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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都说“读的是书，看的是世界，感悟的是

生活” 。 上个月， 老师给我推荐了一本新

书———《青春韵律》。

本书共分“青春的秘密”“浪漫的意义”“事

情的法则”“成功的秘诀”“心灵的气质”五个部

分，荟萃了近百年来中外著名文学家、哲学家、

思想家、成功人士的有关青春的哲理美文。

在我手捧此书阅读的过程中，第一天和第二天

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情绪。第一天只读

了几篇，就读不下去了，认为这些青春的哲理

美文与我无关。于是，随手把书放置一边。第二

天没事时，又拿起书细心地品读起来，这一读

感觉被书吸引住， 阅读的欲望不可收拾了，我

边阅读边摘抄大师们闪光的语言。 精辟睿智、

鞭辟入里的思想见解是社会的浓缩、世事的内

核，是大师们思想的精髓和心血的结晶，深刻

体现了大师们的洞察入微和真知灼见，简直是

句句经典，字字珠玑，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和精

神的力量，对我们的人生、思想和心灵具有很

强的震撼作用和指导意义。

读瞿秋白、冰心、贾平凹、托尔斯泰、歌德、

泰戈尔等大家的《青春的秘密》，使人理解了青

春的特征是年轻活跃，有着激流般的热情和无

边际的梦想，像白雪一样纯净。 青春可以说是

人生的花朵时节，贵重如无价的珠宝。 大师们

的文字，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心声破译着青春的

密码！

感受中国作家周作人、石评梅、庐隐、周国

平，台湾作家林清玄、三毛、张晓风、刘墉和许

多著名的外国作家评说《浪漫的意义》。体味着

英国 19 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拜伦

所说的没有青春的爱情有何滋味！没有爱情的

青春有何意义的浪漫主义情怀！

任何游戏都有自己的规律，任何事情都有

一定的法则。大师们是怎样描述自然界里一分

为二的《事情的法则》呢？在《事情的法则》这一

部分里，德国哲学家康德描述“穿衣打扮”这件

事时说：“好的、端庄的、举止得体的衣着是一

种引起别人敬重的外部假象，也是一种欲望的

自我压抑。”意思是在与人交往前，注重自己的

形象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必要不应在交往中

体现出来，因为那样会产生难堪，或者是装腔

作势。应追求的是自然大方，在举止得体方面、

衣着方面不会被别人指责的某种自信。又如台

湾诗人余光中在《尺素寸心》一文阐述：“写信，

是对人周到，记日记，是对自己周到。 ” 都是

写，可就是书写出的境界不同。 作家毕素敏描

述“友情”时说：友情之链不可承接，它为我们

度身而做，就像神话中的水晶鞋，换一只脚就

套不进去。 它是一种纯粹个人栽植的感情树，

树上只结一个果子叫信任，这朴实的语言阐述

了信任是加深友谊的法则。俄国哲学家托尔斯

泰阐述“事情的法则”，是要我们完全摒弃在某

个人的意志中寻找原因的时候，才可能发现事

情的法则，正如人们要摒弃那些有关地球的一

切成见，才可能发现行星运动的法则一样。

