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说失眠是作家的专利，每个作家都有

失眠的经历，可肖晨不是作家，最近却得了这

个专利。失业、失恋造成了她严重失眠。

大学毕业后，肖晨和男友应聘到同一家

公司，公司里钩心斗角竞争激烈，每个人都恨

不得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清高的肖晨不

愿同流合污，虽然业务能力强，依然难免受到

同事的排挤。一次酒会后，老板偷偷告诉肖晨

这个行业的潜规则，说如果她同意，就提升她

为部门经理。肖晨感觉受了莫大的侮辱，愤然

辞职。男友知道后非但没有安慰她，却怪她不

懂人情世故，这么好的一次升迁机会让她白

白错过。肖晨的心一下降到了冰点，她本以为

男友会说:“工作丢了没事，还有我呢，我养

你！”没想到最后得到的却是:“说不定哪一天

你也会把我的工作弄丢的，我们分手吧！”肖

晨微笑了一下，说了一句:“祝你早日高升！”头

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曾经我一个转身抬头看见你，从此天涯

漫漫，心有所依，如今再转身失散在人群里，

从此咫尺陌路，再无交集。你是偶然吹来的

风，我是无意落下的雨，短暂相逢，你不是归

人，只是偶遇。”肖晨在朋友圈发完这段话删

了男友的微信。

肖晨给闺蜜打电话说了事情经过。闺蜜

说:“早就和你说过这个男人靠不住，给不了

钱，给不了爱，给不了保护，这种男人不要也

罢！”肖晨想了想，确实如此。认识三年，他甚

至没给她买过一件礼物，每次想让他陪，都说

太忙，有时候电话不接，信息不回。恋爱是两

个人的事，她曾以为自己此生有人可依，有枝

可栖，可这场爱情，只不过是她一个人的兵荒

马乱。

她给闺蜜打电话:“怎么倒霉的事都让我

遇到了？”，闺蜜笑了:“那只是别人没和你说他

们的遭遇而已，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不经历几

次风雨，不摔几次跟头，不呛几口水，不遇到

几个人渣，就想轻轻松松地长大，你也太天真

了！”

妈妈打来电话听出她声音不对，问她怎

么了？肖晨说有点感冒已经没事了，便匆匆地

挂了电话。和男友分手后她没掉一滴泪，如今

妈妈的一句话触到了她的泪点，她再也控制

不住自己放声大哭。她想起为了接男友的电

话，拒接了妈妈的电话，为了给男友买礼物，

她忘了妈妈的生日，当爱情淹没了亲情，最后

她成了那个站在岸边无助哭泣的孩子。

分手后，肖晨发现那些被工作和爱情填

满的日子一下子空了，她陷入一个无底的黑

洞。每当夜晚来临，虚空紧紧包围了她，她想

让自己赶快入睡，结果越着急越睡不着，她开

始数牛数羊数星星，结果一直数到天明。连续

几天的严重失眠让她心力憔悴，她不得不求

助于医生了。

当他坐到一名年轻男医生面前的时候，

有点后悔不该来。如果医生问什么原因造成

的失眠，自己该怎么回答。失业？失恋？无论

哪一个原因，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她来说都是

难以启齿的。

“你是哪里不舒服？”年轻医生微笑着问。

肖晨看了看“主治医生陈阳”的胸牌。陈阳的

笑容有种莫名的亲切，眼神清澈，温暖，肖晨

的心突然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她低

声说:“失眠。”

“多久了？”

“一个礼拜左右。”

“什么原因造成的，知道吗？”

“……”

