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匀， 在云雾缭绕间随处能

见到采摘茶叶的场景。 身着民族

服装的采茶姑娘的纤指， 在簇簇

茶树的青翠里上下翻飞， 让人眼

花缭乱，不禁怀疑这不是采茶，这

简直就是在弹奏那曲 《春之歌》

的钢琴曲。

据说采茶人要采摘五、 六万

次，才能采到一斤茶叶，虽说很艰

辛，但我却很羡慕这些采茶人。 因

为都匀毛尖采的是春天第一绺

芽，每一个独芽的芽心。 所以，采

茶人是最先接触到春天的人。

都匀是个山水环抱的古城，

一条明代留下的古街， 用被历史

打磨得锃亮的石板路， 为我送来

了湮没在逝去岁月里的马帮铃声

和嗒嗒的马蹄声。 但古城也并非

一味地沧桑， 进入都匀就能感受

到春天的水灵灵， 剑江碧玉带般

婉延， 足以向远道而来的人诠释

“春来江水绿如蓝” ，让人羡慕那

些在碧波中扑腾嬉戏的鸭鹅。

有水自然就有桥，都匀有“高

原桥城”之称，早在元明时期就以

桥梁建筑著称，现在仍有古今桥梁

百余座，银狮桥、遇仙桥、彩虹桥、

玉带桥、百步跳蹬桥……多彩多姿

的桥梁，不管叫什么名字，都能展

示长虹卧波的风情万千，将古典与

现代的风格融合在了一起。

百子桥是都匀众桥之冠，这

是座气势非凡且清新雅丽的七孔

青石拱桥，雄浑古朴，精美典雅，

倒映澄碧的剑江水面， 让一江春

水平添了许多人文气息。

都匀的春天， 藏在黔南大山

的深闺里。 斗篷山是黔南第一高

峰， 尤为难得的是它离都匀城区

不远。 进入斗蓬山， 但见山岭逶

迤，鸟唱蝶舞，山花烂漫，玉带般

的马腰河、胡广河，蜿蜒于密林深

处，溪水、泉池、瀑布就像一首首

清纯的山歌， 在高山峡谷间谱写

着春天的旋律； 美丽的峡谷风光

与高山湿地，山光水色辉映成趣，

构成了一幅春山图。

一直想找个能形象概括都匀

的比喻，直到告别的前夜，在宾馆

里泡好一杯都匀毛尖， 伴着清嫩

馥郁的茶香， 细细回味整个行程

时，我突然灵光闪过，觉得大致找

到了那个比喻： 春天里的都匀便

是一杯绿茶。 作者 李继勇

又闻春茶香

新春抒怀

“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

吗？ ” 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西

风颂》中的名句。 冬天寒风瑟瑟，

冰雪覆地，万物凋零，但接踵来到

的春天阳光明媚，草长莺飞，万象

更新，百花盛开，一片生机。

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

节，前后轮回；人生有少、青、中、

老四个年龄段，不能返转，这是自

然规律。

正是花有重开日， 人无再少

年。 如果用季节比喻人生，那么，

青少年无疑是生命的春天， 朝气

蓬勃，鹏程万里，到了老年，则可

谓人生的秋季，虽有所收获，然来

日有限， 继而也就永久地冬眠安

息了。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是名

中学生时，我曾在一本日记的扉页

抄录我国现代诗人李季的诗句：

“你们的年纪，正是生命的春天，宽

广的道路，展示在你们的面前。 ”

