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圆园18年 11月 2日 山海泉 责任编辑 任波 E-mail:fukan999@126.com

主编院秦晓钟 0532-86057689 副主编院信永华 园缘猿圆-愿远园缘苑127 编辑部院0532-86057656 美编院许太清 地址院青岛西海岸新区前湾港路 缘苑怨号 邮编院圆远远缘9园 印刷院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压住夏天的尾巴袁山科的秋天如约而至袁他来的
悄无声息袁静静地改变着我们周围的景物和生活遥

山科的秋天是微凉的遥 在夏天到秋天的过渡
中袁最先感受到的是丝丝凉意遥 从短袖到衬衫尧短
裤到长裤袁在山科学子衣衫的变化中袁秋天来了遥
早起打操卡尧 夜晚下自习的路上同学们紧紧裹住
的大衣袁鲜红飘香的花海的凋零袁干冷的不带一丝
湿气的秋风无不体现着秋的凉意遥

山科的秋又是温暖的遥山科的秋天干燥无云袁
晴空万里遥 太阳没有云
彩的遮挡袁肆无忌惮地
散发着自身的光芒 ,再
无收敛袁照在人身上暖
洋洋的遥 午后捧一本书
坐在墨水河畔的长椅

上细细品读袁傍晚坐在
草坪上背对夕阳谈笑

风生袁都形成一幅幅令人着迷的景象袁无不呈现着
一股股暖意遥

山科的秋是金黄的遥山科是一个树的海洋袁法
桐尧七叶树尧榕树尧朴树尧银杏树噎噎成千上万种树
在山科的校园生长着袁 每条路每栋楼都被树包围
着遥秋风吹过树叶袁有的在挥舞着小手的过程中渐
变渐黄曰有的迈着华丽的舞步飘落下来曰还有的倔
强地坚守着自己的绿意遥 我最喜欢的是 A餐通往
J7的小路袁 早晨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路上打出
点点光斑袁 在空气中产生的丁达尔效应形成一个
个光线柱温柔又祥和遥 秋不仅染黄了树梢还染黄
了大地袁万千金黄色的树叶飘落到地上袁给地面铺

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地毯袁走在上面会发出野嘎吱嘎
吱冶的响声遥秋风吹过袁野地毯冶被连根拔起袁远远望
去袁片片金黄在空中荡漾遥 从上到下袁整个山科笼
罩着金黄色遥

山科的秋又是多彩的遥 山科的秋虽以金黄色
为主色调但并不单一遥 同学们在校园里穿着各色
的衣服袁小西湖边盛开五颜六色的小雏菊袁紫的高
雅尧白的纯洁尧粉的令人陶醉袁星星点点袁又有大片
大片盛开的菊花袁装点着山科校园遥

山科的秋是安静的遥
上课时间袁校园里只有稀
稀疏疏的几个同学袁可能
因为上课时间袁同学们心
照不宣地没有大声喧哗袁
而是安静地走着或小声

私语袁整个校园只有风吹
动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遥

山科的秋又是充满生机的遥下课铃声响起袁整
个校园被欢声笑语打破袁 同学们纷纷讨论着每天
都要面临的世纪难题院野午饭吃啥钥 冶整个校园熙熙
攘攘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小人遥不时还有一串野叮铃
铃冶 的自行车的铃声从人群中穿过遥 同学们有跑
的尧有走的袁叽叽喳喳尧嘻嘻哈哈的声音洋溢在山
科的校园中袁生机勃勃遥

山科的秋微凉又不失温暖袁金黄又不失单调袁
安静又不失生机袁给我们一丝心安于宁静遥山科是
我们梦想生长的地方袁 是我们谱写一首首进行曲
的地方遥

相逢即是天意袁美丽山科袁感谢遇见遥

山科的秋
阴 赵怡

要说对吃最讲究袁 文章写得最好
的作家袁 我觉得首推的便是梁实秋老
先生遥初读叶雅舍谈吃曳袁就给人留下一
种齿颊留香袁垂涎三尺的饥饿感袁若是
深夜读来袁更是一种煎熬袁让无数吃货
望而生畏遥

