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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语名家�走笔走笔

慢慢的，就这样
□□高 艳

情感情感�深处深处

□杨东瑞

书画苑书画苑

国画 王 斐

一朵，又一朵，任它凋零，
只有护花的深情。
一点，又一点，任它燃烧，
化作一抔洁白。

一级，又一级，任人登攀，
付出一腔奉献。
一页，又一页，任人摩挲，
留下一阵墨香。

你是冬梅，
你是粉笔，
你是台阶，
你是书籍，
你永远珍藏在我心底，
你是我心中甜甜的蜜。⑦⑦22

（作者单位：卧龙区谢庄乡刘庄中心小学）

校 园
□张 涛

把一年的掌声和收获交给记忆
把曾经的经历和足迹留给历史
岁月的脚步
又将抵达触手可及的春天

点赞新年
祝福是破晓而生的风景
有着时间的厚度
能唤醒所有的期待和守望
点赞新年
执着是打磨永恒的坐标
有着火焰的光芒
能爆发积蓄已久的能量

点赞新年
用情的笔端为愿景写真
用爱的笔触为信仰抒情
用信心开垦时间的荒地⑦⑦22

（作者地址：湖北省黄梅县蔡山镇）

点赞新年
□□胡巨勇

一位诗人说，“最慢的
是活着。”当所有人都在各
自的生存中追求速度与时
效时，我以为，时间天使更
会眷顾缓慢中的事物，那些
深长的意味，岁月中的静
好，无不是在慢中完成的。

就像晚熟的果瓜，偏得
了日月时光更多的关照，无
不具有独特的香甜，像伊瓦
什 凯 维 奇 笔 下 九 月 的 草
莓。就像从前的问候，以
车，以马，在路上凝聚的喜
悦和渴望，那么多天，抵达
时积攒得更为醇厚，落入心
底便久久不散。就像从前
的爱情，慢慢的，用一辈子，
只爱一个人。

那些好到极致的事物，
无不需要时间的协助，在缓
慢中一点点成就。

久负盛名的宣纸，它近
千年的手工抄造技艺竟要
经过百道工序。每年树叶
凋零之后，开始采伐制作宣
纸的主要原料青檀枝。那
些漫山遍野，在普通人眼中
不起眼的瘦弱的青檀树，在
十月的天空下，似乎一直在
耐心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它
知道，它注定是宣纸的魂
魄。有经验的技师根据树
龄和树的生长环境，才能确
定砍伐的部位。砍下的青

檀枝条，要先蒸，再浸泡，然
后剥皮晒干，加入石灰与纯
碱(或草碱)再蒸，去杂质，洗
涤后再撕成细条。然后和
另一原料——浸泡后的稻
草，仔细晾在朝阳的山坡上
日晒雨淋，它们接受两百多
天日月时光的关照，才仅仅
完成原料的初步加工。

“纸寿千年”的盛名必
不是轻易获得的，每一张都
独一无二。宣纸在书画界
独领风骚，同时也成就了中
国笔墨山水的盛誉。而那
些以简化的现代手段制作
的宣纸，不过只保存五十到
一百年。

还有我喜爱的葡萄酒。
应该说，对一个不善饮

的人，我喜爱的不是它的味
道。它的清澈与通透，它所
蕴藏的内容才使我有了入
心的好感。葡萄酒所含有
机化学成分比任何饮料都
多，因此被认为比血清的成
分还复杂。

有人说，在葡萄酒里，一
个人看见了另一个人的心。

葡萄藤必须到一定年
头才会在地下钻得深入，吸
收到更多的矿物质。好酒
用的葡萄，葡萄藤要30年到
60年的年龄才好。不知道
在这样漫长的时光中，它的

根须在无边的黑暗中怎样
千回百转，才滋养了丰硕流
溢芳香的果实。在法国，做
酒最快要9个月，一瓶好年
份的红葡萄酒，放到10年以
后才有可能会渐入佳境，否
则就太年轻了。而在瑞士
的沃韦，阳光是收敛的，尽
管它是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但他们的葡萄酒节，要25年
才举办一次，竟是这样的低
调而节制。

还有，西班牙天才建筑
师高迪，他设计建造的圣家
教堂，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
世界独一无二的。不仅它
的设计突破了基督教堂千
篇一律的传统格局，在建造
时间上，圣家教堂从1882年
动工迄今130多年，仍然没
有竣工，究竟盖到哪一天，
没有人说得清。在现代化
进程如此之快的今天，几代
巴塞罗那人坚守，努力，圣
家教堂却永远在建中。它
的壮观与奇崛，它的永不可
完成，成就了高迪建筑不朽
的魅力。

持久，深远，无疑是这
个仓促世界的稀缺。正如
一见钟情，如此的快而潦
草，所钟的是脸，未必是
心。通往内心的路，要经过
怎样千山万水般的漫长，才

可以抵达啊。只要抵达，那
浮于外相的一切，便忽略不
计。

急功好利的尘世之外，
大地之上，那些洁白的羊
群，悠缓沉默，如同静止，阳
光投射在原野上的暗影，是
慢，让时光消失。广袤天
宇，那些倦飞的翅膀，它们
是失语者，却更清楚地知道
飞翔的方向。

