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灵感悟

张丽

世间的花，数不清，或淡雅或芬芳，或

姹紫或嫣红，有色、有味，唯美了每一处角

落。唯有雪花，无味无色，不与百花争艳，

不与万木争春，晶莹、从容、淡泊、洒脱，有

一颗白玉般的冰心，静静地来，悄悄地走，

不问来路，也不问归处，只在属于自己的

时空里静静纷飞，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兀

自缤纷。

凝望着这一地洁白，我满怀深情。是

的，我喜欢雪，喜欢她天使般的美丽、无

私，她用自己的莹洁、无暇悄悄遮盖了世

间的坎坷、不平；喜欢雪，喜欢她精灵般的

性情，她隐忍、包容，来也无声、去也无声，

用自己的生命将人间装扮成粉雕玉砌的

童话世界，又默默涤尽了世界的污浊、浮

尘，无声地滋润着大地、生灵。

雪，轻盈、柔美地从天空飘落，如剪不

断的缕缕情愫，伴着丝丝寒风，在清冽的

世界里蔓延着真纯与圣洁。看不清是沉

坠，还是奔跑，不知是无辜还是有意，苍天

被生生不息的大雪感动，尽情地挥洒着发

自内心的泪花，虔诚祝福；大地被绵绵不

尽的大雪覆盖，安静地凝望满天飘舞的精

灵，一地静穆。

漫天的飞雪，诗意了天地，浪漫了人

间。抬头，白雪迷乱双眼；低眉，飞絮盈

落，寂然白首。此刻，这世间，该有多少宁

静的心，在倾听与领悟？又该有多少清澈

的眸，在凝视这天与地之间的绝世爱恋？

莫道冬日凋零，冬日自有风情。雪中

的旷野，虽满目清冷，却干净、澄澈。那积

雪下的寒枝，苍劲、挺拔；那屹立在寒风中

的苍苍古柏，清雅、冷峻；“青山不老，为雪

白头”，那因雪白头的寂寞远山，真诚、执

着。一切，都是一种无声的美，动人的

美。在静默中坚持，在不语中深情，那是

生命的一种顽强，更是一种不渝的气节。

伫立在雪地中，身处这静谧之境，遥

望远山、疏林、旷野、长空，心中盈满感动：

山川静美、旷野苍茫、苍穹无言、风烟俱

净，目之所及，处处素洁、空灵……生命是

美好的，世界是深情的，一切都是唯美的，

一切都蕴含着诗的韵味。

沉静在这禅定般的境中，蓦然回首，发

现自己留下的一串浅浅的脚印，如并肩前行

的伴侣，默然相守。望着它们，心中簌然开

出一朵清幽的莲花，脑海里忽然涌现出许多

诗意的画面……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温婉，

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一一呈现，那淡淡的

眷恋，随着我的思绪渐行渐远…… �2

读雪，以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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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时，我们常用一个成语，名叫“狐死首

