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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会是大水井村办有金银花苗圃的 72 户

农户之一，她家因在本村里租不到地，无法增加金
银花苗圃的面积，她的丈夫陈志华经于东平的指
点，另辟蹊径，到距离本村10余公里远的本镇德
卧村，以每亩250元的租金租到了3亩多金银花苗
圃，预计年收入可增加16万元以上收入。

村支书陈坤学在阳光下，眯着眼，高兴地说：
像王志会家这样通过办金银花苗圃，实现年收入
超过10万元以上的农户，共有9户，而且每亩土地

年产值4万多元。
在于东平的指导下，安龙开展“喀斯特地区优

质金银花种植生态与经济效益”星火计划课题研
究。2001年，选育出最适宜喀斯特地貌的优质品
种“黄褐毛忍冬”，于2008年被录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

为进一步总结发展金银花产业的好做法，
2016年8月18日，于东平带领北京市教委职业技
术教育研究会一行到安龙县德卧镇考察金银花发
展项目。室外考察结束后，随即召开座谈会。

座谈会上，德卧镇相关负责人向考察组汇报
了近年来德卧金银花发展情况。德卧镇金银花今
年总产 3000 多吨，价格稳中有升，最高可卖到
34 元/公斤，平均 25 元/公斤左右。据了解，一亩
地可使一个三口之家一年内脱贫。但是目前销售
形势很严峻，由于多种原因，金银花的销售价格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听取汇报后，于东平就目前金银花销售问题
作了深刻分析，虽然金银花在销售中遇到了一些
问题，但是德卧金银花（黄褐毛忍冬）的绿原酸含
量，是通过 2011 国家级中医药杂志、贵州大学
（2014）鉴定，绿原酸含量平均2.32% ，符合国家
药典规定，质量高，药性稳定。

因此，他语重心长说，一定要树立信心，用心
做好德卧金银花品牌！通过发展金银花产业，进
一步继承和发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
永不退缩的“贵州精神”！

会上，百度、阿里总代理希毕迪（北京）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总裁周海涛表示，希毕迪公司在帮助
德卧镇发展金银花产业上愿意搭建电商交易平
台，并帮助做好品牌宣传与推广工作。

为了打开金银花的销路，于东平四处托人，寻
找销售渠道，山东平芭县奥东药业有限公司与德

卧镇金银花合作社订购 40 吨金银花，每吨按 5.3
万元计算，40 吨金银花可为花农增收 212 万元。
2011年9月22日，安龙县德卧镇40吨金银花装车
外运，销往山东省，预计可为种植户增收 200 万
元。

通过种植、加工金银花，于东平与基层群众结
下很深的感情。

与于东平接触较多的一位德卧镇政府工作人
员说，于老没有丝毫干部架子，心态年轻，他的实
名博客常常更新，谈的大都是与黔西南州、安龙县
有关的事情，金银花、职业教育、义务助教、教育评
论都是他博客中丰富的内容。他的QQ名称叫老
顽童，说明了他年轻的心态，他还常用电子邮件发
些有趣的最新鲜的视频过来，印象最深的是迪拜
建筑风采，令人耳目一新。用于老的话说，这叫最
佳资源第一时间共享！

德卧中学校长高武国说：“每次我们到北京，
于处长都亲自开车到机场接我们，我们在北京需
要办的很多事情，都是靠他联系。他总是对我们
说，没事，安龙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就是安龙的‘驻
京办’。”

作为一名中央单位的退休干部，不在北京安
享晚年，却要到西南边远的乡村来折腾，图的是什
么？

对于这样的质疑，于东平早就习以为常。这
位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却长期在基层磨炼的老
人以他一贯的真诚认真地回答：“做一个能够在自
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帮助别人的好人，为老
百姓做点力所能及的甚至损失自己利益和‘前程’
的事，这是我所奉行的做干部的基本准则，也是一
名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与责任。”“能够为黔西南
的发展尽一分力，能够为安龙金银花保驾护航，我
感到快乐、充实、幸福。”这就是于东平因金银花与

