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国庆长假到了，爱人和孩子外
出度假，我因事未能成行，终于觅得几天清静。
人有的时候是需要独处的，你可以停止思

绪，也可以什么都不干，自由自在，极尽惬意。
生活稍稍地滑过轨道的边沿，心境在某

个瞬间变得空明，这是即时的感触，欢悦又轻
松，间杂着一丝莫名的怅然：光阴荏苒，岁月
如歌。
窗外孩童的嬉戏尚未结束，我已躺在床

上，信手拈一本书，慢慢地咀嚼，在流动的字
里行间渐渐进入了梦乡。

睡得好，起得就早。凌晨六点多钟，天边
的景致已越来越清晰。信步河岸，氤氲的水汽
在淡淡散去，几声清脆的鸟鸣，划过山林，很
短暂，让你感觉到周边的宁静。
在微风中深深地吸一口气，南国的秋爽

涤荡着胸襟。不远处，三三两两晨练的人们已
开始舒展身姿。我决定来一次徒步旅行，没有
目的地。

我为自己的想法兴奋了好一阵。
人们见面时常常调侃自己很忙，歇下来

的时候细想一想，却不知究竟在忙些什么。就
像刻意出门旅行，归来后不知个中景致一样。
身边的东西往往很容易忽略，这大概成了一
种定律，我当时感觉的也是如此。

走出生活小区，周围的景色豁然开朗。山
啊、水啊、田野、菜园以及活动在整幅画卷上
的人和其他动物，原来竟是那样的和谐，那样
的充满情趣。
天地间洒满了金色的阳光，空气中弥漫

着醉人的芬芳，七彩的光影在我的眼中游移，
露珠在翠绿的枝头闪耀，风儿带着爱抚轻拂

过耳畔……
我融入大自然了。像空中盘旋的鹰，像枝

头随风摆荡的蜂鸟，像蒲公英的一粒种子，像
地上的一棵小草……我躯体的一切在分散奔
跑。

午间的阳光没有止住我的脚步，我在放
任自由中继续着一个人的旅行。
“散漫”原来可以这般舒畅！我忘记了自

己，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在不知不觉中忘却了
时光！

时间溜得真快啊！暮色四合，灯火阑珊，
是该回家了。

我走在野外的田垄上，嗅到了植被的清
香。近处的村庄隐隐约约传来睦邻的问候和
小孩的嬉闹，晚归的牛儿偶尔拉出一两声悠
悠的长调，“哞”……

月色已悄悄地弥散在我的四周，路旁的
草丛里星星点点散落着珠光。

大地肃穆，月华如水。

享受孤独
□ 唐建新

11月 23日，节气：小雪。
梦中醒来，推窗一看，今晨是既没太阳，也不

下雨的阴晴天气。我是一个最喜欢这样天气的
人，因为它没有晴日里的那份张扬与炫耀，也没
有阴雨天的阴沉与颓丧，它有的只是平静和含
蓄，因此，我感到十分惬意。

洗漱好，开门登上七楼楼顶。透过几颗木棉
树的缝隙，遥看不远处最喜欢而又熟悉的那条右
江。却发现平日里光彩照人的她，今天怎么不见
了那份风采呢？取代她的是那如烟似梦的雾霭。
我心里清楚，她是很难得有如此晨神之奕地倦躺
着去做着宁静安祥而美妙的晨梦。

凝目遥视右江面上那浓浓的迷雾，我仿佛看
到了右江熟睡的妩媚优姿，好似听到右江那柔和
而平稳的鼾声。此时的我，心里禁不住涌动起渴
望，渴望去江边一览她那美妙的睡姿，窥探她迷
离神秘的梦境。

我迅速下楼，进屋特地打扮一番，约会情人
似的，穿上一身亮丽的秋装，走过宁静的铝城二
小，来到医院和右江边上的岔路口。两岸的所有
景物，此时都沉浸在朦朦胧胧的晨曦之中。右江
两岸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楼房、治安岗亭以及
两岸的树木，也若隐若现地浸在了雾幔里，竟然

使我感到了几分陌
生、几分神秘和向
往。遥视隐在了雾幔
里的连心桥，使我想
起以前捐款修桥的
那一刻。 10 元、50
元、100 元……在短
的时间内就建起铝都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的功德桥。