通过阅读分享了中外著名的成功学者冯

友兰、朱自清、胡适、徐志摩、培根、雨果、爱因

斯坦、爱迪生、居里夫人、罗素、罗斯福、泰戈尔

等国内外的大师们《成功的秘诀》。在这一部分

里， 作家胡适于 1958 年 6 月 5 日在台湾大学

法学院的演说词中，以自己坎坷一生的求学经

历和成功经验，告诉在大学生活的学生如何选

择和学习科系的标准，要依着“性之所近，力之

所能”学下去，其未来对国家的贡献，也许比现

在盲目所选的或被动选择的学科会大得多，将

来前途也是无可限量的。作家朱自清在对即将

毕业的大学生《赠言》中是这样说的：“一个大

学生的毕业之感是和中小学生不同的。他若不

入研究院或留学， 这便是学校生活的最后了。

他高兴，为的已满足了家庭的愿望而成为堂堂

的一个人。 但也发愁，为的是此后生活要大大

地改变了，而且往往是不能预料的改变。”在现

下的中国尤其如此。一面想到就要走出天真的

和平的园地而踏进五花八门的新世界去，也不

免有些依恋彷徨。 这种甜里带着苦味，或说苦

里带着甜味，大学毕业诸君也许多多少少感染

着吧。 但是，先生又接着强调：“在国家多难之

期，更该沉着地挺身前进，决无躲避徘徊之理。

他或做自己职务，或做救国工作，或从小处下

手，或从大处着眼，只要卖力气干都好。 ” 哲学

家冯友兰先生在论述《成功与失败》时说：“就

一个人说， 他做事应该只问其是否应该做，而

不是计较个人的厉害，亦不必计较其事的可能

的成败 。 此既是无所为而为。 ” 这些爱国的哲

学家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语言，鼓励着新

一代的年轻人积极地走向社会、走向成功！ 就

像作家高尔基所说的：“要爱惜自己的青春，世

上没有什么再比青春更美好的了，再没有比青

春更珍贵的了，青春就像黄金，你想做什么就

能成为什么。 ”

本书最后一部分是大师们概括人生《心灵

的气质》， 苏格兰哲学家休谟有句格言：“品质

善良是最幸福的心灵气质。”也就是说，品质善

良能引导我们的行动和工作，使我们在同别人

的交际时通情达理，在遭受命运打击时有钢铁

般的意志，使各种感情趋于适中，使我们自己

心安理得。 任何一件事，就它本身来说都无所

谓哪个更能使人幸福。 好和坏，包括自然和道

德， 都是完全相对于人的感受和情感而言的。

那么只要人们能改变自己的情感，没有人会永

远不幸。 而林语堂先生描述人生像一首诗，

它有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长和腐坏的

内在周期。我们应该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

美，应该能够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欣赏人生

的主要题旨，欣赏它冲突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

定。人生没有所谓好坏之分，只有“什么东西在

那一个季节是最好的”问题。 如果我们抱着这

种生物学的人生观，而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

没有人会否认人生不能像一首诗一样地度过。

这正如英国散文作家哈兹里特所说的：“在青

春时期有一种永生不灭的心境，它使我们在一

切事情上不断改进。享有青春年华就有如成为

永垂不朽的圣人。 ”