想起爱尔兰音乐电影
《Once》中 的 插 曲《Falling
Slowly》

Fallingslowlysingyour
melody

I’llsingalong
Ipaidthecosttoolate
Nowyou’regone
那么，就这样，让我的

生活在等待中，慢慢的，相
遇所有。沉静，安然，笃
定。⑦⑦22

高艳，散文见于《散文
选刊》《读者》《奔流》等，文
字被选入多种选本，曾获冰
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全
球“漂母杯”母爱主题散文
大赛、徐霞客游记征文等国
家及省市奖项，撰写电视专
题片《流放宁古塔》在中央
电视台播出，出版散文集
《隐秘芬芳》。

我是吃奶娘的奶水长
大的。

30年前一个初夏的上
午，过去老邻居家的漂亮姐
姐来找我，神秘兮兮地说要
带我去见一个人，我的奶
娘，小时候养育过我，十几
年来一直在想念我。对于
“奶娘”，我一直模模糊糊。
邻居姐姐来找我，我觉得诧
异，但还是和她一起踏上了
拜望奶娘的道路。

那天风和日丽，空气清
新,我的心里充满几分好
奇。我们从县城往西，蜿蜒
的小路伸向郊区，翻过一个
高高的山坡，一个村庄呈现
在眼前，绿树蓝瓦，小溪潺
潺，安静而美丽。

大门开着，那是一个四
四方方的院落，不大，但很
干净，院子里种着一棵小枣
树。

“婶，看我把谁给你领
来了？”邻居姐姐响亮地喊
着。

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子
从屋里匆匆走出来，她带
着几分惊喜的眼神一下就

裹住了我，我想，这大概就
是 我 的 奶 娘 吧 。 她 拉 着
我，眼中闪着泪花，哽咽着
说：“孩子，你可回来了，长
这么大了，十五年了，十五
年没见你了……没变，没
变，还是我的小乖乖……”
她语无伦次地说着，眼里
闪着泪花。可是，我什么
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记得，
只是在被动地感受着她的
伤感与爱怜……

奶娘拉着一位中年男
子说:“这是你大大……”哦，
我听邻居姐姐说过，大大是
这里的党支部书记，小有名
气。

见过了奶娘和大大，又
见过他们的两儿两女，一番
寒暄过后，奶娘提起了当年
的话题：“孩子，你抱来的时
候才四十天，你妈得了乳疮，
到处给你找奶妈。那时我刚
生了第一个孩子没养成，正
在伤心绝望中，你来到我怀
里，我把你当成了亲生。一
岁时，你就叫我妈妈了，真是
我的心尖尖。养到一岁半，
你爸妈要来接你走，我说喂

养的钱不要了，还让我领
吧。他们来接几次，我都没
让走。那天他们又来了，说
话间抱起你就走，他们在前
面跑，我在后面撵，撵到山坡
上，没办法，我在地上打滚儿
哭……”她抹了抹眼泪接着
说：“你走后那几天，我像丢了
魂似的，哭了一场又一场，实
在没办法，我到你家去找你。
你妈正抱着你，你看见我就
哭，伸着小手要我抱，你哭我
也哭，我们实在是分不开啊。
我趁你妈去买菜，偷偷把你抱
跑了，躲到娘家住了好几天。
他们都劝我，说是人家的孩
子，咋能领领不给了，无奈，我
又把你送回去。听说你爸妈
到我家找几次，找不到，气得
不得了，从此，我再也不敢去
你家了……”

我像是在听一个故事，
遥远而缥缈，可她，当初是
在亲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离
别，我不知道这样的情感撕
裂要怎样去疗伤……

我们离开时，奶娘全家
一直把我送出村子，送上山
坡，临别时，还非要给我塞

钱。我挥挥手向他们告别，
很远了，回望时，他们还久
久地立在山坡上……

后来，奶娘到学校去看
过我；考上大学后，我也去
她家看望过她。之后，我到
外地工作，结婚，生子，忙忙
碌碌，我们又一次失去了联
系。可是，奶娘全家立在山
坡上送别的情景时常浮现
在我的眼前……

前几年，不知从哪里，
奶娘又寻得了我的号码，打
电话说想得不行。我从内
心也真把她当亲人了，逢年
过节常去探望。

两年前大大去世了，奶
娘受到沉重打击，又加上严
重的类风湿病，奶娘的身体
状况每况愈下，令我十分揪
心。祈求上苍保佑奶娘身
心健康，平安吉祥。

有些感情不是拉开了
距离就能扯断的。奶娘，我
会将这份深情细细珍藏，深
深感恩，永世不忘……⑦⑦22

（作者单位:宛城区财政
局）

奶 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