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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丰盈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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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思妤

果杼的阿婆很老了，老到什么程度

呢?当果杼与阿婆站在一起时，阿婆只到

果杼的肩，果杼低头便看到阿婆白花花的

头发。

果杼刚出生就与阿婆住一起了。清

晨，当小镇醒来时，果杼的阿婆已准备好早

饭，金灿灿的烙饼和浓浓的米粥。那时，小

镇中已有几家换了煤气灶，果杼的舅舅也

想给阿婆换掉老灶，买一个新的。果杼的

阿婆却坚决不要，只肯用老灶做饭。

“阿婆，为什么不用新的呢?小满家的

那个新的很厉害，喷出的火特别大”果杼

不解地问。

“果杼啊，只有用老灶做出来的饭才

香。”阿婆笑眯眯地摸着果杼的短发，果杼

又看了一眼那土黄色的灶台，想起小满家

的新灶，仍觉得心里怪怪的。但是，当她

看到阿婆用旧灶做的卤猪尾巴后，就把这

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果杼很喜欢每月的十五，因为那天外

婆会给她带来她最喜欢的零食——金丝

蜜枣。这次，阿婆去祈福把果杼也带上

了，这是果杼从未有过的经历，她抿着小

嘴巴，一副严肃的样子。阿婆给果杼换好

衣服一手挎着篮子，一手拉着小小的果杼

启程了。

当阿婆与果杼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阿婆细心地洗了洗果杼的小脚，也许是走

的路太远了，一向爱闹腾的果杼安静地睡

去了，阿婆替果杼掖好被角，又盯着果杼

看了许久，才起身去忙了。

此时，小镇也睡了。可爱的星星们闪

闪地爬上了小镇的夜空，果杼的阿婆戴上

老花镜，将一条果杼妈妈小时候穿的裙子

拿出来，在缝纫机的“吭哧、吭哧”声中给

果杼做了一条背带裤，还又挑了块漂亮的

花布结实地缝在果杼的背带裤上，做裤子

的口袋，阿婆知道果杼总喜欢捡各种石

子，装在口袋中。一切忙完已是半夜，阿

婆满意地看了看手中的衣裳，关了灯，睡

在了果杼的身旁。

多年之后，淳朴幽静的老院，甘甜清

爽的井水，清脆婉转的鸟鸣声……小镇中

一切单纯美好的事物，那简单快乐的回忆

犹如果杼心中的一块净土，在这喧闹与繁

华的社会中带来无限清凉。⑮6

□吕国仁

忙碌了整整两天，想回老家的念头一直缠绕

着我。说走就走，内乡到老家短短的 15公里，却让

我觉得，驱车赶回的速度远不及心底那股想念蔓

延得快。

待风风火火步入庭院 ,比我还大的老楼门已经

在原地静静矗立等候了很久很久 ,仿佛埋怨我说：

几十年了你回来一趟却跑得那么慢那么慢，等你

等得腰也弯了腿也酸了，风雨间皮肤也剥落了牙

齿也掉光了……

但在我的眼里老楼门依旧那么好看，在我心

里它总是最美的。摆好姿势快门咔嚓过后，想起

童年的我。那时我只有一米高，不管春夏秋冬天

