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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从看《似水年华》开始的，一直有种
朦胧的江南水乡情结萦绕在脑海，淡淡的开始，
淡淡的结束，如同我喜欢的小说。

当年中央八套放这部电视剧时，我尚在家
里读书，那个时候看电视是不能尽兴的，大人看
什么我就在旁边跟着扫上几眼，我就这么有一
搭没一搭似懂非懂看到了剧终。故事的情节并
不复杂，人物、台词甚至少得可怜，我却因此记
住了深夜里的青石板路，记住了乌镇。
不夸张地说，乌镇满足我对江南水乡全部

的想象。碧水蜿蜒，小桥流影，粉墙黛瓦，枕河而
居，简单纯粹。
端午，人在杭州。八点刚过，旅游巴士就驶

出了市区。天气不能算好，车上的人大部分都没
去过乌镇，藏不住兴奋期待地对着窗外指指点
点。不知是不是因为我是故地重游，整个人反倒
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无思无念，任由时光从肩
头掠过。
和绝大多数国内的旅游景点一样，乌镇称

得上是游人如织，狭小的巷间、桥上挤满了扬着
各色小旗的导游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可出奇的
是她没有因此而流于喧嚣浮华。杏花春雨江南，
这时候的乌镇是最多雨的。淅沥雨中的乌镇总
是透着那么一股宁静得无以复加的美，静默的
水并非清澈见底，却让人觉得恰到好处，有一种
不惊动的温柔。我去过不少地方，对一些很著名
的景点不太感冒，拥挤的人潮，刻意的景观，磨
刀霍霍的商家，乌镇却刚刚好，固守而又包容，
超脱而不遗世独立。
如果说，水是乌镇的气度，那么这青石板

路、深宅老院就是乌镇的风韵。乌镇的风韵是最
丰富的，就像一个人，总要到中年以后才会拥有
岁月赋予的沧桑味道。我撑着伞静静地驻足在
蓝印花布坊、立志书院、翰林客栈、逢源双桥或
乌镇邮局跟前，不是不想做点儿什么，只是不论
做什么，都像一曲老调重弹。乌镇非常的恬静，
有一种超然物外的美，让人回想起她最初的样
子。以前看电视剧，老觉得拍得有些不太实际，
偌大个世界仿佛就只有这么几个人。现在想来，
却似乎理所当然，我们的世界里，天地再大，浓
缩到我们的生活中，也只不过是自己、那几个人
而已。
修贞观旁一家小店里，粘满了整整一墙的

便利贴，有游客在其中一张写到：能在乌镇里开
店真幸福。可是当我和店主聊起此事，店主说，
有什么幸福的，忙的时候能把人累死。不知从什
么时候开始，偷得浮生半日闲变成一件很奢侈
的事了。
东栅外，刘若英巨幅的海报摆在了最显眼

的位置，她是乌镇景区的代言人，旁边写着：来
过，就不曾离开。下边的游客来来回回。乌镇一
直在那里，只是很少有人能够读懂她了。

来过，就不曾离开
阴 韦俊宇

《余 晖》 李丽芳 /摄

《又是一年桃熟时》 何木兰 /绘

最近和同事网购了一个煮蛋器，空闲之余
喜欢弄水煮蛋。一日心血来潮尝试煮茶叶蛋，其
实我并非那么喜欢吃茶叶蛋，讨厌那股浓浓的
大叶茶的土味，觉得没有原味蛋（水煮蛋）好吃，
也没后者来得方便。或许是受了李碧华的《茶叶
蛋》影响，自己多次尝试煮茶叶蛋，可是却颇感
失望，于是在逛街时一度去寻找卖茶叶蛋的铺
子，想一尝她笔下茶叶蛋的味道。
梧州新兴路有一间街铺，门口挂牌：正宗茶

叶蛋。初见这几个红字，心里美滋滋的，便迅速
进店要尝一尝。店主极不熟练地从一个装满“黄
水”的电饭煲中夹起一个鸡蛋，放在一次性碗中
端到我面前。
望着桌面上那个“完整无缺”，身光颈靓的

