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你见过荒原吗?黄昏时的荒原。我独自行

走在黄昏的平原黄昏的山坡，我按少年的方

式行走在荒草遍地的秋天；你见过荆棘遍地

的荒山坡吗？没一条道路没一个人影，只有山

后红灯笼般柿子的诱惑；你又见过黄昏里归

家的群羊和牧童的笛声吗？

2
山下村里的人告诉我，很少有人走过荆棘

的野山坡，见到那个千年的白佛和山顶黑云白

云出没的地方，不走荆棘路他们又走哪里呢？

不远不近不高不低的行走耗尽了多少人

的青春。记得那个黄昏里我走过了荆棘，见到

了那尊当时并不觉得神圣的佛，一次也仅此

一次我以荆棘的方式走过寂寂无聊的青春，

走过并没有让人荡动心魄激情盎然的散淡如

水的岁月。

看见一只扑火迎火的飞蛾，我不再惊奇

歌颂，我只有退避三舍逃离可怕的神圣的爱

情之火，只在黄昏的时候看成群的蚂蚁搬动

自己的家，观察黑暗里的一棵老树和老树上

孤独的昏昏欲睡的乌鸦。

3
现在，我正在往前走，漫无目的地走，不

知走在春天还是秋天，走在少年还是暮年，我

只是在走过一段又一段寂寥的黄昏。

对于我，一切不是惊喜不是兴奋不是喜

悦，不是诱惑不是陷阱，而是平平淡淡的黄

昏，荒野的风、小山坡的微微的风，你随时可

以遇见的时光不管忧愁还是喜悦，我都是静

静地走在那流逝的幻象里，那样朦胧无依又

那样惊人震撼的真实。

你见过空中闪过的一束光吗？红的绿的

彩的，一切在阴霾里埋没了色泽，即便存在，

也被恍惚的时间一略而过，不见一点新鲜激

动向上蓬勃的气息。

被时光所忽略过的事情太多了，被岁月

淡化的欣喜太多了，悲也不悲喜也不喜是也

不是非也不非。

4
一束光有多远啊，他在天边他在云端他

在另一个时空里，可我找不见他，他默默地来

临我也无动于衷，我不是温暖的光芒四射的

光。在记忆的血色的黄昏里，谁独自去看夕阳

去听那太阳坠落的声音，时光远离纷纷扰扰

的幻想，一切挡不住夜的来临，天边爬上一弯

新月，我在荒野的风里，独自看月起月落。

5
你见过红色的月光吗？红色的光芒在原

野里飘荡。

一片月光一首诗，会不会冥冥之中有什

么奇异的事情要发生，在这柠檬的月光飘荡

的原野。

这样的夜只有写下一首诗才能安魂。

只有写下一首诗，他才可能编织那柠檬

般如梦的幻想，给黎明的星辰一件华丽的霓

裳。在这寂寂的夜，谁丢了找不回的旧梦，没

有月色黄昏也没有悠悠的花枝俏。那一夜，荒

野小屋，一阵寂寞的风独自行走，在冰凉的月

色里没有一声叹息。

如果说，一个人的读书生涯中有那么一

段难忘的云淡风轻、踌躇满志的生活，那一定

是大学阶段的生活；如果说，一个人的大学生

活中有那么一段难忘的厉兵秣马、静待花开

的生活，那一定是大学阶段的实习生活。那段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生活啊，就如在姹紫嫣