安龙结缘，因教育心系安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安
龙情结、博大胸怀！

“我一定要和于老握个手，照张相片！”安龙县
德卧镇依靠种植金银花脱贫的农民敖凤康，多次
对安龙县金银花协会高武国会长要求，希望民进
中央智力支边干部于东平再次来到德卧镇大水井
村，与他共享金银花带给他家的巨大变化！

2010年春节正月初三，应安龙县邀请，于东平
再次来到安龙，借这个机会，敖凤康终于如愿以
偿。他说：“于处长懂农村，没有架子，我们花农都
很感谢他。”

面对基层群众的赞誉，于东平摆动着左手，
谦虚地说：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黔西南州
的金银花产业发展迅速，要特别感谢黔西南州州
委副书记廖飞同志，面对各种压力，他坚定地对
我说：只要金银花能够覆盖全州喀斯特山地，那
黄褐毛忍冬对国家生态建设的贡献远远高于一
切！

于东平意犹未尽，大声说：还十分感谢安龙县
主管农业的罗佐臣副书记，他把金银花作为安龙
县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在他的积极努力下，
认真落实廖飞同志关于建立金银花合作社的指
示，使得金银花在安龙县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德卧
镇金银花销售市场不断提升为西南部地区金银花
集散地，以德卧镇为中心的“金银花之乡”已经享
誉海内外！

于东平 1999 年参加民进中央在黔西南州的
智力支边工作，因务实的作风，受到安龙县少数民
族兄弟们的赞扬，从此与安龙结缘。2003年他退
休之后，多次应安龙之邀，以年近古稀之高龄，数
十次奔波于北京和安龙之间。他积极为安龙发展
金银花产业奔忙，赢得了“护花使者”的美誉。

（未完待续）

小时候，我家里有一个摆钟，每天晚上睡觉
前，母亲都要给摆钟上的发条上紧，母亲在那拧，
好奇的我，就守在一边，听发条发出吱吱声响。母
亲说，发条要拧紧，钟摆才能走，才会给人报时，就
像年少的你，要拧紧发条，珍惜时间，好好学习，将
来才能考上大学。

母亲的话，我似懂非懂，但年少的我知道，如
果我不好好学习，将来我就没有出路，也就没有出
息。因此，那时的我，学习特别刻苦，特别是上了
高中后，我常常熬至深夜，由于常年透支身体，每
天晚上也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终于有一天，我病
倒在了医院。

在医院里陪伴我的那些天，当我说起母亲给
钟摆拧发条的事时，母亲懊悔对我说：“当初就不
该给你讲拧紧发条那样的话，拧紧发条，还有下半
句，我忘了说，就是发条不能拧得太紧，如果拧得
太紧了，发条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如果发条断

了，就得不偿失了。”
母亲的话，不是什么大道理，很朴素，也好

懂。没想到，正是母亲这样的话，后来影响了我做
事的风格和态度。那次出院后，我把学习的时间
重新进行调整，身体也慢慢恢复，后来我终于考进
了理想的大学，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并过上了舒
服惬意的生活。

母亲给我讲的钟摆的道理，一晃已有二十多
年。参加工作后，每逢看到身边那些拧紧生命发
条的人，我就会想起母亲说的话。

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是我们这个地方有名的
女强人。她经营着一家企业，在聘请管理人员上
她总是摇摆不定，公司所有的事，她都要事必躬
亲，常常累得人仰马翻，心情烦躁。直到有一天，
她的儿子哭着对她说：“你不是我妈妈。”她大惊失
色，忙问为什么？儿子答：“别人家小朋友的妈妈，
都陪小朋友玩，你从来没有陪我玩过。”