丘”，这些年，不大用了，“兔死狐悲”是我们仍

常用的成语。“狐死首丘”是什么意思？其实很

简单，热爱眷恋自己的家乡是个普通又普通的

人性社会特质。狐狸是个到处活动到处乱窜

的动物，一旦到老即将离开人世之际，无论它

在什么地方，总会回头望着当初出生的那个山

头。狐狸不是个招人爱怜、喜欢清静的动物，

一辈子偷鸡摸狗祸害邻里，很惹人烦，招人憎

恶。在这里揭示它的生命基因的根性，还是使

人感动凄恻的。

八九年之前，我到山西。山西各界朋友陪

同上五台山。为什么要去五台山，我一下子也

难说清。当年年逾耳顺，已进入临老时分,人们
常言“上也五台，下也五台”，希望自己老年顺

利,人生平安着陆——可能对我是个心理暗示,
还有对五台山佛家文化的趋向性,对五台山神
秘的追捧探索……不管怎样,很愉快地就上了
五台山。

下山路上,坐在汽车里,手机突然响起
来，原来是阎锡山故居的工作人员打过来电

话，希望我到阎锡山故居去参观指导。他们

不知从哪里弄来我的手机号，言语恳切，措辞

殷殷，所谓盛情难却吧，加上又顺路，也就欣

然前往了。看过阎宅，馆里工作人员很客气，

请我们几个人款坐用茶，又取出纸笔，笑盈盈

恳请：“凌先生，我们希望您能对我们馆工作

提点看法。”这也是常事。但对阎宅，我说点

什么好呢？周围同行的朋友有将军，还有山

西省作协的负责同志，还有文友，大家都笑着

看我，给我出主意。有的说：阎一生热爱乡土

呵护邻里，有平民意识；有的说：阎锡山抗击

日寇，曾与我党有一会之缘；有的说：阎生逢

乱世，保境安民，“阎将军不土不俗，爱乡复

古”……种种议论，他们实际都是在为我谋划

点题的要义，心里知道是一回事，但怎样操作

又是一回事。我自己是连续几届的中共党代

表，还是人大代表，这次到山西又是应邀为省

内领导干部讲课——我的政治年份与阎锡山

的一生经历是凑合不起来的。太俗了也不像

二月河的言语风格，跟在别人后边“溜边子”

