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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生活
添点诗意

王鹏

生活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谓见仁见智，
态度不同， 感受不同， 感悟也不同， 于是
就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 在同一片
蓝天下， 有的人生活杂乱无章、 一地鸡毛；
有的人生活淡然无味、 得过且过； 有的人生
活丰富多彩、 充实恬静。 同样活着， 但活着
的品质却大相径庭。 影响生活品质的因素诚
然很多， 但究其原因， 生活的理念和态度是最
重要的因素之一。 因此， 尝试着给生活添点儿
诗意， 也许生活回馈给你的将是一片崭新的天
地。

可以去阅读里探寻诗意。 当你于久违的台灯
下翻开一本书时， 在那沁人心脾的墨香里， 你也
许读懂了李白“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的孤
寂； 也许共鸣了苏轼“小轩窗， 正梳妆” 的回忆；
也许领悟了“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的真谛；
也许明晓了“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的意境……书
是人类真诚而美好的朋友， 读书可以明理， 可以怡
情， 可以拓宽胸怀， 可以增加智慧。 在不知不觉的
持续阅读里思考， 会不知不觉地发现， 你的生活更加
美好， 更加明净， 更加敞亮。 会不知不觉地发现， 你
的谈吐更加优雅， 你的衣着更加得体， 你的魅力更加
独特。 这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在你身上的自然呈现，
也是阅读的诗意带给你的一份礼物。

可以在音乐里享受诗意。 音乐是抚慰心灵的一剂良
药。 去听一场音乐会， 在悠扬的旋律里陶醉。 听 《梁
祝》， 将曾经的山盟海誓回味； 听 《赛马》， 让心灵在草
原上狂奔； 听 《致爱丽丝》， 感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
守护好你拥有的真善美； 听 《命运交响曲》， 像贝多芬那
样扼住命运的咽喉， 淡看生活中的艰辛和苦累……一支歌，
也许可以掀开你尘封的记忆， 将你拉回梦里思念的小山村；
一支曲， 也许正好契合了你此时此刻的心境， 给你力量， 给
你勇气， 为你扬起风帆， 去征服人生中的风风雨雨。 你会发
现， 原来音符如此神秘， 它可以轻轻敲打心灵的窗扉， 就像
淋了一场春天的细雨； 原来歌词也有生命的律动， 唤醒了你
曾经沧海的心迹， 有时令你眉目含笑， 有时又令你泪盈眼底。
从此， 你会在感动里迎接每一个日落、 每一个晨曦。

可以在生活里创造诗意。 在繁琐忙碌的生活里， 我们浮躁
的心只顾伴着脚步不停地奔波， 而遗忘了回眸人生旅途中帮过
我们的人们， 也许是一位小学老师， 也许是一位曾经的同事， 也
许是一位心灵知音， 也许是一位合作伙伴， 也许是一位德高望重
的长者……正是他们的耐心培育、 善意提醒、 真诚帮助和知人善
任， 给予了我们前行的能量， 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那就不要
犹豫， 请怀着一份感恩的心给他们打个电话、 发个信息， 或者买一
束鲜花前去探望， 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温暖、 富有诗意的事情； 还
可以在节假日里邀三五好友出门郊游， 欣赏路旁的风景， 小酌醇厚
的友情； 还可以陪着孩子到乡村走走， 看看油菜花， 踩踩烂泥巴，
在小溪里捉鱼摸虾， 让自己伴着孩子成长， 也找回遗落在红尘里的童
心； 还可以下厨为心爱的人做几个拿手的家常小炒， 在一粥一饭间品
鉴生活的惬意。 此刻， 诗意就会在你的指尖儿流转， 诗意就会在你的
心田发芽。

诗意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旦我们拥有了， 就会在一幅画前流
连， 就会在一首诗里闭关， 就会在一盏茶里顿悟， 就会在一朵花里缠
绵。 原本寂寥荒漠的心灵， 便会栖居在每一个黑夜每一个白天， 聆听花
开花落的天籁之音， 静度红尘中的诗意流年。

原来我没懂
李尹汝

我以为自己能读懂青春， 原来， 我只把青春当
作了一段时间。

曾以为， 青春的含义我早已明白， 不就是指一
个人的青年时代嘛。 不管是童年、 幼年、 青年还是
老年， 都只不过是每分钟、 每小时、 每天拼凑而成
的。

曾看过， 无数赞美、 留念青春的诗歌散文， 却
都不屑一顾， 青春不过是一段琐碎而平常的时间罢
了，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只是在不停重复着， 起
床———学习———睡觉———起床……如此烦闷、 无
聊， 有什么值得歌颂、 值得留念的。