她的心，像被一把锐器划过，钻心地疼。那
天，她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带儿子去逛公园，陪
儿子去吃麦当劳，她们一直玩到很晚才回家。月
亮升起来了，皎洁圆润，她和儿子头挨头地在一起
看月亮。儿子摸着她的脸，稚嫩的声音，把她的心
泡软。儿子说：“妈妈，你的脸像月亮，我好喜欢
呀。”她的眼睛湿了，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了，她想
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钱是永远赚不完的，而儿
子成长的每一刻，与儿子相守，每一分每一秒，都
是难能可贵不可再生。

此后，我的这个同学放缓了生活的节奏，放
胆放权，并聘请了管理人员，她不再事必躬亲。
她告诉我，现在她每天都去幼儿园接送儿子。当
她牵着儿子的小手，从一棵一棵的梧桐树下走
过，从大朵大朵的美人蕉旁走过，小麻雀们排着
队在树上唱歌，她嗅到了幸福的味道，浓烈的，花
香般的。

我还认识一个叫阿辉的中年男人，他在一家
工厂三班倒。可他为了多拿几百元工资，别人每
天工作八个小时，他却每天干十二个小时。每次
见到他，他总是黑着眼圈，抱怨太累。“你完全可以
每天干八个小时啊？”每当我这样说他的时候，他
总是说：“趁年轻，我要多干点，多挣点钱，以防不
测之需。”

这种透支体力和脑力的劳动，让阿辉变得越
来越不快乐，最后，竟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一
天，他趁人不备，跳了楼。

对每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生命多宝贵，
面对逝去的生命，一家人该有多悲伤。这加班的
事，他完全可以少干一些，生命的发条，原有它承
载的极限和底线，拧太紧，一不小心势必折断。所
以，在欲望面前，我们不要试图超越极限，发条不
能拧太紧，要会适度放松发条，懂得在播种中收获
幸福，这才是生命的智慧。

我喜爱树叶，我喜爱四季的树叶。在我的记
忆里，无论是什么时候，树叶的形象总是那样的美
丽。

孟春时节，“西风留旧寒”，刚探出头来的花苞
还带着冬天的寒意，小心翼翼地依偎着树干母亲
的身躯。一席春雨，几场春风，几丝暖阳后，树枝
上嫩嫩的新芽便追赶着花骨朵儿从树枝中钻了出
来，像刚出生的婴儿，在微黄的襁褓中初次睁开了
明亮的眼睛，委实惹人怜爱。初春的嫩叶，在春风
春雨中吸吮着树干母亲的乳汁，徐徐地脱去了淡
黄的底子，渐渐地嫩绿起来，蓬勃起来，充满了无
限的生机，激发着向上的力量。曾记起，一夜的雨
急风骤，我忧虑着那些嫩嫩的叶芽，惟恐他们经受
不住风雨的考验。然而，翌日晨起，推窗而望，门
前树上那些嫩嫩的新叶竟然更加明亮，更加鲜活，
在微微的春风中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让我深思，给
我启迪。

而到了夏季，就更是另有一番景致了。夏季，

阳光充足，雨量充沛，树叶肥厚，密集浓荫。近看，
绿绿的叶片或大，或小，或椭圆，或条型，或舟状，
或扇形，叶片上勾勒着明晰的叶脉，仿佛是蝴蝶的
翅膀，美丽可人。远看，密密匝匝的树叶把一棵棵
树木掩映成了一朵朵绿色的云雾，云雾相连，汇成
了绿色的海洋。这绿色的海洋，随着逶迤的山岭，
浩浩荡荡，跌宕起伏，荡起层层绿波，令人心旷神
怡，精神振奋。这时树叶的绿色成了夏季的底色，
成了夏季的主宰。他们绿得郁郁葱葱，绿得云蒸
霞蔚。绿叶把眼前的世界变成了巨大的绿色绸
缎，变成了蓝色的海洋。树叶上油亮的绿色犹如
琴弦上奏响的名曲，激情荡漾；树叶上青葱的绿色
宛若山间流淌的清泉，冰凉甘甜；树叶上苍翠的绿
色好像生了翅膀长了眼睛一样，带着你向着梦想
的地方飞翔。希冀与力量、滋养与成长、情爱与灵
感都在这绿树浓荫的夏日里升腾起来。