梁先生幼时家境富裕袁 吃遍各类
美食如燕窝尧烧鸭尧核桃腰袁酱菜尧汤
包尧 两做鱼噎噎可以说是食尽人间烟
火了遥 可是袁梁先生笔下生花袁所写的
吃非但不俗袁而且足够精致风雅袁留给
世人满满的情怀遥在那个草根年代袁美
食还不重量产袁没有机器操作袁全凭一
双巧手袁 将再寻常不过的食材雕琢成
一道道饕餮盛宴遥 足见当时的有心之
人食不厌精的心思以及对生活饱含的

热情尧激情遥
他说院野馋袁则着重在食物的质袁最

需要满足的是品味遥 馋袁 基于生理要
求袁 也可以发展成为近于艺术的趣
味遥 冶所谓的馋袁在他那里变得高雅了
不少袁不再是市井小民的随意吃喝袁更
多包含了一种老派诗意的情调袁 细细
研究食材的起源袁背后的故事袁引经据
典袁亦庄亦谐袁如同清代一把老旧的细
木交椅或案桌袁朴素隽永袁大俗里透着
大雅袁大拙里隐着大巧遥

正如梁老在叶满汉细点曳中所描写
的山楂馅的翻毛月饼与花糕之类袁就
要附上李静山所写的一首竹枝词加以

解释曰写芙蓉鸡片引自己曾经的经历袁
东兴楼的历史袁 配以佳酿袁 京味儿十
足曰叶北平风俗杂咏曳 云院野烂煮登盘肥
且美袁加之炮烙制尤工袁冶写正宗北平
烤鸭的制作过程袁事无巨细袁挑什么样
的鸭袁怎么喂袁怎么杀袁怎么填鸭袁怎么

吃袁配以打卤袁加一勺花椒油袁熬白菜袁
其味之美无与伦比曰即使是啤酒袁也写
得别有趣味袁让人忍不住要痛饮一番遥
插句题外话袁 纵使国外的名酒价格多
昂贵袁名字多拗口袁珍藏时间多久袁我
还是觉得青岛啤酒三巨头最爽口袁原
浆纯生奥古特袁你值得拥有遥

然而最令我馋的两道菜袁 是炸小
肉丸和金华火腿遥虽说顶级普通袁如今
却也寻不大到了遥 作为读者观梁老小
时候吃小肉丸的场景袁 到同和馆买一
碟炸小丸子和众兄妹分食袁 一人只能
分得十个左右袁因为少显得弥足珍贵遥
肉细细松松袁炸得外焦里嫩袁不吐核不
吐骨袁芡点面粉袁勾一层卤袁在温油里
稍一溜便出锅袁顿时香味弥漫袁使人胃
口大开遥我想袁梁老难以忘怀的这道菜
里袁其实还加了一种名为乡愁的佐料袁

配以它袁 炸小丸子留给他的回忆更令
人留恋遥

再说到金华火腿袁 与现在的火腿
不可同日而语袁极其考究袁叶东阳县志曳
云院野腌晒熏将如法者袁果胜地常品袁以
所腌之盐必台盐袁所熏之烟必松烟袁气
香烈而善入袁制之及时如法袁故久而弥
旨遥 冶善哉浴 以此程序所作袁必出精品浴
无论是清蒸还是叉烧袁皆为上品遥而最
地道的金华火腿袁收藏有年袁劈开闻其
味袁不似寻常袁更觉醇美爽口遥

读罢此书袁 真觉有一种吃尽天下
美食之感袁 我敬佩于梁老笔下的寻常
小吃也能化作朵朵花袁只只蝶袁令人耳
目一新袁爱不释手袁想要一尝为快遥

野美食在作家的笔下早已超越了
它本身的概念袁 它更是一种文化底蕴
的代表遥 冶叶舌尖上的中国曳总导演陈晓
卿如是说遥没错袁煎炸烹煮美食的过程
中袁 所散发的香气是带着记忆与乡愁
的香袁是吃的精华遥在品尝美食的过程
中袁 所尝到的味道是一代代劳动人民
在油盐酱醋中尧 在一千年两千年里实
践智慧的结晶遥