发言，也甚不妥。想来想去，竟想起来“狐死

首丘”这个成语，于是题曰：

一代兴亡观气数，万古首丘望乡梓

就这样通写下来了：阎的一生应该说是有

成有败，落局于败的人生。从辛亥革命一直到

解放，起伏跌宕、风云反复，处尽艰难世道、诡

谲风波的了。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下，仍能艰难

竭蹶苦苦支撑他的那个不大不小的摊子，算得

上一只饱经世故的老狐狸了。但他最终漂流

海外客死异乡，这只老狐狸会是什么心理呢？

至于说他一生成败得失，我以为不能归于阎氏

负责，是全国形势的趋向、社会气数左右了阎

锡山。北洋军阀时期、袁世凯时期、民国时期，

他在大潮中搏击游泳都混过来了。他的乡土

自治的心理，维持着渡过了抗战，到解放战争

时期，彻底瓦解崩溃。他的一生除了对山西，

在全国的政局中似乎从来没有过什么惊人之

举，也没有什么战争上的大作为，算得上一位

混世魔王。大的国运左右了他自己的小的命

运，这就是阎锡山的一生。在气数的翻腾中拨

弄，随着国民党的气数尽绝，他也走到了人生

的终结。

历史上有很多事是不可依常理说的。满

族人入关，满人举族人口也就百余万，汉族是

几亿人口，七旬汉族老人也有四百万左右，可

谁也想不到清人入关从山海关打到福建仙霞

岭，如入无人之境横扫天下无敌。这就是当时

的形势气数，也有少数抵抗这气数的，多无好

下场。袁世凯当年炙手可热，一遇到蔡氏云南

起义，说情没用，打仗也没用，亲近叛离，国人

皆 敌 。“ 既 生 之 威 信 难 挽 ，已 倾 之 大 厦 不

复”——与其说袁世凯是因糖尿病死的，我看

主要是社会糖尿病应时发作，他就被气数扼杀

了。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皆是这个道理，可

以说是颠扑不破的社会真理。

阎锡山死在气数已尽仍冥顽不灵。但他

无论生于何时，死于何地，山西这片热土是他

永远的眷恋。“气数”有些时候只是个念头，一

个小动作牵动了大局，就变成了不可逆转的气

数。袁世凯如果不思当皇帝，老实弄他的共

和，屁事也没有。蔡锷也除不掉他。阎锡山如

抗战之后不打内战，老实投诚共产党，历史恐

怕要对他另作一份评价。但气数总归是大

势。作为个人，他的归宿恐不免于乡土之恋。

蒋介石想不想奉化溪口？蒋经国想不想

南京？

都是一样的理，任凭气数播迁，最终还是

要“首丘”的吧？�2

不知怎的，突然迷上了在家里种树：石

榴比肩，蜡梅齐眉，阳台上绿色植株俯仰皆

是，蓊郁一片。

我曾幻想着能有个院子，那放在架子

上和花盆里的花呀草呀的，我早已看不上

眼，觉得它们无非是充当陪衬的背景，主体

物应是我心目中的树。

抑制不住想在新家种一棵树的渴盼，

狂热地寻找树源。

偶然闲转，看中了一棵高过人头的“幸

福树”：枝叶纷披如伞盖，虽然它的茎只有

拇指般粗细，但长圆形的叶片油绿可鉴，更

可喜的是，叶片当中还有蜷曲着的嫩芽，一

簇一簇的，泛着鹅黄色，多像睡美人弯曲的

鬓发！

喜欢，就是刹那间的事！

俗话说“树老根多”，虽是棵小树，也长

了三四年了，根自然不少。从土里挖出时，

听到根须断裂的声音，那么清晰，我的心猛

地一沉。挖出来时，凑近一看，牵牵连连，

枝枝蔓蔓，树根就是一大坨子，挖断的须上

还滴着白色的浆液。

“离开了它生存的土地，能否成活，真

的要看它的造化了。”树的主人不紧不慢地

说。

“哦！”我忐忑地应着，对于一个连菜都

没种过的人来说，种活一棵树该有多难，可

想而知！

正好是个阴天，临近中午又下了场雨，

等我忙活半天，把它栽在大瓮里时，天早已

过午。胡乱吃了几口东西，躺在阳台的沙

发上，心里却美滋滋的：似乎正看到它的叶

片一天天增大，我徜徉一树繁华……

接下来的事情便不是一个梦境那么美

好了。

几天后，少量的叶片发黄，一打开窗

子，枯叶顿时像蝴蝶一样，飘飞在阳台、

客厅，我一碰枝条，它们纷纷脱落，脆弱

得像纸一样，树的下部一下子变得光秃

秃的。我傻了眼，猜测可能是从地里挖

出时斩断了根须，也可能当下不是种植

的季节。不是有那句老话“人挪活，树挪

死”嘛？不管怎样，叶子掉得越多，树保不

住的可能性就越大，赶紧打电话求助是

正理。

那头的主人轻描淡写地问：“你是不是

每天都浇水呀？”

“那当然了，刚种上嘛！”