肖晨不知道是否该实话实说。医生似乎

猜到了她的心事说:“没关系，你先加我微信 ，

以后什么时候想说了再说，我先给你开点

药。”肖晨点点头。“回去吃药睡一觉，有事微

信联系我。”肖晨说了声:“谢谢！”拿起就诊卡

匆匆走出门诊室，有一种逃跑的感觉，她怕晚

走一步就会被看穿。

晚上，吃完药躺在床上，肖晨打开微信，

她想看看陈阳的朋友圈有没有关于失眠的文

章。头像是陈阳本人，肖晨又看到了让他感觉

亲切、踏实的眼神。这眼神似曾相识，似乎一

眼把她看穿却闭口不语，为她保守秘密。又像

是一潭湖水深不见底，肖晨不由自主地掉了

进去，这眼神似有催眠的作用，一阵困意袭

来，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以后几天，肖晨每天给陈阳说一下睡眠

状况，陈阳劝她慢慢来，并保证能让她摆脱失

眠的困扰，有时候他们聊些生活上的事，讲个

笑话开句玩笑。慢慢地肖晨不吃药也能睡着

了。她这才向陈阳说明了失眠的原因。陈阳

说，他早就想到了。

他们从每个礼拜两三次的聊天，发展到

每天有时间就说上几句。肖晨感觉自己在陈

阳面前就像个孩子，那种时刻被呵护的感觉

在前男友那里从未得到过。她相信了网传的

那句话“不好的男人会把你变成疯子，好的男

人会把你变成傻子，最好的男人会把你变成

孩子。”更重要的一点，陈阳在无形中成了肖

晨的心理治疗师。肖晨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溺

水的人，正被一双温暖的手拉着往岸上拖。

有一天他们一起吃饭，陈阳望着肖晨忧

伤的眼睛说:“不瞒你说，我也曾经失眠甚至自

杀，后来，我的一位大学老师对我说了一句

话，把我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他说:‘乌云即

使遮住了太阳也不会遮住月亮，遮住了月亮

也不会遮住全部星星，总有一颗星星会为你

亮着。’这句话陪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直到现在，每次遇到过不去的坎，我都会不停

地默念这句话。”

“总有一颗星星为你亮着！”肖晨喃喃自

语。她没有告诉陈阳，他就是她黑暗中遇到的

那颗星星。他纯净，柔和的眼神像一道光在漫

长而冰冷的黑夜里给了她温暖。“爱上一个人

只需一瞬间，”肖晨从前不相信这句话，但在

她碰触到陈阳那双眼睛的时候她终于信了。

陈阳也没有告诉肖晨，从他看到她的第

一眼起，就想要呵护她，照顾她一生，他也没

有告诉肖晨，他给她开的药其实就是谷维素、

B1和吗丁啉。

这世界太小，一低头就能遇见，这世界太

大，一抬头就能走散。有人来得猝不及防，有

人走后慢慢遗忘，如今，月明风清，每个人们

都在自己的星光中等待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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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共和国建立 70 周年喜庆之际，九寨

沟县灾后重建取得可喜成效，景区近日以新

的风貌开放迎客。在此特别时间、特定地点，

九寨沟县、岷峨诗稿社共同举办“中华诗词名

家九寨行暨岷峨诗稿社青春诗会”，是一项值

得“点赞”的活动。立足于四川，我算主人，诚

挚欢迎各位名宿大家、文朋诗友；具体到九

寨，我是客人，由衷感谢承办单位热情接待、

周到服务。以往每来这里，总是流连忘返；灾

后重游旧地，顿觉耳目一新。借此机会，浅谈

感受，略表胸臆。

这是一次实地性解读遥耳闻不如目睹。两

天来，我们进入主要景区采风，深入重建工地

考察，更直观、更具体解读了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修复保护、全域旅游产业等多项灾后重