“茶叶蛋”，我用指尖推着它在碗里转一圈，小麦
色的健康肌肤上一点“雀斑”都没有。正如李碧
华写的：可见刚“下海”未几，完全未受“熏陶”，
这东西一定徒具虚名色相，而非“正牌”货。

走出店门，更加重了我想吃一回真正茶叶
蛋的欲望。

在李碧华看来，“用电饭煲来煮的茶叶蛋
正如初出茅庐的黄毛小子，真真正正的茶叶蛋，
首重一锅卤汁，包含了花椒、八角、香料，以及味

浓的茶叶，一炉共冶，见火候，而非电饭煲那么
科学化。这还不止，每一颗鸡蛋，都经过摧残，先
把蛋壳敲裂，才扔进去慢慢的煮，慢慢的渗透，
末了你打开它，发现满脸皱纹，历尽沧桑，茶味
深入骨髓，这才是一只好蛋。”
终于有一次，我尝到这种“好蛋”的味道。仍

是走在新兴路上，一辆人力三轮车迎面缓缓骑
来，车主用方言叫卖“××茶叶蛋啰！”。未见其
蛋，先闻其香。我观察了一下他的“设备”：三轮
车上搭了个火炉，炉上是一口大的烧水锅，锅里
是泥黄色的卤汁，上面飘着一片暗红的辣椒，几
个蛋壳已四分五裂的茶叶蛋悠闲地泡着冒热气
的澡。

我顿时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李碧华笔下真
正的茶叶蛋嘛！我急忙掏钱要了一个。大叔熟练
地夹了一个“衣裳最破”的，铁夹轻轻一转，为它
“宽衣解带”放在白色塑料袋里递给我，我顾不
得它还在冒气烫手，双手接过，隔着白塑料袋看
着这一团“黄泥巴”，未尝却已知其味，开心了半
天。

其实，做人就要像真正的茶叶蛋一样，敢于
“下海”，勇于接受“熏陶”，经过历练后的人生方
才是圆满的，历尽沧桑才能活出真正的味来。

茶 叶 蛋
□ 严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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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五色石》这本书，是在公司通
讯员宣传会议上，当时捧到这本还散发出油墨
香的新书，真有一股想一口气读完的冲动。此
后，这本书就成了我工作之余的精神粮食。
这是一本由华锡集团工会和文联主编的

职工文学作品选集。作为集团公司的一名职
工，作为一名矿山文学爱好者，作为一名普通
的通讯员，看到这本汇集兄弟单位各路文学精
英的精品杰作，让我这个一直在文学路上摸索
着找不着北的人，犹如在漆黑的夜里看到一线
曙光,不仅写作思路得到拓展，还掌握了一些创
作知识，最主要的是还找了一些创作路径，使
我在以后的写作中找到了门路。

读完全书，让我受益匪浅。倘佯在文学选
集的海洋里，我见识到了报告文学的细节描写

是那么的逼真，是那么的惊心动魄，让人读完
有着身临其境的感觉。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韦冬华写的《为了
400名职工群众的生命》这篇报告文学，其中：
“一道刺目的闪电划破大厂矿区的夜空，随即，
一声惊雷，震得大地猝然发颤，顷刻间，天幕仿
佛被撕裂，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这是一场罕见
的特大雷暴雨，不到两个小时，整个矿区出现
了不详的悸动……”那场景刻画得那么扣人心
弦，让人的心不禁为此揪起来，情不自禁地跟
着作者描写的情节走，从而看到了感人的救
灾、抢险场景，更进一步看到了人物的高大形
象。由此，我想到自己平时写作的描写是那么
的粗糙，用词拿捏得是那么的不准，从而深深
懂得了描写在写作中是多么的重要，用词准确

能让事物的描绘入木三分，但也需要日常学习
的日积月累，是很需要文学功底的。

在散文篇里，李孟凡的《春的畅想》简直把
春天写活了，春风、春天的颜色、春雨、春天的
天空以及孕育更美的春天的枯草……这一切
有关春天的景，写得那么生动，那么美，那么生
气勃勃。春天，每年我们都经历过，但是我的感
触却没有这么深，看来只有用心感受生活，享
受生活，观察生活，才能用自己细腻的心和敏
锐的感观去注意身边的一切，灵感一来，才能
用真诚的感情把它抒发出来。
还有对事物理解得很透彻的杂文篇，对故