那时正值诗一样的年华，对

未来怀着无比美好的憧憬。 谈到

理想，想当工程师，想当科学家，

想当文艺家，想建功立业。 殊不知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经历了

现实的风风雨雨，曾几何时，进入

老年阶段，且弹指一挥间，过了古

稀，一天天地接近耄耋之龄了。

回首走过的人生旅程， 没有

轰轰烈烈，没有大起大落，虽有逆

境，更多顺境；虽有失落，却也无

悔。 有道平平淡淡才是真，自己也

就一介凡夫俗子， 平平淡淡度过

了大半生。 我等老年退休已无工

作事业之重担， 亦无养家糊口之

劳顿。 少壮已经努力过了，老大也

就不再徒伤悲。

虽然生命的春天一去不复

返， 但大自然的春天对普天下的

生灵一视同仁。时下阳春布德泽，

万物生光辉，脱下厚重的冬装，穿

上轻便的足力健， 去出游， 去划

船，去垂钓，去观赏杨柳依依的风

韵，去抓拍百花盛开的美景，去亲

近大自然， 去尽情享受春回大地

的诸多乐趣。

其实， 用诗渗透禅趣：“春有

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

无闲事挂心头， 一年都是好时

节。” 春花秋月，夏风冬雪，各有特

色，健康清醒，了无牵挂，自由自

在，无所拘束，快乐自在，由此看

来，老年乐龄，亦是人生的黄金岁

月，无需伤春悲秋。 作者 龙炘成

“春天” 征文选登

清明节，在仲春与暮春之交，

是缅怀故人的时节， 也是踏青的

好时节。 在仲春的微凉间，没有夏

日的喧嚣、没有秋日的萧瑟、也没

有冬日的孤寂，在四季中，最适合

追忆故人的时节。

说起故人， 就难免夹着不少

与 TA 在一起的过往，这位故人，

可能是陪你一起长大的人； 可能

是因为曾经负重前行而感动过你

的人； 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却总

被提起的人……

你们之间藏于回忆中、 照片

里的过往， 或许旁人看来平淡无

奇， 但在你的心中却是充满着快

乐和温情，也或许是激情和搞笑，

这些过去发生的故事拼凑出一幅

幅动人的画面，成为往事。

看一场花事，淋一场烟雨，讲

一段往事。 这段往事可能是春日

踏青一家人的其乐融融， 可能是

祭祀扫墓的庄严肃穆，也可能

是各地风俗的独特体验

……这些往事被春雨浸

泡后，发酵蔓延，都会

成为专属于你的十里

春风，也是最感动的

记忆。

如果您在清明

节有怀念的人或

事，打开您的记忆，

告诉我们。

要求：800 字以

内，有图为佳。投稿邮

箱 2313967729@qq.

com，“投稿人姓名 +

‘清明·追忆’ ” 。

本报记者 董容语

本报征稿“清明·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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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梵净山

都说梵净山得去走走，多

年前想去看看， 但之前一直未

成行。 2017 年的春天，我们 18

人踏上去梵净山的路程。

坐上景区面包车， 沿途道

路弯弯曲曲到了索道点， 又乘

索道到万宝岩。 这时要步行上

山了。 从这里看山虽然不是很

高，但弯弯曲曲的路还真难爬。

到了蘑菇石， 薄雾中的这

块奇石上大下小，千年不倒。

再到红云金顶。 此时的太

阳正在金顶上， 人们都说不登

红云金顶，等于没到梵净山。 抱

着试一试的态度， 我们有 8 人

参加登顶，我最大 70 岁，最小

的也快 50岁了。

到了最高峰， 上面云雾飘

渺，似现天上美景，大家留影后

满意下山。

上山难，下山更难，虽然害

怕，但我们不后悔，我想这一生

可能不会再爬到这儿了，终于，

在春天完成了心愿。

作者 余正光

梵

净

山

留

影

贵阳乐龄 邀您来玩

只要您是贵阳晚报的忠实读

者，年满 50 岁，我们为您提供了一

个展示的舞台———贵阳乐龄， 从报

纸到新媒体，邀您来玩，晒出您的幸

福生活。

如果您有才艺， 有持之以恒的

爱好， 请与我们联系， 晒出您的才

艺， 我们还会邀请专家学者为您点

评。

如果您和您的家族有不一般的

经历，请与我们联系，我们诚挚邀请

您分享您的故事。

重要声明

2017 年 5 月起，《贵阳晚报》

分批向乐龄记者发放《贵阳晚报乐

龄记者证》， 仅用于本报组织的采

访活动。 为便于管理，该证到 2018

年 6月 30日全部作废，特此声明。

如有人持《贵阳晚报乐龄记者

证》参与任何活动，与本报无关。

《贵阳晚报》2018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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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三期

征稿启事

1、春天

无论是春天的见闻、感慨，还是

故事，如果您有，联系我们吧。

要求：800 字以内。 投稿邮箱

2313967729@qq.com，“投稿人姓名

+‘春天’ ” 。

2、我与武侠小说的故事。

你与武侠小说有什么样的故事？

是深夜偷偷看小说， 看坏了眼睛，还

是沉迷故事，煮糊了饭？ 又或者你最

喜欢哪个武侠人物？ 快，写下你曾经

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

要求：800 字以内。 投稿邮箱

2313967729@qq.com，“投稿人姓名

+‘武侠小说’ ” 。

3、全家福。用一张“全家福”照

片讲述幸福故事。

要求：800 字以内；照片必须是

本人家庭照片； 若因使用他人照片

而引发的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

名誉权等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

律责任，由照片提供者自行承担。

4、书画摄影作品长期征集

提醒： 以上投稿发送至邮箱

2313967729@qq.com，邮件主题格式

为“投稿人姓名 + 年龄 +‘征稿主

题’ ” , 邮件内须注明真实姓名、联

系电话、通信地址。

生活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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