读书乃人生立艺术， 读书使人生完美精

彩！这本书的内容温馨生动、真挚感人、愉悦心

灵，蕴藏着生活的哲理，深刻揭示了青春的真

正意义，闪烁着思想的光辉。 它是指引我们成

长的耀眼航灯，非常适合我们广大文学爱好者

阅读和收藏，能使我们站在大师的肩上，展望

未来并不断地思索。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我是个

记性好却忘性大，爱读书，而又不求甚解之人。

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于是就尽自已的悟

性所能，写出自己读后的感想，充实自己的生

活，减少与年轻人的代沟，也给自己留下难忘

的乐趣！

（退休职工 王艳兰）

读《青春韵律》有感

周末回家，妻子神秘地说：“你猜今晚

有什么好吃的？ ”我心里暗想：不就是那

“老三篇”，还能有什么新花样？ 因为不想

让妻子扫兴，我顺着她的意思，猜测她给

我带来的惊喜，可是连猜了好几次，都没

猜中。 等到端上饭桌，看到的是一盘清脆

碧绿的野菜，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啊，久违了，野菜！ 我慢慢地咀嚼着

这份美味，勾起了对童年的回忆……

记得每年的三、四月，那些野菜在春

风中折射着墨绿油亮的光泽， 摇曳着袅

娜多姿的身段。 这让吃了一冬萝卜、青菜

的我们跃跃欲试！ 等到一个风和日丽的

星期天，邀上三五个小伙伴去山上、去树

林间，去田野里挖野菜、捋树叶。 野菜是

自然生长的， 而树是集体的， 有专人看

守。 但有时候，那份强烈的诱惑，让我们

无所顾忌，也不管让不让摘，只管采来就

是，因此我们经常被撵得到处乱窜，这也

给我们的童年平添了几分乐趣。

我们村西有一条小河， 河边的香椿、

槐树、榆树的叶子是上等的美味，香椿趁

嫩摘了回家洗净切碎后和鸡蛋一起搅

拌，加上调料，放在锅里煎着吃，那份诱

人的香味绝对值得我们去“冒险”！ 榆叶

用豆面拌好，蒸成菜豆腐，又粘又香，槐

叶蒸成菜窝头也是一种别有滋味的享

受！ 而田野里肥美的荆芥、山林里青翠碧

绿的荆芥都各有各的做法。

美味的野菜固然让人记忆深刻，但最

让我们难忘的是与护林员的“较量”。 那

时，我们仿佛是一个个小小的军事家，连

毛主席的游击战术都用上了。 有时候我

们不知道他们所在的位置，我们在明处，

他们在暗处，为了能够“知己知彼，百战

不殆”，我们便派出两个“侦查员”轻装上

阵，不带篮子只带书包。 跑的时候轻快，

故意大呼小叫，深入禁区，护林员一看有

人私闯禁区， 便倾巢而出。 这时，“侦查

员”却是不慌不忙，过河、爬山，等到护林

员追出山时， 早已在树林里埋伏的大部

队则“大打出手”，抓紧时间采摘野菜。 等

到护林员发现回头再追时， 我们留在山

头的

瞭

望哨或是一声呼哨， 或是书包一

挥，我们便立刻撤退了。

现在，我已经离开了故乡。 那些美味

的野菜以及那段美好的岁月， 仍然时时

浮现在我眼前。 这种记忆，在这个日益浮

躁的“快时代”，愈发令人倍感温馨。

（丰山铜矿 周雄飞

）

野菜轶事

记录时光

一

老家的门前有两棵果树,一棵柿子树,一棵

橘子树。

小时候家里没有零嘴儿，秋天果树成熟时，

就是我们小朋友最开心的时候。“一年好景君须

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这是爷爷爱挂在嘴边的

话，说的就是这两棵树。

刚摘下来的柿子放几天, 就会变得软香可

口,酸酸的橘子直冲味蕾，顿时让人食欲大开。村

里面的小孩儿一得空都会聚在我家果树下，嘻

嘻哈哈地吃得满脸都是， 而爷爷奶奶在一旁看

着我们，乐呵呵地张罗着。

一直到后面的十多年， 这两棵果树在我的

记忆中，也都是占据重要位置的。

二

前几年，几位叔叔伯伯出去打工赚了些钱，

孝顺爷爷奶奶，想重新修葺老家的房子，砍不砍

果树就成了争议话题。

其中，爷爷是坚定的“不砍”派，因为果树是

和我们孙子辈出生时一同种下的， 爷爷认为非

常有意义，舍不得；而奶奶和叔叔伯伯们则认为

应该“砍”掉，做房子是件大事，要尽善尽美，一

步到位，果树还可以再种，但房子可能一辈子就

只做这一次。

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四年， 从未吵

架，却因为这两棵果树，头一次争得面红耳赤，

不可开交。

三