“水浇多了……”主人不容置疑地说。

我虔诚地上门。主人从光照、干湿、通

风对我进行科普，告诉我浇水时应把握的

度。她拉着我，来到一株高大的植物前，从

上到下拍拍花盆的外壁，让我听声音：沉闷

低回的，是水还在泥土里；清凌凌的，只是

干土，需要浇水了。

我心服口服，自从学到“秘籍”后，我小

心侍弄我的幸福树，叶片再也没有泛黄过，

一切都像在梦境中那么美好。

只有了悟自然之法，才能得到大自在

啊，人和植物何尝不是如此？�2

气数与

首丘

二月河说

心香一瓣

黄迎霞幸 福 树

角落芳华 曾碧娟 摄

三言二拍

于杭捧 杀

诗 歌

只有在那个时候
你才不会感到荒凉

□封延通

只有土

你会以为那只是往事，陈旧，与尘埃

只有石头

你会以为那只是陌生，失望，与隔绝

只有岩石尘土

你会以为那只是荒废，荒芜，与荒凉

只有野草杂木

你会以为那只是原始，从前，或以后

只有在那个时候

你来到这里，或亲爱的人来到这里

你才会懂得，

墓地，那不是荒凉

她们都是亲人，恩人，神灵，或归宿

乡村的冬天
□张林杰

鹊唱，麻雀和月光

掖藏在留守老汉的棉帽里

让枯桠般的手臂抱着童话过冬

萝卜，白菜和大葱在冬季里

摆满了青青白白的农事

裹紧黑棉袄的那年

就雪藏着温暖的记忆

没有真正的睡眠

属于村庄的麦子

在冬野里又发新芽

像绿睫毛迎风眨动

初冬的阳光温暖着

种麦时候的牵挂

也让村庄扯开胸襟

是否能揽回远方雪孩儿的影子

冰凌花写满
我的乡愁

□梁士霞

我知道，云瀑沟的水已经成酒

可丢失故土的人，怎么也找不到

一间能够慢慢回甘消愁的草屋

一个接一个的黄昏

固守在都市的某一个临街小区

心生倦意后的深渊如此寒彻心骨

我顶着寒风，穿过山谷

像一个刚从秋天飘走的落叶

不肯屈服认输，在钢丝上行走

云朵摇摇晃晃，它与我何其相似

——都是无家可归的主

我开始过着沉默写诗的生活

在梦想的索道上继续攀爬

花凋谢得更快了，两鬓飞雪

我用一生的香火求佛

如果，上天再借五百年给我

故乡啊，我一定

陪在你身边再不远行

风雪扶贫人
□彭叶

水管冻了 雪水煮沸洗脸刷锅

电路断了 捡来木头取暖烧火

雪封路了 迈开步子上山下坡

人累病了 任务紧急照样干活

风雪中 跋山涉水走村入户

风雪中 送衣送被送来宽慰

风雪中 查看危房嘘寒问暖

风雪中 撸起袖子铲雪忙活

不经一番寒彻骨

哪得梅花扑鼻香

脱贫攻坚的路上

还有数不完的酷暑严寒风霜雨雪

一路走来平凡你我

不忘初心甘苦与共

当神州大地千家万户奔赴小康

当张张笑脸映红了鲜艳的党旗

再回望这场暴风雪

将在生命中留下怎样的印记怎样的

传说 �2

亲吻蓝天
阴冷的天气，阴冷的城市，没有了太阳

好像也没有了生气。有风袭来，有雨落下，

天气灰蒙蒙的，嗓子咝咝的感觉，雾霾中，

车窗外一片迷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远

离城市雾霾，去莲花温泉亲吻蓝天白云。

“醉”好的旅居莫过于莲花温泉，看自

己想看的，吃自己想吃的，玩自己想玩的；

“醉”美的生活莫过于莲花温泉，有个花园

的家，美景、阳光、蓝天；“醉”幸福的生活

莫过于在莲花温泉，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

岛墅，一户一温泉，开阔庭院、阳光大露

台、你和你所爱的人，一起畅游美丽的莲

花温泉,移步一景，携手共赏莲花温泉，湖
泊相连、景湖相依，犹如仙境。莲花温泉

淡然而清新的空气,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他
们逃离了雾霾城市，入住风景如画的莲花

温泉，感受着江南的灵秀。用温泉的明月

煮酒、用水乡的灯影吟诗；浸泡着温暖的

泉水，隐在朦胧的月色里，莲花观音寺的

钟声，遁入水乡的梦影，霓虹灯下的莲花

温泉，疑是天上宫阙，水上的月亮星星点

点，温泉的夜色辉煌了北方的醉江南。

温泉，汉白玉拱桥上，眺望天空洁白

的云，追寻着古老的传说，仿佛莲花仙子

舒展长袖，呵护着美丽的温泉与莲花池盛

开的莲花。

据张衡在《南都赋》里记载：“汤谷涌

其后， 水荡其胸。”