寒地冻总是裸露着肚皮，还有总也流不完的鼻

涕。每到冬天，风儿总是那么强劲，像和我过不去

似的，使劲往棉衣棉裤的窟窿里头钻。下雨下雪

了，偶尔穿上露着小脚丫的单鞋，显摆一下就赶紧

脱掉，最后还是打着赤脚，泥里水里疯跑，疯玩一

通。连阴雨下上三天三夜，没法出工干活，实在饿

得忍不住，就偷偷把马扎子摞马扎子战战兢兢爬

上去，从吊得老高老高的馍篮里偷个馒头就往嘴

里塞，然后一头扎进水缸里张开小嘴巴咕嘟咕嘟

喝个肚子溜圆。还记得那时推铁环成风，小伙伴

们人手一个，于是我将家里木桶上的铁箍，偷偷卸

下一个，跑到小伙伴面前一番炫耀。

抬头，看见几块云绯红绯红地悬挂天际，恍惚

间，想起小时候唱的那首《故乡的云》。故乡是什

么，故乡是念想、故乡是云朵、还是……也许故乡

就是那棵在岗坡上摇曳的狗尾巴草，春去秋来年

复一年，摇曳着乡愁点缀着桑田…… ⑮6
□焦红营

燕子去了又来，桃花谢了又开，杨柳

枯了又青。光阴如流，在如诗的生活中，

我喜欢把点点滴滴的小幸福刻入岁月的

书笺中。

人 妻

那年，大年三十，飘着雪花，经人介

绍，干净利落的你让我找到了我想要的那

座"围城"。然而，你一贫如洗的家庭背景

也成了亲友为我未来人生路上担忧的焦

点，但我不曾后悔。

婚后，我们一起在北京寻找属于我们

的“诗和远方”。日子虽有些清苦，但我执

教课堂，你在公司打拼，从早到晚的忙碌

没有改变你对家的热情。

清晨，你我白煮鸡蛋小米稀饭。在餐

桌上，我们计算着当月的收入，憧憬着

年底的喜悦，彼此心中流淌着柴米油盐

的幸福。还记得那次外出学习，当我打

开你为我准备的行李箱时，幸福感席卷

而来，映入眼帘的是你为我准备的太阳

镜、防晒霜、花折伞，还有床头那几本

没看完的书。返程当晚，走出航站楼，
灯火阑珊处，你向我招手，就是那样的
一双手温暖着这个小小的家。后来，生
活渐渐稳定，我也收到了家人们迟来的
祝福。

人 母
“妈妈总是丢三落四，外出时经常忘

记帮我带水杯；妈妈有点懒，只要爸爸在

家，她什么也不干，就知道看书、睡觉……

妈妈很爱计较，每次给我检查作业，一点

儿马虎她都不放过。”11岁前，儿子笔下的

妈妈“坏”地真真切切。

“妈妈带我回老家读书了，我是真的

不想离开北京、离开爸爸，和我的老师同

学。火车启动了，我看得出妈妈有些伤

心，我也想哭。可是，我没有，我怕爸爸看

到难过。没想到，爸爸不在家的日子，妈

妈什么都干得很好，她煎的荷包蛋和爸爸

的一样圆，她做的红烧肉和爸爸的一样

香!”
在儿子初一下学期，由于高考政策的

限制，我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独自带儿

子回原籍就读。娘俩租住在学校附近简

陋的小民房里。

陪读的日子，我继续着教书的工作，

夜深人静时，儿子写作业，我或备课或阅
读。每个周末的清晨、黄昏，娘俩漫步白
河赏两岸草绿花红。可是，生活偶尔还
是给人考验。记得一个晚自习下课，电

闪雷鸣，狂风暴雨导致树枝断裂，瓦片碎
落！我怎么去接儿子？要是儿子这会儿
冲出教室，后果不堪想象，焦急中陌生的
来电响起：“妈妈你这会儿别来接我，我很
安全！我在学校附近小卖部叔叔这，雨小
了我可以自己回家。”危险时刻，儿子不
忘第一时间借来电话给我报平安，孩子的
从容与淡定让我欣慰。忽然觉得，儿子长
大了。