曾听过， 妈妈说： “一辈子最美好的、 最轻松
的年华就是青春年华。” 心中甚为不解和不认同，
这已经是一句老生常谈了， 但每一个经历过青春的
人， 却都是带着无比真挚和怀念的表情感叹一声：

“唉， 还是那时候好啊！”
后来， 接触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学会进行更深

刻的思考， 才真正有些懂得了青春的意义。 似乎有
些明白， 青春不仅仅是一段时间。

青春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资本， 凭借着青春的激
情， 你可以拥有无限的动力， 在追逐光明的路上永
不止步； 凭借着青春的梦想， 你会对未来充满希
望， 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和困难， 都永不言弃； 凭
借着青春的潜力， 你可以变得出类拔萃， 让人刮目
相看。

青春的我们有父母做坚实的后盾， 只管努力向
前奔跑； 青春的我们有老师的谆谆教诲， 为人生的
成功做知识的储备。 《中国合伙人》 的故事告诉我
们： 青春在于奋斗， 人生的幸福也来源于此。

青春更是一种心境， 时光流逝， 年华不再， 当
我们满脸皱纹、 白发苍苍的时候， 我们看似离青春
这个词已经很远了， 其实不然。 你若拥有青春的心
态， 就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 一样可以永远年轻；
你若心有情怀， 心有诗意， 远方就不再是个遥远的
地方， 你会充满勇气， 背起行囊， 依旧可以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你若心怀善意， 心灵纯净， 即使
美丽的容颜不再， 也依然活得优雅动人。

这才是青春的真谛， 她不仅代表着一段时光，
还代表着一种情怀、 一种感动、 一种奋不顾身的勇
气、 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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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岩溪
蒋金云

我的老家香岩溪，隶属安化县田庄乡。
香岩溪其实是一条小溪流的名字。 小

溪从南面山上发源，顺流而下，汇入文溪，
全长约五公里。 溪两岸山坡上数十户村民
傍山而居，田庄、文溪一带习惯称这里人为
“香岩溪人”。香岩溪人以蒋姓为主，至今外
姓人只有几户，姓谌。

从狗脚湾一带发源的香岩溪， 由南向
北， 海拔高差约200米。 小溪沿途山石嶙
峋，石缝中多有小树和杂草，石头上布满青
苔， 进入小溪附近总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
香。溪水常年流畅，不曾干涸，冬暖夏凉，纯
净清澈。

我出生在溪之西，长在溪之东，对那条
小溪是很熟悉的。 印象最深的是上学途经
小溪时走过的木桥，桥长约10米，用几根圆
杉木和一块大杂木板扎在一起， 架设在小
溪上，从桥上经过时桥身会晃动。桥下流水
潺潺， 到小溪里捉螃蟹特别有趣。 每年暑
假，我和一些小伙伴都要去捉几回螃蟹。祖
父告诉我用一根小竹棍绑一块腊肉皮，伸
到石头缝里，螃蟹会死死夹住肉皮，定能将
其逮住。 我们每次到小溪抓螃蟹都收获颇
丰，回到家中将螃蟹去壳洗净后，或油炸、

或火烤、或放些青辣椒一起炒，都挺好吃。
小溪两岸的山野中生长最多的是竹

子。竹林中冬季长冬笋，村民们说冬笋成不
了竹子，大家都去挖，这可是道美味的“山
珍”，营养价值也很高。 春天的春笋才是长
竹子的， 祖祖辈辈传下的规矩， 只准挖田
边、 地头和道路上的笋子。 笋子长成竹子
后， 过于茂密的可以砍下来， 裁成一节一
节，表皮撕下晒干成为“仔篾”，可以出售，
内肉部分可以浸入水塘腐烂后造纸。

香岩溪一带的山林中是一些鸟类和野
生动物栖身之处，长尾巴的锦鸡、钻草丛的
竹鸡、晚上出没的野兔、专吃竹根的竹鼠、
会打洞的穿山甲等等都很常见， 还时有野
猪、野山羊出没。

香岩溪山多田少，人均不过一两分，祖
祖辈辈靠这一两分稻田产谷子， 又在山上
开垦荒地种植红薯、玉米作为杂粮，再用当
地土特产仔篾、土纸、药材等卖些钱买粮食

和日用品。 原先村民生活
一般都比较贫寒。

进入新世纪以来，香
岩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群众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几乎家家门前通了水泥
路，架起了城乡同价高压
电，家家户户用上了电视
机、洗衣机，不少人家买
了小车；原来“年顾年，还
亏欠”，如今“家里有了余
钱，银行有了存款，兜里
有了票子”， 部分家庭建
起了砖混结构小楼房。 按
老百姓的话说，是“党的富民政策使老百姓
沾光了，香岩溪香了”。