红的百花园里流连忘返，那袅袅余香，穿过岁

月的尘埃，久久不绝。

大学中的我们，是含苞待放的花朵，而且

是太阳花的花朵，我们需要实习的阳光雨露

来滋润。

我的第一堂实习课———初一的《老山界》

如期开始了，最先是硬着头皮站到讲台上的，

我的目光像触电似的，一接触到下面师生灼灼

的目光，马上怯生生地缩回来，心像受惊的野

兔，慌乱地跳个不停，脸像天边的火烧云，通红

通红的，全身大汗淋漓，额头上更是爆汗，台下

学生有了笑声和窃窃私语，我更如芒刺在背，

全身火辣辣的！当我慌乱的目光在许多人的头

顶飘过时，我内心终于得到了一点点平静，特

别是看到波澜不惊的搭档甜甜的笑容时，我终

于有了定海神针。就这么像模像样地讲下来，

虽不是很流畅，但也没明显的失误。

实习生活节奏很快，紧张而有序，没时间

去想东想西，在磕磕碰碰中，渐渐地融入到这

学校的生活，尽管还有很多学生叫不出名字，

但并不妨碍我们在赛场上为他们加油；尽管

工作很累，但周末休息时，在通道废弃的训练

基地———长长的峡谷里，还是找到了春季般

郁郁葱葱的赏心悦目，秋季般天高云淡、精神

气爽，尽管生活有时枯燥乏味，但学生送来的

一大袋自家种的柑橘，足以抚慰我心；尽管一

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但会餐时的热闹场面

嗨翻了天：谁喝酒时偷偷把酒倒在地下，结果

却倒在我鞋里，谁哧溜一下摔到桌子底下，谁

在大呼小叫，谁又在煽情地即兴感言，或者忘

情地独舞；尽管接我们回学校的车渐行渐远，

但学生们站在车边流着泪不肯走的画面让我

禁不住鼻子酸酸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心

情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说，大学的生活为我们的读书生涯

翻开了新的一页，那么短暂的实习生活就是

这新的一页中最亮丽如新，最别有洞天的一

页，这一页是我们人生这本书的最精致的书

签，时时刻刻都在我最醒目的位置，听，夜深

人静时，在这书签之外，还能听到我们心中花

开的声音。

在懵懂的幼年之后，成年的烦恼纷沓而

至，生存之忧，名利之欲，谁又能摆脱独行！追

求的目标高远而不能及，或重新审视自己，或

从此一蹶不振；唾手易得而觥筹交错、春风得

意，而或满足自负、无所事事，无端的消磨时

日；还有许多事情阴差阳错，说不清是喜还是

悲，而这都是人生大幕永恒上演的剧集。准确

地把握自己———谁又不说是人生最大的学问

和难题。正如树上有一颗苹果，拼尽全力跳一

下可以摘到就摘吧，再跳，力气越来越小、越

来越够不着，那就留给别人吧，不要越跳越

低，满脸涨红，空留许多笑柄。但这个度又有

几人能准确把握、驾轻就熟？也好比请客吃饭

喝酒，开局时举杯畅饮、话语投机，及至将醉

又潇洒而收，满面春风送宾归，给亲朋好友留

下热情好客、游刃有余甚至酒家的美名；倘若

稍不注意、酒后有一丝不恭，则本意皆失，甚

至会被别人认为不成熟、搞投机，也许还会影

响到日后的晋升和合作的可能。

但人的一生中，只要自己想去做的事情，

每一件都竭尽全力努力去做了，取得成功自

不待说，即使失败，可那些追求的过程同样美

丽动人，虽然一生也终将无悔，这也许就是人

生的极致！

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他不朽的著

作《君王论》中说：“大家都把衣服脱光了，就

会看到人人都长得差不多……只是由于贫富

不同，才使我们有了贵贱之分”。由于所处的

家庭和环境的层次不同，每个人一出生，其一

生的发展空间和命运就被基本框定，可能走

的路如同象棋的方格，突破者能有几人！毫不

讳言，一个贫寒子弟和一个富豪之后，盖一间

茅草房和建造一幢高楼，同样值得称颂。

人有时候需要自豪和骄傲，应当理直气壮

地生活，因为阳光、蓝天和雨露从来不是属谁

独有，而归于普天之下的每一个人。在某个时

候、某个岗位，正是因为有某一个人的存在和

他的创造而显得与众不同；而有时候需要低头

谦逊，明白这世界离了谁都行，即使走在小城

的街上也不要走在正中，因为自己仍然有很多

缺陷和不足，身边有很多人在许多方面优于自

己，只是由于他们没有遇到的伯乐、时运不济。

站在高处时始终要想到出发的原地，过上好日

子勿忘曾经吞咽蕨根。所谓“人无百日好，花无

千日红”———就是这个道理！人生这条起伏跌

宕的曲线，谁又能描绘得如诗如画般完美。

一个人真正的欢乐和痛苦，只有自己和

至亲至爱的人理解和知道，一个人的降临和

回归也只能给少数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痕。

谁都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到来和逝去，不可能

加速或减缓地球的转动。只是好些时候总是

想，一个人走了以后，所有令亲朋好友们伤心

的东西包括记忆，在逝去的最后一刻消失殆

尽，只留给世间永恒的思想和笑容，那将该是

怎样的生之大幸，逝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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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开春第一粮。立春后，储粮有些短