我愿用一生的时间去体悟她的

美袁因为袁懂食之味的人会懂生活袁有
美食和美景袁生活便有了丰富色彩遥

人间美味 齿颊留香
阴 李婧璇

初至时袁 我的思绪便被墨水河潺
潺的水流和满目的翠绿所吸引遥 而在
时光流逝中袁我更爱上此处景致遥

心里充满着忐忑与强烈的期待袁
我来到这个城市袁这所大学遥纵然是早
已领教过她的几分魅力袁 但当我真正
到来时却更觉惊艳遥初次相遇袁入目的
是盎然的翠意遥微微海风拂面而去袁吹
动着树的枝叶袁花的身条袁欢迎着每个
来者遥熙熙攘攘的新人满目欢喜袁脸上
是微微的笑意夹着丝丝的紧张感遥

夏末秋初袁 我痴迷于花海的芳菲
气息袁满眼望去袁殷红的花瓣相互推搡
着展现自己的婀娜遥 在细雨朦胧时氤
氲着花与蝶不解的梦袁 周边绿植也更
惹眼遥 道路旁繁茂的树木总是撑着绿
叶袁留下阴凉袁阳光透过罅隙袁地面上
斑驳交错着斑点遥

秋意正浓时袁 校园便进入了一年
中最深情的季节遥 渐渐蚕食绿意的是

更显火热的橘黄与深红袁 校园里的黄
叶尧红叶尧绿叶交织错杂袁好似一幅油
画袁仿佛有着梦幻森林那般景致遥

几座教学楼下袁 栽种着棵棵柿子
树袁在秋日里最具情思遥那时细枝上稍
挂着稀落落的叶子袁在冷风中摇曳袁最

显眼的是顶端树丫上坠着几个深红色

的柿子袁仿佛被人忽略一般袁寂寂地等
待着坠落遥 旁处银杏树上金黄的繁叶
早已不见袁稀疏还有几分点缀袁偶尔一
两片落下袁轻飘飘地打着一个个弧儿袁
初冬寒风里的落叶与声响仿佛谱写着

莫名的诗遥
而当三月的春风拂过时袁 我又迷

醉在满校园的玉兰花香里遥 清晨散漫
在小路袁轻轻摘下小份春的馈赠袁看着
几点晶莹剔透的露珠跌入手心袁 丝丝
凉意又夹着淡淡的芬芳袁 轻嗅间芳香

满鼻遥抬头只见玉兰花矗在枝丫袁花瓣
纯白如雪袁像一袭白衣胜雪的女子袁洁
白无瑕袁伴着微风拂过袁翩然似蝶遥

不复清明那几日的几分阴冷袁深
秋时节天气很是喜人袁 明媚中不掺忧
郁遥整个校园里充满了灵气袁道路两旁

是簇簇绿树交错袁 熙熙来去的人流应
着这生机遥 墨水河潺潺的流水缓缓流
淌袁 河畔行人又或是闲坐者惬意地享
受着秋意浓情遥
樱花正放的时日袁 未曾去中山公

园的我本带着几丝遗憾袁 而校园南门
不远处的那条樱花大道却是让我振奋

了遥这路并不长袁平日里未觉有何出彩
之处袁在樱花盛放的时节袁确实惊艳了
每个来者的心灵遥 那路的两边各栽种
着一排樱花树袁 此时春意与盛开的樱
花相互交融袁融进了我的心里袁惊艳了
我的世界遥樱花飘落的速度袁耳畔和煦
的春风袁我站在路的尽头袁尽赏这烂漫
纯真的风景遥
自来到这里袁 还并未真正走过完

全的四季袁 却早已让我无法用文字将
所感所想尽数表达袁 仅仅用着粗浅的
语言抒发部分情意袁 而我也更加期待
不久后的这里又会是怎样的景致遥

此处景致
阴 王昊

那天清晨袁细雨浓云不期而至袁你从
熟悉的世界起飞袁 穿过了雾都时隐时现
的云雾袁翻越了山城连绵不绝的高山袁来
到了引你终日遐想的蓝天袁 踏足了对你
来说崭新的齐鲁大地遥听不懂的方言尧看
不熟的面孔尧陌生的街道和一
千八百多公里的距离袁让自以
为坚强的你惶恐不安袁手足无
措遥 忍着眼泪袁你问自己院野为
什么我要来到这里钥 冶