阿良

小暑过后的一天， 我回乡
下老家去。 刚进门还未落座，
老兄就递过一把蒲扇， 说乡下
现在一般情况不停电， 前段普
降暴雨， 这两天线路维修临时
性停电， 被你赶上了。 用能量
守恒定律来解释， 上半年阴雨
天过多， 下半年一定是干旱。
这不， 小暑刚过， 太阳像下挂
到头顶不远处， 格外的炸热。

我接过蒲扇翻过来覆过去
看， 太熟悉了。 扇柄被一块素
花布包裹着， 颜色暗淡， 扇面
老黄， 那黑色长方形条块内的
空心字“心静自然凉” 仍然显
目。 “十多年了， 你还保存着
这把蒲扇。” 我对老兄说。 “母
亲遗留下来的东西不多了， 这
把蒲扇母亲特别珍爱， 舍不得
丢掉， 平时藏在屉柜里， 很少
用。” 老兄望着蒲扇对我说。

我慢慢摇动蒲扇， 像钟摆
一样前后摆动。 那一缕一缕柔
和清凉的风， 从我的领口、 袖
口、 衬衣的下摆里飘进去， 弥
漫我的全身， 遏止毛细孔里散
发的炸热， 安抚我那因炸热而躁动不
安的心。 心静自然凉———母亲常挂在
嘴上的一句话。 她跟我说， 摇扇不在急， 不
在快， 而在于那颗躁动的心要随扇子的摆
动安静下来， 就不感到热了。

我家后山有一棵棕树， 几丈高， 笔直
地伸向天空。 从树梢向四周伸展出的片片
棕叶， 像一把一把的伞撑着。 棕树干上一圈一
圈黑褐色的印痕， 那是切割棕布、 砍伐棕叶留
下来的伤疤。 印痕似乎在诉说自己的年龄。

每年立夏之后， 母亲就让我爬上棕树砍棕
叶。 我在腰和树干之间系一根棕绳， 两脚蹬着
树干一步一步往上爬。 母亲在下面喊， 小心点，
别掉下来。 待我砍下两叶， 她又在树下喊， 莫
多砍， 两片就够了。 我在树尖上叫， 爬一次树
不容易， 多砍几片省得年年爬树。 母亲不回答
我， 只做手势让我下树。 我落到地面， 她才说，
一棵棕树一年就长那么三四片叶子， 砍多了棕
树会死掉的。 那时我不太明白母亲的话， 但不
能违拗母亲的话。

母亲用棕叶做蒲扇。 她把砍下来的绿色棕
叶放进木盆里， 用烧开的水烫一个小时左右，
倒掉开水， 再用淘米水浸泡。 淘米水要浸泡几
个小时， 然后把棕叶捞出用线吊着挂在竹竿上，
晚上不收。 母亲说经过七个昼夜的日晒夜露，
扇子的成色会特别好看。 棕叶两面褪去青色，
呈象牙黄， 光泽柔和。

母亲开始动手做蒲扇。 她从后山砍回竹子，
剖成细篾， 用细篾绕两个直径一尺半左右的桃
形圈， 上下夹着棕叶固定几个点， 用剪刀把篾
圈外的棕叶剪掉， 用布条把篾圈裹在里面， 再
用棉线细针一针一针缝合。 母亲把这道工序叫
缘边。 大约一天的工夫， 两把蒲扇就做好了。
蒲扇做好后， 母亲让我用毛笔在扇面上写上
“心静自然凉” 几个字， 用牛皮纸剪出一长方形
空格套贴在这几个字上， 再用煤油灯的烟去熏。
待把长方形空格内的扇面全部熏黑。 过一会，
用湿布擦去墨汁， “心静自然凉” 几个空心字
就格外醒目。 我的字写得不好， 母亲常鼓励我，
孔夫子不嫌字丑， 只要笔笔有。

那时家里人多， 母亲做的扇子保证人手都
有一把外， 家里还有十余把待客的扇子。 老屋
前有一棵大桂花树， 丹桂飘香时节， 左邻右舍
喜欢听故事的人常围聚在桂花树下，听村上的老
先生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母亲
就给每人发一把扇子。 不同的是家里人用的蒲
扇柄把用花布缠好， 待客的蒲扇柄把没有缠布。
月挂中天， 银辉从桂花树叶的缝隙中洒落下来。
十多把蒲扇的摆动把桂花的馨香送到很远很远
的旷野。 不远的池塘里传来青蛙的“呱呱” 叫
声， 它们似乎被陶醉了。

