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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连

厉勇

这年春天的清明，我回了
老家。当汽车穿行在路边的高
速公路上，无聊的我一直朝窗
外看。我看到了窗外的油菜
花，衬着远处的青山，色彩明
丽，就像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
才能画出的最美的作品，美不
胜收。我顺手用手机拍了一
张，这才发现以前不曾发现的
美。油菜花是以群体的方式出
现的，连成一片的油菜花才叫
璀璨夺目，才叫春光明媚。而
种植这片美丽的，完全是农民
的无心插柳。农人们种植油菜
花是为了收获菜籽油，而城里
的人们却是为了这片美丽的风
景而爱上春天，在春风里笑得
和花一样美。
我在省城也看到过成片的
油菜花，那是在风景区——西
溪湿地。那里的油菜花完全是
为了满足城里人对那片明黄靓
丽的风景的追逐。在江南，油
菜花开在粉墙黛瓦的乡下，配
合着江南迷蒙的烟雨，也是相
当有意境的。如今，我住得离
西溪湿地很近。口罩戴着戴着
也就习惯了，虽然知道外面已
经是春天了，
但是由于疫情，
总
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这个周六，看见朋友圈里
有人晒西溪湿地那明艳的油菜
花，也许是宅得太久太久，
我忽
然就心动了。这不，
第二天，
我
绕了远路（疫情期间，
只能从北
门入），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呼
唤，只为那绚烂的油菜花。面
对一大片像缎子一般柔软的油
菜花，它们有着和阳光一样明
亮的颜色，有蜜蜂的嗡嗡声在
耳边萦绕，那是多么美妙的声
音。因此，我一直走到了菜花
深处，
像一只蝴蝶一样，
飞入菜
花无处寻。我毫不犹豫地摘下
了口罩，终于闻到了油菜花那
熟悉的久违的清香，那是春天
的气息，是最动人而热烈的气
息。
我忽然觉得，这世界上哪
一种花都不如油菜花那样美丽
而实用。既能装点春天乡间的
田野，又能在初夏给农人成熟
的果实。既能满足城里人踏青
和对美景的欣赏，又能让这个
春天美丽动人。

东钱湖一角

去看油菜花
□

在冬天被种下的油菜花，
经历过风霜和严寒，在春天拔
节生长，到了三四月就盛开出
金灿灿的油菜花了。那着了魔
般疯狂开放的油菜花，只能让
人赞叹：
简直是春光浩荡，让人
闪花了眼。
乡下的孩子对油菜花并不
陌生。像我，从小就觉得油菜
花太普通，只不过是农人拿来
做菜籽油的植物而已。读小学
是在村外，只需步行。到了三
四月，每天走在路边，看油菜的
植株一天天高大，快要淹没我
们视线的时候，油菜花就笑成
一片了。乡野田间，一望而去，
触目皆能看到油菜花，开得很
是繁盛烂漫。我们在作文中
说：
“ 大地像铺上了金黄的毯
子，蜜蜂在其间飞舞，很是热
闹。”管不住手的孩子还会折
下油菜花，这就糟蹋了农人辛
苦的劳动成果。
在乡间采茶的人们，从茶
山上往下眺望，也能看见大地
上层次分明的嫩绿和耀眼的金
黄，从山的那边绵延到村子的
那边，成群结队的油菜花真是
大 气 ，盛 开 就 成 了 大 地 的 主
角。那片美景让人赏心悦目，
从心里惊叹它的美丽。
读高中的时候，在一个大
镇上，虽然油菜花少了，
但还是
能看见。那时，学生中间流行
一句讽刺人的话也跟油菜花有
关。他们骂某些心里蠢蠢欲动
想要结交异性朋友的人：
“你油
菜花开啊！”
也许油菜花开得太
过招摇、太过烂漫，
才惹了这么
一句不恰当的笑骂。
读大学以后，在城市的钢
筋水泥间穿行，油菜花是很难
看到了。看不到，我也不留恋，
因为油菜花在我眼里似乎已经
看不出美来。直到工作后，有
一年春天，和一个美丽的女孩
一起吃饭。她怀着很憧憬的眼
神说：
“ 我想去婺源看油菜花，
油菜花太漂亮了！”我心想，油
菜花有什么好看的，这女孩肯
定是城里出生的，才对油菜花
如此念念不忘。