缺的人家，就眼巴巴地望着麦子在春风里抽

穗、扬花、结实，日渐饱满，然后收割打场。等

田地里点豆插秧的活儿一忙完，人们就有一

小段闲散而幸福的时光，家家户户忙着打理

小麦———磨粉，擀面，煮酒，蒸馒头、蒸麦颗饭

……这时候，母亲就把我家的小麦磨成面粉，

为一家人精心地制作各种可口的麦饭……

母亲不太喜欢蒸馒头，她说馒头是“吃闲

嘴儿”，不耐饱。所以麦颗饭就成了我家这段

时日饭食的主打。麦颗饭，吃起来甜香绵软，

做起来很是麻烦，前后要好几道工序：先把面

粉倒进簸箕里，一手用扫面的小笤帚均匀地

抛洒水花，一手搅和；再一遍遍地搓，直到搓

成均匀的面颗粒。洒水也有学问，洒多了面颗

就成稀团子，洒少了又是干粉子；只有洒到恰

好，面颗粒搓出来才细才匀。搓好的面颗粒再

松松地刨进木甑子里，猛火蒸十五分钟，熟了

结成饭块；再倒回簸箕里“打回堂”，用筷子和

散，凉冷；再均匀的洒些水花，又搓成饭颗粒，

然后松蓬蓬的刨进甑子里再蒸。等甑子四周

白色的水汽腾腾升起，甑盖沿上的水珠滴滴

滚落，一甑芳香四溢的麦颗饭就做好了。做麦

颗饭耗时费力。为了不耽误我们姊妹几个上

学，母亲总是四五点就起床。她还要在头晚泡

好黄豆，一早就在手推小石磨上带水磨细，滤

也不滤就直接倒进锅里加水煮沸，再掺些嫩

瓜尖、青菜丝，就成了“连渣闹”“菜豆腐”；又

在灶堂的热灰里刨熟几根红辣椒，打个胡辣

子蘸水。这就是麦颗饭最好的下菜，又开味又

营养。天刚蒙蒙亮，母亲的麦颗饭蒸熟了，那

醇厚的清香，一缕缕飘起来，从厨房飘进卧

室，飘进我们迷糊的梦里。记不得有多少个美

丽的早晨，我们就这样被麦饭的清香唤醒，迅

速起床，吃下这爱意深浓的早饭，背着书包，

迎着朝阳，信心满满地走进学校……

有时母亲也给我们开开鲜，独创了一道美

食———炸面鱼。她吩咐我们从花椒树上摘下一

些鲜花椒叶子，掐来几把嫩茴香菜，洗干净。把

麦面调成粘稠的糊儿，洒些盐花，用筷子把鲜嫩

的花椒叶、茴香菜一片片夹进面糊里一裹，飞快

地放入油锅里炸，轻轻拨弄翻动。“哧哧哧”油烟

缕缕，香气升腾，一条条翻滚的“小银鱼”，转眼

间拉直身子，变成了“小黄鱼”，松软而酥黄。这

面鱼外皮香脆爽口，椒叶微麻，茴香鲜嫩，不噎

喉，不塞牙，好吃极了。

母亲也喜欢烙饼。她先把面粉调成稀糊，

先用长把勺子将稀糊儿淋在涂了熟油的锅

底，手臂飞旋，很快将稀糊儿摊成薄厚均匀的

圆；一眨眼，圆饼的周边儿便微微翘起了，一

面就烙熟了；这时右手执月牙状的薄木铲，左

手辅助，翻转烙另一面，起锅，一张密布着金

黄斑纹的大饼就做成了。摊饼火大了不行，火

小了不行，火不匀也不行，需脑眼手并用，灶

上灶下兼顾。一勺复一勺，一张复一张，母亲

就这样在烟熏火燎中，为我们烙好了香软诱

人的麦饼。

母亲就是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因地制

宜，给我们做出香甜可口的饭菜，让日子在艰

难中，也不缺少幸福的味道。在那物质极度匮

乏的年月，母亲精心烹调的一粥一饭，何尝不

是融入了她全部的智慧、爱心、欢喜的心情

呢？即使是用最简单粗劣的食材，也做得细腻

而富有温情，让我们吃得有滋有味，在普遍营

养不良的乡下孩子中，我们还能身强体健，顺

利长大……

岁月如流啊，故土依旧，山水依旧，晨曦

黄昏里炊烟依旧，可是母亲已不在了。只有这

麦饭的缕缕醇香，还萦绕于我的故园清梦，再

也挥之不去……

香水味道
姻（广东）鸥鸣

1
你的城很远
我的脚步无法丈量
冬的雪已渗入深土
但凛冽犹在我触及之处

夜里，我迷惑在一盏路灯下
想寻觅一些沉睡在记忆里的温暖

你走过来，抽出我叼在唇间的香烟
丢在江水里。我只好把你搂紧
成为我另一支烟

那个晚上，夜色是一个笑话

2
我想拉近城距
在我沉醉的夜晚

可惜，你并不是一杯红酒
我醉，并不是因为你

所以，我醉了也是醒着的
所以，你的夜晚也有日光

听着你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
就如听我最喜欢的古筝弹奏
那缓慢的韵律
把我的醉，一缕一缕敲醒