温泉瑶池，汉光武帝刘秀沐浴温泉除

尘，皱折消除，精力充沛而留下光武尘沐碑。

古老的温泉，她见证和宝藏了南阳最

辉煌的历史文化，传承了汉魏皇家之尊。

冬夏涟涟，四季不绝。千古涌流，可饮可

浴，当地民众很早就开始利用温泉养生保

健。由于这里水好、空气好，百岁老人居

多，被誉之为“中原长寿之乡”。

春天，三月的温泉细雨，早已在线装

的古书里，淋湿诗人的衣衫。春风水暖的

日子，水上的月亮星星点点，笼罩着如诗

如画江南水乡般的温泉。别墅区如一幅

幅精美绝伦，雍容华贵的苏绣，一座座精

致典雅、美不胜收的园林，写满了诗意。

夏天，一叶叶生翠碧绿，浑然天成的

莲花，一棵棵香雾袅绕、婀娜多姿的垂柳，

苍翠从中的瑶池，如一串串璀璨夺目珠圆

润滑的珍珠。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袭一

身明媚的古装汉服，撑一柄碎花油纸伞，

漫步在烟雨朦胧的莲花池边，寻找着，梦

中的江南水乡。

秋天，满目秋霜，染醉了金黄。菊花

携雨，温泉醉，烟雨画长廊，风扶桥姿翻古

调。一对老夫妻穿越花丛中，素心一份淡

然，于清浅时光中，倾听自然花语，呢喃生

后五味。他们在花丛中养老，与泉水相

依，亲吻阳光白云，远离芜杂烦忧，于心灵

桃源静品人生。

冬天，莲花温泉的诱惑，在于雪花纷

飞中的氤氲蒸腾，空中白雪飘飘，水上热气

袅袅，最难得的是隆冬时节，一日同此凉

热。最让人眼界大开的是露天温泉浴，“泉

外雪花飘飘，泉中热气缭绕”，一冷一热对

比分明，那种新奇、刺激，那种挑战自我，天

人合一的奇妙感受，一定会让人终生难

忘。雪中的露天温泉，池上飘动着像牛奶

一样的白色水雾，环顾四周都是晶莹的冰

雪，而泡在池中的人却是温暖的，一冷一

热，就像是进入了两极世界一样。使人想

起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温泉》诗：“一了相

思愿，钱唤水多情;腾腾临浴日，蒸蒸热浪
生。浑身爽如酥，怯病妙如神;不慕天池鸟，
甘做温泉人。”作者流露出陶醉于沐浴温泉

之中，欢愉忘情、乐不思归的心境。

莲花水街，空气中流动着花香，穿过

酒吧、咖啡馆，茶馆小坐，窗外下着细雨，

屋内茶香四溢，与你品茶聊天，是今生最

美的记忆。高雅的茶馆，悠扬的乐曲，承

载多少美好的往事。雨迷离，茶氤氲，远

处酒吧，有歌飘来，有曲响起，茶香缭绕，

好喜欢喝茶的你，喜欢你能陪我一辈子喝

茶，静静地度过属于我们的好时光。

余生,只想这样过,远离雾霾的城市，
亲吻莲花温泉的蓝天白云，邂逅四季美

景，静赏美景如画。用时光煮雨，岁月缝

花。思绪流转，往事乘风，让回忆轻轻落

笺点墨成香，挥墨写就时光里的故事。远

方会有一方香舟轻轻摇曳，在文字间脉脉

沉香，心灵间会摇曳浅香，只要心有阳光，

心灵会盛开美丽的花朵在心园娇艳，步步

清风起，心似莲花开。�2

作家走笔

马辉莉

两两相望 曾碧娟 摄

携手同行 曾碧娟 摄

何为捧杀？望文生义就能解其大概，

无非是在吹捧中把你杀死而已。这个可怕

而又有些令人受用的字眼儿，出自一个《风

俗通》的故事：赛马场上因路人拍手称好欢

呼不已，御马者就一直自鸣得意，炫耀自己

的马跑得快，最终使马跑得累死了。

当初那些啧啧称赞的人，最终都变成

了凶手。这就是捧杀的悲剧意义。

而更为可怕的是，捧杀这个原本的

“技术活儿”，现在被无原则地滥用到孩子

身上。网上说，重庆地铁6号线一个小男
孩，彪悍地抢陌生人的蛋卷吃，而家长非

但不制止，还让小孩子吃完了再要。更令

人担忧的是，家长发在朋友圈后，居然有

不少人点赞。这样的捧杀后果，目前也许

看不出，而在小孩成人之后，就不好说了。

也许，批评和责备带来的只是一时的

疼痛，而捧杀，它不仅不会让人觉得痛，还

剥夺了你感知疼痛的权力。所以，捧杀是

一把杀人于无形的利刃。

其实，捧杀之于孩童教育的教训，并

非只发生在当代。那篇流传已久的《伤仲

永》早就让我们领略了捧杀的威力。本来

天资聪慧的方仲永，在捧杀中成了“泯然众

人矣”的结果，令人扼腕。但，这毕竟只是

对天资禀赋的一种捧杀，大不了成为普通

一员。而对那些一身戾气“熊孩子”的错误

行为，非但不制止反而去捧杀，就有点“南

辕北辙”的意味了。如此捧杀的“熊孩子”，

将来肯定比仲永的结局要惨。

捧杀用于成人之间，更一言难尽。说

来也怪，捧杀是无益的，但为什么总有那

么一些人难逃它的魔爪呢？

这就要一分为二地看。“捧杀”这个

词，分为“捧”和“杀”两方面。“捧”是一个

过程，“杀”是一个结果，没有“捧”，就没有

“杀”。由于人性的弱点，天生喜欢听好听

话的我们，只要对“捧”来者不拒，就难逃

被“杀”的厄运。所以，主流文化中对吹吹

捧捧总是那么警惕，对阿谀奉迎总是那么

反感。

某种程度上，甜言蜜语的“捧杀”比语

言“互怼”的暴力更可怕！因为，表扬或者

赞美，往往让人失去防御，而成为情绪“被

动”的接受者，反而失去了语言交往的主

动权，多少有点“不战而屈人之兵”，被语

言俘虏之意。

当一个成年人，习惯于生活在吹捧之

中就是他开始跌落的第一步。醒悟得越

晚，跌落得越惨。所以古人常讲“每日三

省吾身”，就是想方设法让自己活得清醒

而不麻木。乃至古人交友之道，也讲究

“友直友谅友多闻”，把爱讲“好听话”的

人，列入偏 之徒，而引以为戒。

总之，鸡毛不会无缘无故上天。真的假

不了，假的真不了，自己几斤几两，不要光听

别人说，自己心中更要有一杆秤。�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