夏季，太阳炙烤，风雨疾骤，然而正是这如火
的骄阳才使得这片片树叶苍翠欲滴，正是这似刀

的风雨才使得片片树叶靓丽饱满。风雨中翠绿起
来的树叶舞动起“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
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的夏日旖
旎风光，弹奏起“阴阴夏木啭黄鹂”“青草池塘处处
蛙”的天籁之音。夏季的树叶收获了风雨后的快
乐时光。

秋天到了，亮晶晶的葡萄，红艳艳的苹果，黄
澄澄的桔子先先后后从密密的树叶中脱颖而出，
人们对它们清脆可口，甘甜生津的美味赞不绝口，
它们获得了丰收的喜悦与荣光。昔日葱绿茂盛的
树叶不得不渐次老去，几丝淡淡的忧伤掠过了他
们泛黄的面庞，他们在叹惋如白驹过隙的时光，在
感叹生命的短暂。然而爽爽的秋风后，那些淡淡
的忧郁又成了过眼云烟，瞬间湮灭。他们又矍铄
起来，振奋起来，他们要在化着春泥之前，把“霜叶
红于二月花”的美丽神韵献给锦秀山川。看，秋叶
深邃沉静的模样，仿佛是饱经沧桑的老人，正思索
着生命的真谛。听，那沙沙作响的声音，犹如顽强

的励志者在对风雨阳光的深情吟唱。
深冬时节，凛冽的寒风吹打着裸露的枝条，寒

冷难耐的冰雪素衣紧裹着树枝的身躯。瑟瑟发抖
的枝条，是多么地渴望一片平凡的树叶来温暖寒
凉与落寞的灵魂。渴望啊渴望，强烈的渴望，一个
个准备在春天诞生的希望，又在潜滋暗长，酝酿涌
动。

树叶啊，你可知道，正是这四季不息的轮回变
化，才造就了你不可复制的传奇。四季啊，你也应
知道，正是树叶这不可复制的传奇，才让你无论什
么时候都充满了鲜活与灵动。

树叶啊，都说这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
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冥冥之中，难道
你也和人一样，在四季不尽的轮回变化中，有着各
自的欢乐与泪水？难道每一片树叶都赋予着人的
生命意义？

啊，四季的树叶，你总让我爱恋，总让我难忘，
总让我深思……

发条不能拧太紧
鲍海英

四季的树叶
邓 丽

喜欢在黄昏，坐于半开的窗前，趴在温朗的书
案上，安静地读书写字。窗外远山堆烟，河水澹
淡，漫天云霞悠悠铺卷，装订成一本隐晦高深的线
装古籍，多少禅机在此中生灭刹那。

几抹电线将山光云影谱入琴弦，乳燕端坐抚
琴，轻拢慢捻奏成一曲《鹊桥仙》，清音淡淡回旋，
和着燕子的轻歌飘荡进白云深处。云深处，该有
一双烟火神仙，布衣暖，饭菜饱，闲时垂钓星辰，把
盏云下。

书架静穆，浸在夕光里，橡木纹理上流淌着光
与影的双人舞，曼妙，缱绻，浓郁缠绵得化不开。
青瓷瓶里的一捧满天星在素笺上描着簪花小楷，
一笔，是花弄月影，一笔，是画船听雨，一笔，是古

桥待君。
孤独，在暮色渐渐合敛的每一瞬，轻噬心尖。

那种孤独，没有来由，无有去处，是山巅云雾突涌，
阳光也变得模糊，是林中箫声忽响，凄切之音占满
心房，是玄冥中崩裂一道伤口，白日里被封锁的哀
伤鱼贯而出。黄昏，是情绪的春天，孤独与哀婉如
野草般生长蔓延。