事情节安排得环环相扣的小说篇和很有内涵
的诗歌篇，这些优秀作品，都是我望尘莫及的。
《五色石》这本书，让我欣赏到了很多不同

体裁的优秀的矿山文学作品，让我学到了很多
写作的东西。同时也让同在矿山里，同样爱好
写作的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知识面狭
窄，以至于写的文章过于肤浅，深度不够，不能
够挖掘事物里面的精髓之所在；往往在写文章
时词穷，常有那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
读完这本《五色石》后，使我懂得了今后在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要善于发掘，多看，多想，
多问，多听，多观察；多读书，读好书，不断吸收
新知识，让自己的知识面得到扩展、填充，得到
不断地更新。希望有一天我的文章也能发表在
《五色石》上，我最喜爱这本来自职工的文学作
品选集。

《五色石》我最喜爱的一本书
□ 封梅清

清晨，漫步。
走在山间的小路上，望着远处山尖上升起的白雾，才

知道很多时候自己都错过了一天中最美的景象。只是因为
自己太过懒散，所以这一切才显得难能可贵。
这条路是通往山顶的，那是个埋藏着无数宝藏和梦想

的地方。我几乎每天都要在这条路上走上一回，可都是匆
匆忙忙的，很少停下脚步享受沿途那迷人的风景。
现在是清晨，太阳也才刚刚起了床，它似乎心情大好，

温柔极了，给大山的一切都披上了暖暖的衣裳，当然我也
感受到了它的恩泽，那种感觉仿佛是冬天坐在自个家门前
晒太阳，说不尽的甜言蜜语。
踩着细碎的阳光，大口的吞吐着那略带青草芬芳的空

气，急切地想要除去身体里沉积已久的污浊，这样总会让
人觉得精神些，也许，这就是大自然的神奇所在。
周末的矿山显得有些安静，静得可以听到小河轻微的

流水声。安睡在水沟里的牛蛙倒是很不消停，鼾声四起，犹
如沉闷的鼓点，丛林深处鸟叫蝉鸣，这一切夹杂在一起却
又宛如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节奏分明，音调也掌握得
恰到好处。

大自然真的是很包容，一切的一切在她的怀抱里总显
得那么安宁。停下脚步来，闭上眼睛，张开双手，你会发现
你触摸到了她柔软的脸庞，周围的一切开始慢下来，你也
会跟着慢下来，心情变得无比安静，四肢舒缓，生命在这一
刻得到了洗礼。
黄昏，新雨，空山如画。
山里的黄昏总是来得特别快，却也特别美。一场大雨

过后，天空是那样的干净，淡蓝的底色无限的铺展开来，那
一抹抹云彩好似泼上去的墨，简单、随意却和谐美丽。天与
地之间，青山层峦起伏，一条小路沿着山脚伸展着，蜿蜒曲
折，深邃悠长。
迎着太阳落去的方向，一道浅浅的彩虹斜挂在天上，

弯成了红、黄、绿三种颜色，像一座彩色的拱桥，连着山的
两头。我忍不住再一次感慨，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颜色
在它的笔下发挥到了极致，天地仿佛成了它的画板，而我
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化作了画中的景象。
我倒是希望自己真的生活在画中，如果可以，我希望

时间停驻，画面定格，这样便再也不会苍老，再不需要轮
回。

清 晨·黄 昏
□ 杨泽光

幸福，一个比较难把握的词，对幸福理解的深浅程度
会影响着一个人的幸福指数。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追
求的目标也不一样，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所追求的目标
也会不一样。
能吃饱穿暖是乞丐的幸福，能喝上一口水是沙漠中口

渴难耐时旅行者的幸福，能重新返校读书是失学儿童的幸
福，能为人民为祖国保平安是军人的幸福。前两者是生理
物质得到满足而产生幸福感，后两者是精神方面得到满足
而产生幸福感。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目前的需要
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而追求更高一层次的
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有目标有追求是好事，如此
社会才会不断进步。
生活节奏的加快，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我们的注意