最近一次去东钱湖，
是去
年年底的一天，
女儿女婿陪同。
那是一个冬日午后，
天气
晴好，太阳暖暖的，风儿也温
柔。一行人来到环湖南路，
漫
步在东钱湖畔，随意自在，说
着聊着，看湖面软风细浪，粼
粼波光。一边是浩渺的湖，
一
边是静穆的山，穿梭在林木
间，
山的刚，
水的柔，
一一映入
眼帘。不时有游人相遇，
交集
又分开。这个点上，游人不
多，但也不少，散落在湖畔的
草地、山头、礁石上，人观景，
也融成了风景。
走得累了，
憩在湖边的礁
石上。礁石多漏隙，
形成一路
路小水流，淙淙有声，经年风
吹雨打，礁石棕黑，沿着湖边
蜿蜒，
像一条渐行渐远的泥土
路。仰起脸晒太阳，
湖上半岛
近在眼前，很像一架飞机,停
歇在湖面上，中间高，两翼低
滑下来，
弧线优美。满岛是草
坪，其中的小路窄窄的，弯了
又弯，
黄绒绒的草皮间还有几
簇绿。岛上多树木，高低远
近，
疏密有序，
此时叶已离枝，
枝干一根根伸向天空，
好像不
屈的挑战者，奋力向上，充满
张力。
一位小朋友蹒跚学步，
呀
呀稚语随风飘来，
后面跟着年
轻的父母。孩子看见我闲坐，
硬要模仿，
手脚并用爬不上礁
石，又拒绝父母的帮助，可爱
至极。一群年轻人围坐在高
处，
打牌、吃零食，
嘻嘻哈哈地
笑，
青春珍珠一样耀眼。一对
胖胖的中年夫妇，
站在不远处
的大片苇花前，
拍照合影。女
儿跟着女婿学打水漂，
女婿拿
起薄且小的石子，
斜着身子，
长
臂一扬，小石子跳跃着，嗖嗖
嗖出去，
一会儿不见了踪影。
此时的东钱湖如一位美
丽的少女，
清纯脱俗。湖水清
澈得让人安静，微眯着眼，晒
着太阳，
发发呆，
想想小心事，
是件幸福的事。冬日的风轻
轻吹拂，湖水似掺入了碎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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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钻石一样闪动，在阳光的
助力下，湖面明亮辽远，变换
着各种蓝，水光潋滟，美得无
法形容。抬头看，天也湛蓝，
有丝丝白云，远处湖心，几艘
白帆荡漾在涟漪的湖面上。
东钱湖四面环山，
这个浙
江最大的天然内陆湖因此更
加充满活力，烟波浩渺，气魄
非凡。山有山的骄傲，
浑厚坚
毅；
湖有湖的自豪，
碧波灵秀；
水依山，山临水，湖光山色两
相宜。
东钱湖是宁波名副其实
的后花园，面积大，风景点也
特别多。这里，
仅是美丽东钱
湖的一角，
附近有水上乐园等
景点，因为离家近，无数次光
顾。春天，
青山醒，
新叶嫩，
山
花烂漫，鸟鸣啾啾中，阳光被
风摇成碎金，洒落在游客身
上。有放风筝的，
有喘着粗气
健身的，
还有坐在山坡上彼此
攀谈的，踏青、赏花、爬山、游
湖，
全都欣欣然。湖水好比一
群睡醒了的孩子，一骨碌起
床，一浪接一浪拥向岸边，似
乎要赶上岸来跟游人一起追
逐嬉闹。夏日，散步夕阳下，
兴致来时，效仿旁人，卷起裤
腿，
赤脚涉水至浅滩处。清凉
的湖水下，
小小螺蛳匿藏在水
底下乱石上，弯腰摸索，必有
惊喜。燥热难挡的夏夜，
也曾
开车来到湖畔，
站在观景台上
吹 风 、乘 凉 ，与 相 爱 的 人 依
偎。秋风起，山色斑斓，涛声
拍岸，湖光山色里，绕着东钱
湖晨跑，
人生一大快事也。
喜欢这样的东钱湖，
美丽
又大气，热情却不喧哗，豪迈
中透出柔情，无瑕碧波，一遍
遍安抚人的心灵。既爱慕她
的妩媚，又敬仰她的宽广，像
热恋中的爱侣，
我时不时不约
而来探访，见其姣美一角，已
然陶醉。
细思量，
自难忘。小别东
钱湖已经两月有余，
转眼春天
至，
莫负春光，
挑个好日子，
再
会东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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