人 师
一直以来我怀揣教师梦想，立足三尺

讲台。十多年的教学生涯，有掌声有鲜花，

有迷茫有探索。课堂上，奇奇怪怪的问题，

高高举起的小手；曾经，是谁上一秒让我默

默哭泣，下一秒让我笑得弯腰，还有记忆里

那个担心“王二小去给八路军放哨去了，

牛怎么办”的可爱孩子。我的教学过程就

是孩子们的认知过程，成长过程……落笔

是情，润物无声。

总想说，时间她有色啊，红了樱桃绿

了芭蕉，时间她有味啊，酸了陈醋香了老

酒。而生活在平平淡淡中，悄悄地，把幸

福写在岁月的书笺中，它的丝丝缕缕丰盈

着我的岁岁年年…… ⑮6

简单的快乐犹如心中一块净土……

阿 婆

品味生活

□李兰弟

春暖花开，春回大地。心旷神

怡，正是读书的好时节。

假日里，拿本心爱的书，带上保

温茶杯，一个人骑上电动车，到郊外

去，乘田园风光，坐在山坡之上，翻

开书，望一眼远处的绿苗花草，闻一

下眼前的油菜花香，看几页手中的

书，于是，心随书一起荡漾。春阳暖

身，正是读书的好季节。

田野山坡，独自而坐，手捧爱

书，品口香茶，也许寂寞。有人说：

读书人的性情，有时颇似覆冰下的

激流。看似寂寞，也许他满脑子正

热闹呢；那种在灯红酒绿，歌舞升

平热闹的人，也许心里正寂寞呢。

其实，读书并不寂寞，书中热

闹非凡，身边有春风相伴。耳边小

鸟高唱，眼前有蜜蜂呢喃。这就让

人 净 化 了 心 灵 ，从 书 中 找 到 了 快

乐，从书中找到了热闹，从书中找

到了希望，从书中找到了世界。

书是浓缩了精华的生活，而生

活是本博大精深的书。有些书适

宜在春天的时候读，读过之后，你

会有了精神食粮，身心健康，迎接

炎热的夏天。就像是有些人需要

在春季输液一样，那样才能健康的

换季。读书也是一样。

有些人是体会不到春日里读

书的乐趣：坐在石头上，背靠大树，

身边放着茶杯，手捧本书，书中世

界，乐在其中。

的确，书不能立马给你带来钞

票 ，但 书 的 确 可 富 人 心 ，给 人 精

神 。 我 们 常 说 ：一 个 心 灵 匮 乏 的

人，是没有理想的人。那么，你来

读书吧，书中自“黄金屋”。

在春天里读书，不但是一次精

神 的 旅 游 ，也 是 一 种 精 神 上 的 探

险。我听一位名人说过，读书的过

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

使自己人格趋向完美的过程。

有的人以为坐拥高档酒店是

一种幸福；有的人以为海吃滥饮架

鸟遛狗是一种幸福。我认为在春

天里，独自一人，走到郊外，伴春风

读书是一种幸福。

你 想 体 会 这 种 幸 福 和 乐 趣

吗？那么，你在春风里，田野上，读

书吧。

我想有书相伴，你能享受到春

天的真正内涵。⑮5

春意盎然好读书

□雨 凡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

个体获取知识的方式很多，但谁也

无法否认的是，阅读仍是一种主要

途径。

古人阅读多为纸质文本，最早

只能是携带不便的羊皮、竹简等。

而眼下的我们，阅读的途径与方式

可就丰富多了，手机、网络、电子阅

读器等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且十

分便捷。但我以为，手机、网络之类

的阅读虽然可以获取大量信息，却

是一种浅阅读，要进入深阅读状态，

达到一定的思考、创新层次，还是纸

质文本最佳。

古人的阅读方式虽然单一，但

他们对待知识怀有一种敬畏的态

度，将书本看得十分神圣，阅读之

前，总得焚香净手。“敬惜字纸”是中

华文化的一种传统美德。这一点，

值得今天的我们继承发扬。

当然，我所说的敬畏与敬惜，是

指心灵方面的，并不拘泥于某一表

面形式。比如古人读书之前的焚香

净手，阅读之时的正襟危坐，今日就

大可不必了。阅读不分场合，忙碌

而讲究效率的现代人难有完整的整

块时间，常利用就餐、乘车、乘机空

隙，甚至上卫生间的时候，抓紧点滴

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而我最喜欢

的方式，是躺在床上阅读，可以放松

身心进入到一种类似“气功”的状态

之中。

阅读是一种习惯，一种愉悦，一

种享受，一种境界。经常阅读，自有

一股缭绕身心的别致“书香”，就像

不会枯竭的丰盛水源，盛开不败的

鲜花绿柳。因此，阅读不能有太多

的功利，它是心灵的一种需要，是充

实生活、引导灵魂前行的一种方式。

由此可见，我们常说的阅读，主

要是指人文方面的内容。个人的气

质、品位，便取决于这种阅读。一个

技术性人才，如果没有专业之外的

人文阅读，很难说他具有多高的文

化修养与品位。

阅读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

这种循环往复，就是人们常说的精

读。有定评的经典性作品，经过时

间的筛选，一定有着深邃的思想、丰

富的内容，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达

到的峰巅。一个人能够获得多大能

量，取得多高成就，很大程度取决于

这种循环往复的阅读。

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情，是一种

长期的、没有终点与止境的“自我教

育”。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具体

而言，主要指的就是阅读。它是生命

的一种“马拉松”，是锲而不舍的长期

追求，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不断飞跃与

提升……说到底，阅读就是人生的一

种修炼，与成长、成功相伴。

不论从事何种行业，只要我们

经常阅读，将其内化为一种自觉行

为，书香弥漫的人生岁月，能在有限

的生命时间欣赏无限的生命美景，

可使我们活得更加丰富与智慧、充

实与从容，人生也因此更加精彩。

“无用”的阅读看似无用，但它

就像一种文化的渗透，缓慢、恒久、

绵密；它萌芽于一颗对世界好奇的

心，帮助人们收获的是一种别开生

面的人生境界。

我们为什么读书？

每个人都能给出若干理由：书

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是指引

人生的灯塔，书籍是抚慰心灵的鸡

汤……书籍的功用如此之大，然而，

市场上卖得好的书，却往往更注重

实用：养生、美容、商战、股票、英

语……书海茫茫，各取所需的阅读

要的是直奔主题，要的是立竿见

影。更便捷的数字阅读，攻势凌厉

地抢占着传统阅读市场，浅读、速

读、泛读成为新的阅读趋势。“好读

书，不求甚解”，我们的阅读行为正

悄然发生着急剧变化。

读书的功用显而易见。然而，

除了信息和知识，书籍还带给我们

思想和审美。法国人夏尔·丹齐格

在《为什么读书》一书中说：“在功利

主义的世界里，阅读维系着超脱，

而超脱有利于我们的思考。读书毫

无用处，正因如此，读书才是一件

大事。”“无用”的阅读常常萌芽于

一颗对世界敏感而好奇的心，当求

知的欲望带领着人类穿过重重迷雾

后，收获的是一种别开生面的人生

境界。⑮5

阅 读 是 一 种 修 炼

读书也像开矿一样“沙里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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