力更多地放在工作上。当我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追
求物质的过程和结果时，可能会忽略了父母，忽略了朋友，
忽略了对子女的关心和教育，有时我们是否应该静下来好
好关心一下身边的人和事。看过一些节目，说的是一些年
轻男女为了能让自己父母生活得更好，长年在外地工作，
反而照顾不到他们，因此觉得心里很内疚。作为子女，我很
理解他们的想法，我也曾一度那样认为，以为只有物质生
活好了，有保障了，父母才会幸福。其实不然，父母需要的
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他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理
解。有钱有房有车固然好，可是父母更在意的是子女过得
好，健康平安，经常陪在他们的身边，一起吃饭、聊天，仅此
而已。多给父母打电话嘘寒问暖，休假时常回家看看，多陪
陪他们，你会发现，父母的笑容多了，你也收获了满满的幸
福。
幸福其实很简单，他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点滴中。父

母子女间的相互照顾，夫妻间的相互理解，朋友间的相互
关心，同事间的相互帮助，都会带给对方温暖。珍惜与父母
在一起的时光，珍惜夫妻之间的缘分，珍惜朋友之间的友
谊，珍惜同事之间的互助，以一颗感恩的心来感受身边的
人和事，多看到对方的优点，多换位思考，多鼓励赞扬，其
实幸福就在当下，就在你周围。

让我们把生活中的点滴浇灌在叫做幸福的种子上，
用细心、耐心、爱心和责任心精心呵护，使其开出灿烂的花
朵，再将其编制成美丽的花环送给身边的你我他。

幸福就在当下
□ 尹 芳

在现实中，有许多台阶，我们行走阶梯的
台阶，我们生活、学习、工作中经历的一个个台
阶。在这里，笔者说的台阶，是用宽容、理解、真
诚来堆砌的台阶。

我们知道，人人都爱面子，如果他人做错
了点事，说错了些话，十分尴尬时，给他人一个
台阶下，会避免一些伤害。记得在小学高年级
时，一次，班上一个同学的一支钢笔不见了，老
师观察到一个男同学紧张的表情，明白了是他
“拿”了钢笔。但老师没有揭穿，而是说，也许是
有谁不小心拿错了，等他发现自己拿错了，会
放回来的。后来这支笔在下课后回到了主人的
桌面上了。老师给那位同学一个宽容的台阶，
使他产生了愧疚感，自动改正了错误。

给他人一个宽容台阶，往往会赢得友谊，
得到信赖。古代的赵国上卿蔺相如为了避免冲
突，影响国家利益，一次次给赵国名将廉颇台
阶下。廉颇在蔺相如的宽容大度影响下，向蔺
相如负荆请罪，使两人的友谊更深了，结为生
死之交，同心协力保卫赵国。
许多事例告诉我们：宽容的台阶，可以“愈

合”不愉快的创伤；给人一个台阶，也是给自己
一个台阶；制造一个宽容、理解的台阶，也是创
造一个和谐而又充满人情味的人际环境。宽容
的台阶，是人类心灵的一道美丽风景。在这生
机盎然的日子里，我们回顾一下，自己是否与
这样“美丽的风景”相遇过？

台 阶
□ 陈凤贤

夜色如墨，海浪滔天
汹涌起伏的波谷浪尖里
暗礁犬齿交错

突然，一束耀眼的光芒划
破了夜空
海面顿时亮如白昼
沿着红绿信号灯画出的

美丽弧线
航船及时调整了航向，劈
波斩浪而去

水手逆光远眺
但见灯塔之上
守岛战士目光如炬
庄严威武

灯 塔
□ 邓 飞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不管你走
多远，不管你在干啥，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
妈……”当我在我的空间听着朋友分享的《母
亲》这首歌曲时，听着听着眼睛湿润了，一种酸
楚涌上了我的心头，不知不觉地想起了我的母
亲。