近，还是远
我只在醉了的时候才清晰
醒着的时候，不敢思想

3
在你的天空下
我只是一滴水
可是，我还是想流动在山溪里
与山花烂漫，与岩石对话

我还是想奔腾在大海里
与惊涛拍岸，与骇浪奔涌

然而，我就在你的天空下
我是你天空下的一朵浮云
化了雨，落下去
又被你蒸发上来
轮回着。在你无边的宽广里

4
天清云淡，一场梦依然在睡着
灯熄了，我看到无数的光在闪烁

万籁是你派来的使节
我迎候。思念又恐被秋风收藏

你点燃一根烟
然后放进我唇间
其实我很不习惯
那香烟散发着的你的香水味道

人间烟火
姻 (河北)曹秀丽

你以水独特的水性
在五月 与杨花嬉戏
刚睡醒的镰斩不断
我在你的睫毛上
花枝招展

乡村 扑鼻而来
你在人间的山头泼墨
挑逗我风流成性的诗篇
故事在笔下
美丽妖艳得如童话般

我想 像房子一样去行走
沿着你的指尖
喝着你煎熬的炊烟
一日三餐
夜夜倒挂在你的唇边
暧昧地失眠

我是一片雪花
姻（四川）金光

从天空的一个缺口
我私奔而下
而在我之前
千军万马带着一种柔情
以一种生命的舞蹈
狂轰乱炸

但此刻他们已经
归于沉寂
你低头看看吧
现在他们就匍匐在你的
脚下
用纯洁与晶莹的姿态
等你发话

被清扫过的天空此刻很蓝
而我还悬在半空很慵懒
等你走入我的准星
我其实等了好多年

只要你一张开双臂
我就会翩然而至
我的轻盈划过天幕
不留一丝伤痕

在你手心
或者胸口
我很快就要融化
这是我无数回出发后
醉心的抵达

渊一冤
五月的天气，热热的。比天气更热的，还

有一帮虔诚的文人。

驱着车，携着摄影机，带着一颗虔诚的

心，静静地聆听着那个传颂数千年感动无数

人的孝的经典。

漫步在村落的林荫小道，感受着村落的

热情，感受着铺天盖地的孝文化气息。

渊二冤
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很早很早就听老

人们讲过，羡慕着董永有那样的仙女爱着，感

动着仙女不嫌贫不爱富，羡慕着他们的爱情

故事经典咏流传。

渊三冤
“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

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你我好比

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

董永与七仙女做主角的《天仙配》，历经

唐宋诗词的熏染，历经元明清曲赋小说的陶

冶，栉风沐雨，缠缠绵绵，婉婉约约，被西汉的

风柔柔地吹到了今天盛世的天空。

渊四冤
一座坟茔，孤零零地散落在沟边崖畔。

一条崎岖的石子路，两旁栽种着绿绿的

松柏。那些绿哟，常年地绿着，似乎在向人们

炫耀着那经久不衰的孝的故事……

两千年前的董永，做着让后人传颂的孝

的故事，留下太多的神话传说，其中就有美丽

的《天仙配》。

属于孝的故事在讲述着，属于爱的歌曲

在传唱着。

我们去拜望的不只是一堆土丘，那是让

无数华夏子孙敬仰的孝的典范，孝的丰碑。

渊五冤
站立在董永的雕像旁，手抚摸着他的肩

膀。与他合影，不单单是合影，而是和他展开

心灵的对话，那是一场旷古的交谈。

我的心灵得以净化，我也可以成为德孝

的传承者。

渊六冤
在前小淮，我时时感动着。

两千年前，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感动着

我，今人实实在在做着善行尽着孝心，同样感

动着我。

在前小淮，那个大大的“孝”字，顶着天立

着地。

在前小淮，让我成为一棵树，成为一棵

草，用全身心去汲取那份孝，那份真爱。把孝

引向人间，引向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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