我儿时用的蒲扇常易折损， 主要是和伙伴
们夜间捕捉萤火虫。 我们用一根竹竿系一根线

吊着一个小玻璃瓶。 朗朗明月下， 萤火虫像满
天的繁星， 我们用蒲扇把萤火虫拍打在地上，
再捉进瓶里。 一个晚上能捕捉几十只萤火虫。
点点萤火聚在一起， 发出一团光亮像灯笼， 我
们提着灯笼快乐地满村跑。 一个夏天过去， 我
那把蒲扇就破败不堪。 这时我就和母亲调换她
用的那把蒲扇。 母亲并不责怪我， 只是拍拍我
的后脑勺笑笑默认了。 儿时的快乐， 母亲从那
把破损的蒲扇中得到分享。

母亲去世的前一年， 也是一个炎热的夏天，
我回家看母亲。 屋里装着吊扇， 她坚持不用，
说是电扇的风没有蒲扇的风清凉。 我一进屋，
她就到处找蒲扇， 没有找到， 就问老兄是不是
他藏起来了。 老兄笑笑， 径直去屉柜里拿出那
把蒲扇。 老兄说她刚才还用过呢， 母亲的记忆
力一年不如一年。 我儿时的事她记得很清楚，
我前脚离开家门回城， 她后脚就让老兄打电话
给我， 说我好久不回家看她了。 蒲扇是她的珍
爱， 用完她总是及时藏在屉柜里， 要用时她却
记不得放在哪里。

母亲接过老兄手中的蒲扇， 没有递给我，
而是站在我身后替我扇风。 我不好意思， 坚持
不让。 母亲说， 你小时候不都是我替你打扇？
这倒是的。 我儿时的每个夏天都是在母亲蒲
扇下度过的。 我和小伙伴去树上捉蝉， 去河
坝里捕鱼， 去野外割猪草回来， 累得一身大
汗， 回到家母亲就在地上铺一张凉席让我
躺下， 母亲坐在小凳上摇着蒲扇， 那凉凉
的风就拂过我全身。 在母亲的蒲扇下我很
快入睡了， 睡得那样的香甜。

而此时站在我身后的母亲， 头发大
部分脱落， 留有少量的也是苍苍白发，
脸上的皱纹像核桃， 脸色显灰， 目光有
些呆滞， 类风湿使她的手指关节变形。
变形手指握的那把蒲扇摇摆不是那么
均匀了， 扇过的风也不那么清凉了。
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在摇动， 扇过的风
也是有一丝没一丝地拂过。 母亲老
了， 但她对儿子的那份怜爱仍然执
着浓厚。

母亲去世十多年了， 老兄保
存她老人家用过的这把蒲扇， 实
际是保存对母亲的那份思念。 睹
扇思娘。 母亲留给我们兄弟的嘱
咐是面对世态炎凉， 要保持那
份淡定和静心。

汉诗新韵

星夜怀远
蔡建和

晃晃水中灯， 莹莹天上星。 蛙鸣夜色远，
月泻河风清。 漫步湘江岸， 思绪渐远行。

儿时偎母怀， 纳凉屋场坪。 夜色笼四野，
天河泛银青。 青蛙塘里叫， 蝉儿树上鸣 。 母
摇团蒲扇， 教儿认星星。

迢迢牵牛隐， 皎皎织女明。 两星隔河汉，
相爱情义深。 启明驱黑夜， 北斗导向明 。 天
狼最凶狠， 老人性至仁。 地上多少人 ， 天河
多颗星。 星和人相属， 命与运共存。

母语渐迟钝， 辛劳睡意沉。 何星当属我？
半晌无回音。 摇搡母复醒， 佯嗔声轻吟 。 为
母不识字， 一生潜悲辛。 望儿多读书 ， 当个
文曲星。 此星掌才艺， 做人有品行。

母语情绵绵， 滋润我童心。 风拂送清凉，
月斜夜渐深。 母鼾细且匀， 入耳好温馨 。 虽
存腹中饥， 睡梦亦香宁。 梦里星空灿 ， 暖我
万里程。

江河星月涌， 流水去无声。 水去不复返，
星月伴我行。 仰首问星月， 可识当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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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子

戏台以沉默为食
像不再使用的锅
锈迹斑斑
挂在一角

天窗口
阳光蒙着纱
一只浑浊的眼睛
被结上了蛛网

戏落幕以后
这里成了
真正的落幕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