ■ 代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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