建工作的迅捷性、有效性。难能可贵、值得钦

佩的是，重建思路没有局限于还原旧貌，而是

致力拓展与提升，在原有基础上开启新篇，显

示出推陈出新的见识和格局；重建重点没有

停留于单纯的硬件修复，而是着眼全局和长

远，突出夯实发展基础，更加注重文化底蕴和

软实力，规避了急功近利的短视和浮躁；重建

过程没有出现顾此失彼的片面，而是把减灾

与防灾通盘考虑、重建与脱贫统筹谋划，经济

社会发展整体布局，全面推进，取得了深度贫

困县提前摘帽、恢复重建基本完成的综合成

效。当初，不少人担心九寨风光成于地震，也

将毁于地震。目前看来，原有景点一处没少，

还重新规划和打造了甲勿池、熊猫谷等精品，

内容更丰富，特色更鲜明，可谓“九寨风光今

胜昔”。眼见之实，足以明确传递这样的信息：

因上级组织的关怀支持、当地班子的戮力同

心、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广大群众的奋发拼

搏，九寨迅速抚平震灾创伤，重挺脊梁，重现

风采，更加迷人，更加灵秀。

这是一次史诗性聚会遥 作为灾后重建的

首次诗会，此次聚会具有空前意义。来宾来自

五湖四海，涵盖丰富层面；多有诗词行家、辞

赋高手、文章名宿。无论初次莅临，还是故地

重游，其目的一致，领略九寨金秋的精彩，见

证九寨重建的神奇。九寨之大美奇幻，因各位

生花妙笔而声蜚；各位之才华情思，因九寨涅

槃重生而泉涌，从而赋予自然美景以人文厚

重。因此，这算是九寨重建以来的一件盛事，

无疑既是观光之行，更是人文之会。重新开放

的九寨，不但展示重建成果，而且彰显精神风

貌；不但展示绝伦的外在景观，而且培植深厚

的内在文化。一句话：不但占有优美的自然风

光，而且构建现代的旅游文化。这是承办方入

道取位的初衷。仅凭这点，此次诗会足以也必

定记入九寨史册，此次行程应该也值得纳入

平生记忆。今日来宾，多是诗词文赋一流行

家，身临一流美景，必有一流作品。临清流白

瀑、红叶青山而悦目，观秦川文化、白马风情

而赏心，忆灾时场景、重建历程而生慨，慕童

话世界、人间天堂而成咏。大家一往情深关心

九寨、书写九寨、传扬九寨，所见所闻所思，付

诸笔端，或诗或词、或文或赋、或歌或曲、或书

或画，不仅将为这次诗会添彩，而且将为九寨

的山水增辉。大美九寨神奇瑰丽的风光，更多

融入蕴藉隽永的文化，从而更坚定选择内外

兼修、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的路径，景区建设

的前景会更加明朗。在此意义，九寨遭遇灾害

的阵痛期，或许正是获得新生的转折点，而这

次诗会，恰似“破”“立”关联、率先盛开的一串

奇葩，征兆着令人期待的未来。

这是一次开放性祝愿遥 开辟通途从曲折，

踏平坎坷向康庄。九寨沟美丽的今天，出自九

寨人奋厉的昨天，正开启民族同胞更加美好

的明天。为此，在祝贺九寨取得可喜重建成绩

的同时，惟愿两年来凝练的重建精神，转化到

建设九寨、发展九寨的实践工作中。惟愿九寨

丰富的资源禀赋，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独

特优势，注重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等，拓

展产业路径，助力脱贫致富。特别期待的是，