母亲离开我已经十一年了，她一生操劳，辛
辛苦苦把我们养大，却没能享上一天福，让我留
下了太多的遗憾。

母亲生了七个儿女，儿女还小的时候父亲
就远在他乡教书，没能帮上什么忙。我是老三，
我还没出生就没爷爷奶奶了。当她含辛茹苦地
把这些儿女养大，她已经老了，还没喘口气，又
得为一个个儿女看孙子，过度的劳累把她的腰
都压弯了。骨质增生和风湿病折磨着她，有时我
回去，晚上和她一起睡，半夜经常被她的呻吟声
惊醒，看到母亲如此痛苦我却爱莫能助，虽然我
曾帮她买过不少止痛药，但都无济于事，母亲的
后半生是在痛苦中度过的。
母亲的为人正直善良，教子有方。记得有一

次，才七岁的弟弟和小朋友在秋收完的稻田玩，
不懂事的弟弟抓到了一只别人家的鸡，用稻草
压住，然后一屁股坐上去，活活的把人家的公鸡
压死了。母亲知道后把弟弟痛打了一顿，然后带
上他，拿上家里唯一的大公鸡去给人家赔礼道
歉。
母亲的一生也很俭朴，儿女给她买的衣服

舍不得穿，给她的钱也舍不得花。我每年暑假和
寒假回去都给她一点钱，虽然是几十块，但她很
高兴。记得当年有一位同事曾说我：“给那么少
钱自己的母亲，以后你一定会后悔，到了以后想
给都没机会了”。是的，这就是我对母亲最大的
遗憾。
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对我们有养育之

恩，也给了我们生活的方向。她的子女中有三个
是做老师的，继承了父亲的遗志，这是她最大的
满足。
“不管你多富有，无论你官多大，到什么时

候也不能忘了咱的妈……”悠扬的歌声又在我
的耳边响起。

正 直 善 良 好 母 亲
□ 覃月玲

《天边的梯田》 梁 壮 初 / 摄

书法内容院 枯藤老树昏鸦袁 小桥流
水人家遥古道西风瘦马遥 夕阳西下袁 断
肠人在天涯遥

一本 100多年来深受世人喜欢的书《把
信送给加西亚》，今天再一次捧在怀中，读完
后感触颇深。故事的内容虽然简单，却深刻地
揭示了许多道理，主人公罗文的敬业精神、忠
诚品质、良好心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工作
中，我们应不断完善自己，努力完成本职工
作，做一个像罗文一样的送信人。
《把信送给加西亚》主要讲述的是一百多

年前的美西战争期间，美国陆军一个叫罗文
的中尉孤身一人，在没有任何护卫的情况下，
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难险阻，终于不辱使
命，将总统的信送到了古巴起义军首领加西

亚将军手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罗文的成功
并不仅仅在于他杰出的军事才能，还在于他
优良的道德品质、对事业的忠诚和不屈不挠
的进取精神。
爱岗敬业，是这本书给予我最重要的一

个感触。干一项事业，要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
责任感，否则，就难入佳境，难出成绩。有时候
我甚至觉得敬业之心比知识重要，因为没有
敬业之心，没有使命感，没有锐意进取的勇
气，知识只能是摆设，终不能转化为能力和成
绩。同时，敬业还需要恒心和毅力、坚持不懈
的努力和拼搏、不怕吃苦的精神。正如书中所

讲到的：“年轻人所需要的不只是学习书本上
的知识，也不只是聆听他人种种的指导，而是
更需要一种敬业精神，对上级的托付，立即采
取行动，全心全意去完成任务———把信送给
加西亚”。

忠诚是我读完这篇文章得到的第二个启
示。罗文有一颗忠诚的心，忠于上级的托付，
这是他成功的前提。作为一名党员，佛子矿业
公司的一员，要做像罗文一样的“送信人”，最
根本的一点是要有一颗无比忠诚的心，要服
从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对领导交付的任务
全心全意地去完成。忠诚还表现为一种对人
的尊重，与领导、同事的合作关系，不阳奉阴
违，不恶意欺骗。忠诚于事业的信念，事事追
求精益求精、尽善尽美的效果，那么我们的工
作就能完成好，我们的事业就能取得成功。
对于我们矿山生产一线的员工来说，我

们更应热爱矿山事业，树立对工作负责的观
念，用心思考，勤勉敬业，多一些行动，少一些
抱怨,才能完成安全生产任务。

我们都要做一个“送信人”
要要要读叶把信送给加西亚曳有感

阴 唐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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