原因无人知晓袁 也无需
追究袁但我替你感到庆幸袁替
外出游学的莘莘学子感到庆

幸遥
卢梭说院野人生而自由袁却

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遥 冶初生的
婴儿袁不知时空袁不辨善恶袁饥
了便食袁倦了便寐袁自由之至袁
令人艳羡遥 但他们又如初离花
柄的蒲公英袁片刻的自由飞舞
过后袁终还是躲不掉命中注定
的枷锁袁 扎根在死板的大地袁
变成了你我曾经的模样遥 人生
时是自由人袁 死后是自由魂袁
唯独由生到死之间袁 最受禁
锢遥 禁锢于故乡的风土人情袁
禁锢于亲友的知疼着热袁禁锢
于一时的衣食无忧袁禁锢于习
惯的畏葸不前遥 而今袁外出游
学的莘莘学子袁 或误打误撞袁
或深谋远虑袁 踏上了冲破禁
锢袁追寻自由的道路遥 所以袁我替他们感
到庆幸袁 庆幸他们没有在枷锁中虚度此
生遥

安土重迁袁不一定身名俱泰曰背井离
乡袁也不一定颠沛流离遥家乡的一切总是
有限的袁但一个人的眼界可以是无限的遥
安于故俗袁溺于旧闻之人袁不敢走出自己
熟悉的世界袁 将自己束缚在了时空的枷

锁里袁苟且偷生袁青春活得不如壮士的暮
年遥 而追求自由和成功的人袁决不安于偏
居一隅袁在他们那里袁野世界那么大袁我想
去看看遥 冶不仅仅是一句调侃袁还是敢于
追求自由的胆量袁 更是躁动的心灵对世

界的渴望遥 年轻的游子不似老
来漂泊的苦难诗人袁 他们的青
春袁是奋斗最雄厚的资本遥当他
们行遍天下路袁看遍天下景袁交
遍天下人袁 而心不惊意不乱之
时袁就有了成大事之才袁立家国
之本遥

乔斯坦贾德在叶苏菲的世
界曳中将世界比作魔术师从帽
子中拉出的一只小白兔袁生物
都出生在这只兔子的细毛顶

端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袁它们
都往更加温暖舒适的细毛深

处爬去袁甚至深入毛皮袁而只有
一小部分人为了看清这个世

界袁努力地朝着细毛顶端攀爬遥
我庆幸你我都成了他们中的一

员遥当你爬上细毛的顶端袁别害
怕流泪袁 那是新生儿的哭泣曰
别害怕摔倒袁你早已跑到了别
人的终点遥

离家的游子难免空虚袁未
知的收获给不了他们自信袁而
过分放大的失去便成了强劲的

死敌遥 但大浪淘沙袁始见真金遥
多年后袁当你功成名就袁衣锦还

乡之时袁你才会发现院离开的人袁不值得
你追忆曰等待的人袁应受你一生相依遥 过
去忽略的人袁互相在心里如此重要袁过去
珍惜的人袁又有许多不愿等你遥

野为什么我要来到这里钥 冶原因无人
知晓袁也无需追究袁但我现在相信袁我是
值得庆幸的袁因为我相信野一经教子旧袁
万里出门新冶遥

莘
莘
学
子
去
远
行

阴
曹
健

麦垛儿又长高了几寸
星子撒满天幕
荷塘里的鱼儿欢悦地奔腾
我忸怩在你家楼下
怎么好意思呢
叫上你去玩纸牌游戏

枫叶轻细地吹拂秋风
细碎的花瓣下在雨中
长发飘逸了你的视线
静谧的自习室里
有一道不想结束的习题
有两个最晚离开的人儿

霓虹迷醉了我的眼
汽鸣充塞了我的耳
北风紧了紧我的衣襟

青 春
阴 李朝阳

“情语系山科 一纸诉芳华”征文比赛

作 品 选 登

林立的写字楼里
我们都只是星光一点

你以为
我们曾伏案书写着的
是日志袁是习题袁是文案袁是理想噎噎
殊不知
那是我们的青春

平凡的人从此经过
路上满是荒芜
捧着玫瑰的人局促
南风停
树叶漂浮
你好像就在我的眼里

从 前
阴 邵逸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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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共长天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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