作为国家一流景区的建设者、管理者，继续保

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前瞻性

思维和全方位视角。不断给悠久的历史记忆

注入鲜活的现实元素，既自信和弘扬优良传

统，又汲取和开创现代文明；既纵向延伸文化

的长度，又横向拓展文化的宽度。不断探索、

创新、发展、总结，形成既体现区域特色和民

族特征，又符合世界趋势和现代文明、经得起

时间检验的一流经验。坚信不疑的是，这次文

人墨客与九寨风光的深度接触，会碰撞闪烁

出熠熠光彩。聚成一团火，散为满天星。相逢

不易时光短，离别亦难情义深。明天，大家就

要各赴归程。在此，深信并意愿此时之别是他

日再会的开始，各位常来四川走一走、看一

看；深信并祝贺各位不虚此行，大作迭现、精

品纷出；深信并希望主办方认真收集汇总、成

册出版大家的作品，汲取智慧结晶，收藏宝贵

财富；深信并期冀此会结成的一段情谊，是诗

会难得的收获，是人文可喜的结晶。今日之九

寨，以迎来大家莅临采风而自豪；明日之大

家，以尽力推介传扬九寨而骄傲。因为，以大

家的载体拓展平台，凭大家的才气笔下生辉，

九寨的风采会更上档次、广开格局。

名家名作玉

踏平坎坷向康庄

九寨风光今胜昔

时值三秋，重临九寨。

崇岭凝苍，幽池泛彩。

迷新景展自疮痍，喜曲折终于振奋。

历劫风光，更新气韵。

放眼奇观，由衷感慨。

重游写意

身临九寨舒胸臆，劫过三秋靓眼帘。

澄碧波盈仙子目，沁红叶绣雪峰衫。

滑坡旧岭覆新绿，拔地高楼起断垣，

昨夜横遭风雨处，今朝宛在水云天。

再建抒怀

一城毓秀生机奂，两载殷勤画卷张。

医苑黉门欣建构，村居客栈喜装潢。

层楼重挺脊梁直，大道新开愿景昌。

目眺恢弘扬意气，胸怀骀荡引诗肠。

赏景展眸

九寨风光今胜昔，无边景致旧翻新。

熊猫谷①秀迷憨态，甲勿池①清照可人。

哈达犹披晴雪岭，珠帘仍卷暮云根。

芳华倍艳经风雨，蹊径呈祥入梦魂。

注:①熊猫谷、甲勿池：

九寨沟灾后重建新开发的景。

五花海

林阴碧玉几维烟，石涧清流百尺潭。

飞鸟衔云翔浅底，游鱼嬉日跃高天。

风痴茂树红妆薄，影恋佳人彩袖斓。

此镜疑应悬昊宇，何时遗落照人间。

熊猫谷

通幽曲径傍清池，迓客层峦著彩衣。

欲卧竹熊①山石动，思迁秋水眼眸移。

云边树隐披纱帔，涧壁岚生绕玉梯。

此处时闻仙女乐，何方更赏景观奇。

注:①竹熊：大熊猫的别称。

罗依村

旅客纷来路转深，秋霜未至色初匀。

依山绿树层层霭，傍舍丹枫片片金。

舞①欢歌迷远梦，葡萄美酒②醉今人。

非贪岳顶风光异，独羡桃源气韵新。

注:①舞：白马藏族十二相面具舞。

于葡萄美酒：此地生产葡萄所酿之酒。

甲勿池

云投潭水宿，风答幽禽语，

怯步景移人，看山红满树。

珍珠瀑

千条白练系明珠，四面青山入画图。

乍有雷鸣帘幕后，纷来雨点壑风初。

诺日朗

素练随风自挂屏，瑶琴漱石本来声。

谁怜玉碎沉沟壑，此去心甘向底层。

诗会即兴

眸含翠岭白云悠，客恋清池红叶稠。

历劫风华添气韵，纵情诗句话春秋。

诗词选

如果亲人对你唠叨，请你一定不要不耐

烦,因为等你失去这份爱时，它会成为你心里

永远的悔恨和伤痛。如果有人问我最想要什

么?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找回那段失

去的生活。”