我手执一缕绮丽的晚霞，在花影展卷的白纸
上为你写诗，一撇一捺，揉入滴滴深情。杳远的往
事在纸上轻灵跳跃，橘黄色的小猫趴在纸旁，眼神
随往事流转。

微风屏息，花香退步，光阴一手拈针线，一手
捻线头，身侧卧着记忆的毛线团，神思专注，手法

细密，把一弦一柱思华年绣进今宵酒醒。
恍惚中，窗户里辟出一条霞光小径，径旁梧桐

潇落，清风弹奏每一片叶子铃铃歌唱，你披满身霞
光走来，笑容满面，温润如玉，时光变得很轻，仿佛
一朵洁净的白云停在松间，一瓣粉薄的桃花落在
掌心。

你弯腰向我伸出一只素手，几乎是没有犹疑，
我停下手中的笔，把手交叠在你的手上，连同我的
往事，我的惝恍，我的迷离。彼时，窗台的茉莉香
漾满我的笑靥，温润的夕光流淌成一弦弦琴音，尘
埃如羽，在时光里翩然起舞。

你携着我的手走在黄叶染秋山的小径，走在
半山坡的格桑花海，棉花糖似的白云将甜蜜丝丝

缕缕地渗进人间，山风把植物的清香谱进光阴的
纹理。

星珠般的格桑花是世间女子散落的胭脂，被
谁偷偷采来撒进山坡荡漾成花海。撷一朵花拂过
脸颊，别在耳后，转身我已是你笔下的画中人。

我所求很简单，你懂得与珍惜我骨子里的浪
漫，我敞开灵魂里的星辰大海，与你泛舟遨游，一
曲高歌两樽酒，三千世界杯盏中。

一叠清脆的鸟鸣将思绪的风筝牵拢回当下，
夜色如幕，沉甸甸地压了下来，天边的晚霞在深情
的注视中消失最后一抹余晖，月光温润如水，柔顺
地趴在书案上。我合上笔，敛了纸，笑容满面地推
开家门，迎向明月与清风......

给

当你
两手空空的时候
不要去做
锦上添花的事

当你
春风得意的时候
也不要去
对别人落井下石

别人的锦
添不成你的花
落下的石头
砸了别人，也会砸了自己

偶 然

我没有看过那片海
不知道 什么是春暖
什么是花开

月亮出来的时候
你是莲花之上的河流
如藤蔓般耐心等待着温暖

好像风很轻柔
又好像雨没有忧愁
好像最初的你回来了
只是走了一段曲折的路

春光无限

你在我的梦中
拐了一个弯
挽不住一段春的牵挂
人生就有了聚散

仿佛过往的痕迹
都有一种久违的美丽
闻着清风的气息
紫藤花下，共修菩提，红尘万千

人间芳菲透过墙院
墙外行人，墙里秋千
绿水人家意趣盎然
空自多情的，是飘扬的帐幔

思 念

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够到一片云
只要一动脚，就可以走进你的心

是该抵达你，还是放弃你
我做了一个
几乎停止呼吸的梦

哪怕，到头来
天山雪莲，不懂梦的朦胧
大漠黄沙，不懂梦的初衷

哪怕做过的梦
是一种找不到出路的诱惑
今夜相别，难再相逢
你在雨里，我在风中

如 果

如果雨还会下
我们把灯光
偶有所闻的月亮
还给折断的翅膀

如果天气晴朗
我们把飘泼的梦
刻在
站满风的石头上

据此推测
天空
可能蔚蓝，适合遇见
可能黑暗，升起深渊

约 定

像做了一场
繁花谢幕的梦
偶然间 流年已换
在江南落了满身的花雨

什么是快乐
什么又是难过
今生未了的约定
是悲欢 还是离合

一梦入千秋 晚风过红尘
雨落下
还能回天上去吗
谁愿一生扮疏狂
不改当年 山重水复
是来是去 是合是分

约 定（组诗）

朱怀芳

时光里走出你的模样
芷 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