后来， 做房子的事因为爷爷的病重而搁浅

了，胃癌晚期。 病来如山倒，只几天时间爷爷便

走了。 忽然，一切都不重要了，不管是房子还是

果树。

悲伤有很多种方式，有时，感觉不到难过正

是其中一种。 奶奶表面上没有过多地在我们小

辈面前表现出流泪、伤心的一面，但至此，再也

没有提过砍果树的事。

再后来，重新修建老房子时，爸爸提议把果

树就圈在院子内不动，虽然很是有些占地方，但

好歹，两棵果树都保住了。

四

这几年，家里人总想着把奶奶从老家接到城

市里生活，但奶奶很坚持，始终不愿意离开。 几

天前，我回到老家，奶奶坐在院子里，看着果树，

眼光穿透尘世一切，却又很温柔，那是一种睥睨

万物而无限疲惫的眼神。

我想，再深沉的感情，不能相伴到老，恐怕

都是有些遗憾的吧。

（建安公司 刘聪）

两棵树

亲情物语

踏上栈道，远处隐隐传来啾啾鸟声。

我放轻脚步， 轻柔地如同棉花落在雪地

上。

东南方初升的太阳像母亲温柔的手拂过

发梢，穿过发隙在我的脖颈点缀些微暖。微憩

着双眼望向光源，隔绝了那光芒带来的刺痛，

剩下了蔓延整个世界的炫白。

不想茶马古道的驼铃声， 忘却江南水乡

的青花巷， 背离鄱阳湖边的芦苇荡。 作为旅

人，当摒弃所有眼中的印象，跨越千山万水，

经历无数擦肩而过后， 站在这里如同初见世

界的婴孩， 用清澈的双眼在青空与山峦连成

的画面中扑捉， 然后水墨丹青晕染在大片的

心田， 瞬间灵魂画架上的色彩跳起华丽的弗

拉明戈。一条沿湖而建的小道，左边就是一望

起伏的湖水连着远山， 右顾是攀满山坡的大

片杜鹃花，开得肆意，有的向阳炫放，有的树

荫中摇荡， 穿树而过的阳光或包围着肆意生

长的枝蔓， 或照得树梢上花朵背影黑红中泛

黄， 初春的微风仿佛约定了般恰时地带来簌

簌的动声，使我不忍挪动脚步。恰好有片草地

连接着碧水，大可以盘腿安心坐下，微扬起头

吸收大自然芬芳， 听着身后牦牛啃草的悉悉

索索的声音。碧蓝透彻的湖水，澄绿晶亮的山

脉线，让我置身于镜花水月中，流连忘返。

都说自然界是最优秀的画师， 用墨砚秋

毫描绿江南大地，挥洒大漠孤烟，渲染长白山

内外，但总有一副你欲罢不能，看了又看。

我在这里，香格里拉。

你的脚可以停止前行， 但你的心必须不

断寻找。告诉我，你在哪里，不是你在哪里，而

是你的心在哪里。

（铜山口矿 汪纯）

告诉我，你在哪里

途

在人

旅

我喜欢春日。

春风绵软，春阳和暖，雀鸟喧腾，芳草青

青，陌上花开遍。 一切都是鲜活的、明丽的、有

温度的。

早春时节， 当你还留恋于冬被的温暖，雀

鸟已经触知春的信息，每日早早在你窗前欢歌

啼唱，悦耳自是悦耳的，可也着实恼人，扰人清

梦不是？ 难怪会有诗句云：“打起黄莺儿，莫教

枝上啼。

春风最是缠绵。树木枝丫经冬尽数凋枯嶙

峋，春寒还料峭着呢，春风就那样摇啊摇，摇啊

摇，将树木枝丫摇和软了、摇青绿了、摇饱涨

了。 仿佛就是做了一个温柔的梦的当儿，在你

推窗翘首间，在你驻足凝望间，那枝叶便悄无

声息地生发了，那花蕾便娇娇羞羞地缀满了。

春雨最是深情。 一整夜一整夜地敲窗滴檐，不

急不缓，丝丝密密，沾衣欲湿不湿，润物有形无

声，让干涸枯瘦了一冬的花草树木，足足喝一

个饱，攒足劲儿，蓄够精气神儿，然后尽情抽枝

散叶，肆意绿肥红瘦。

那楼院倚窗挂墙的迎春花，绚烂一如染了

太阳的彩；那一树树玉兰，争叶先发，娴静的身

姿偏生生开出一春繁华；那一片片桃林，浅粉

嫣然，烟霞绯绯；那一方方菜花儿，泼洒遍野，

浓丽娇憨……

似是有一双神之灵手，一针针，一线线，怎

就织成这一个似海春深？

无论你身心如何疲累， 只要身处这春日

里，看河畔烟柳依依，山野桃色绯绯，阡陌菜花

连绵，便如同吸取了这天地灵气一般，顿时双

肩松动，心情畅快起来，心里面就莫名涌动一

股情绪：想歌颂，想舞蹈，想在那春野里恣情打

一个滚儿……

这春日还会像一个情真意切的恋人，总如

期馈赠你如许清新纯然野味，让你把春色不仅

看在眼里，还品在齿颊。

这春日，就这样，细枝末节，丝丝入扣，入

你的耳鼻眉目，入你的心肝肺腑，能不欢喜么？

（博源环保公司 喻亚丽）

令人欢喜的春日里

春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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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