去年的一个冬日, 寒风卷走了所有温暖,
留给大地的,只剩无限的凄冷。那天,我的曾祖

母去世了。从此夜空中多了一颗明亮的星星;
而我,却失去了一份温暖的爱。

曾祖母以前住在爷爷奶奶家。我每周末

都会去爷爷家玩。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曾祖

母,她又老又土,总戴着一顶难看的旧帽子，还

特别爱唠叨。

每次一走进爷爷家大门, 就会看到曾祖母

拄着拐杖站在门边，看着我笑，继而非要拉着

我坐在她身旁,一边问我饿不饿，冷不冷？一边

用她那双粗糙的手反反复地摸我的手。可我一

点也不喜欢被她拉着，每次都用力地把手抽出

来，坐到离她远远的椅子上去看电视。曾祖母

便悄悄地拄着拐杖，到厨房去给我拿水果。曾

祖母端着水果来给我时,我看也不看她一眼，拿

起就开始吃,也从没给她说过声：“谢谢！”。往往

这个时候，曾祖母就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慈祥

地看着我吃,一会儿帮我丢果皮，一会儿帮我收

果盘，总是安安静静地帮我做事，什么也不说。

有一次我在做作业时，曾祖母走到身边

问：“乖,冷不冷呀?”我盯了她一眼，也不理她,
继续做事。曾祖母吃力地弯下腰把我扔在桌

子下的废纸一张张捡起带走了。一会儿我发

现一个作业本不见了，便四处寻找，最后发现

作业本被曾祖母和废纸一起扔了。我生气极

了，一边哭一边叫：“你太讨厌了！我再也不要

理你了。”曾祖母呆呆地站在那里什么也没

说，爷爷奶奶赶忙来安慰我。

这件事后只过了几个月，90 多岁的曾祖

母摔了一跤，很快就去世了。

爸爸妈妈带我去参加葬礼。在去的路上，

我边吃饼干边问妈妈：“什么是死啊？”妈妈告

诉我：“就是你再也见不到她了，变成星星永

远离开我们了。”我靠在车窗上，泪水冲出眼

眶，顺着脸颊流下去，我哭了，伤心地哭了，后

悔地哭了！

我悄悄走近曾祖母的棺木，我站在那儿，

见到了熟睡的曾祖母。黑衣服苍白的脸，还是

那么慈样、和蔼。我流下了悔恨的眼泪，轻轻

地呼喊着她,但我知道，她不会再睁开眼，不会

再伸出手，不会再和我说话了。

这之后,我明白了爱与被爱的真谛，那便

是用爱回报每一位爱你的人。对曾祖母爱的

缺失，是我心里永远的伤痛。

总有一颗星星为你亮着
■（山东）韩冰

校园新苑玉

我想找回来的生活
■ 四川南充高中 2018 级 13 班 曹竞丹

许多的昆虫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而我最

希望的是自己能够变成一只可以舞动五色翅

膀的蝴蝶。

我是一只蝴蝶，我想带着伙伴们一起采

蜜。清晨的阳光，凉爽的风中裹着花粉，一缕

淡雅的芳香笼罩着大海一样的花儿。我努力

用自己的鼻孔吸取着这永远也不会枯竭的香

味。这是一直蝴蝶的梦想。

我是一只蝴蝶，我想舞动绚丽的翅膀，

过千山、涉万水，揽尽祖国的春色。我会

久久地停留在壶口瀑布的上空，任清凉的

水珠为我洗尽风尘。看那“飞流直下三千

尺”的雄伟，听他粗狂豪放地吼叫，然后

拼命地为这山、水鼓掌，呐喊。因为这是

我的天空，这是和平祥瑞的世界。当夜深

人静时，我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安抚

奔腾喧嚣了一天的流水，给她静静地讲着

我沿途所看见的故事，然后倚在瀑布上空，

缓缓睡去。

次日清晨的第一抹阳光升起时，我再次

挥动翅膀与她告别，与奔跑的河流与矗立的

高山。因为前方的世界，我还需要用自己的飞

翔来尽收眼底。

我不想成为一只别的动物，我只想化为

一只拥有五彩的蝴蝶。可以给芸芸众生肆意

展现自己的身姿，可以于太阳最近的地方感

受这片广袤的土地，可以顺着阳光舞蹈，可以

予黑暗以光明。

化蝶，这不是梦，这是每天清晨迎着朝霞

奔跑时，我的想法。

化 蝶
■ 成都市锦江外国语小学六年级二班 朱浩天

姻（四川）陶武先 姻（四川）陶武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