我满怀虔诚地一步步朝右江边上含笑村的
一片沙滩上走去，右江面上那如梦的晨景，随着
一步步靠近，渐渐地清晰。我不忍心因为我的造
访而惊扰了她美妙的晨梦，所以我轻盈地迈步。
当我来到右江边的沙滩上，近处的江面清晰地呈
现在眼前。右江那美丽的胴体，透出了娇柔而文
静的平和，当微风吹皱了她美丽的“连衣裙”时，
摆动的“连衣裙”便发出阵阵轻柔的“扑扑”声。

左右遥视，江面上有些迷朦如隔纱看秀女。
你既能感觉她的靓丽却又不能明了其所以然。让
你在欣赏之余，有一种不能尽其兴的遗憾之美。

向远处望去却是“天水一色”了，你只能看到
灰蒙蒙的，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水。虽然那里
你什么都看不到，而被雾霭严丝合缝地充盈，然

而就是在那里，却给你
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华丽
的天堂，你也可以把它
想像成美丽的公主，也
可以想像成令人向往的
神秘之地，你也可以把

它想像成……当然，你也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
静静地凝视右江平静与祥和去尽情地放松自己，
给自己找一份平静和安宁。

忽然，一阵尖锐的鸣笛声把我从遐思中唤
醒，我向连心桥下望去，在浓浓的晨雾里，
恍然有个庞大的黑影在向我移动。渐渐靠
近，方见一艘运煤船的轮廓，最后清晰地看
见整个船，很快又消失在右江的晨雾里。
从看见运煤船到运煤船的消失，使我

联想到了悄然无声的青春里对生命最低级
的敷衍和搪塞，四平八稳或者沧桑的青春
之声滑稽又可怕。那么人生，只要把握每一
天，充实过好每一天就能走好这难得的人
生。人生来之不易，生命的长短不必强求，
在意的是生命的质量，而生命的重要元素
之一，就是生活的心态。我们不要有太多杂

念，善待且珍惜生命赐予我们的这份特权吧，痛
快响亮地释放你的自信，执着明朗地表现你的胆
识。因为简单就是快乐，平平安安就是福！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右江一般，有一个很平
和的心境，就能博得每天一个安稳平静的睡眠，
那就获得了幸福快乐的人生。

江面上的雾霭正在慢慢地淡去，来往船只也
渐渐地增多，沉睡的右江水也苏醒了，新一天上
班的人群开始涌动，我也到了该上班的时间了。
我只能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敬意的眼神，与右江
告别，踏上了去上班的路。

是一种流水潺潺的溪音
自你多梦的心头划过

于是你睁开了惺忪一夜的睡眼
梦醒之间的感觉很美丽

你依稀记得呢喃的莺燕
在低浅盈笑

凄水环绕，晓月残更，清苍翠绿
你古典成雅致的词令同莺燕低徊

渔船浅泊，靠成山水了
梦醒之间的感觉美丽成梁祝旋律的颜色

由蓝调萨克斯奏成的
经一强烈的咏叹曲子终结的如同蜀江水泊

于是在惺忪的脑里一片空白
醒来的感觉很忧伤
你静默着如泼墨的山水

而她已变成瘦骨嶙峋的根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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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你知道
只有你知道
我有一个静谧的村庄
我这个静谧的村庄
村庄旁边 两条幽幽的小河
村庄旁边 两条幽幽的小河
慢慢地交汇 流向远方
像两颗相思的心跳

小河交汇的地方
好希望我的村庄
有一座月牙般美丽的心桥
犹如世外桃源
孤独的时候 我站在桥上
只有快乐
轻轻地念你的来信
没有忧伤

看河水静静地流淌

孤独的时候
我站在相思的桥上
只有你知道
轻轻地念你的来信
在我静谧的村庄
你站在那座美丽的心桥上
悄悄地随河水流淌
指着远去的河水
说该去的留不住
人生的旅程好长 好长

南方的冬天，是让人欣喜的。树木仍然苍
翠茂盛，花朵依然绚丽芬芳，鸟儿轻盈地在树
梢花丛中舞动，明媚的太阳也一如既往地温暖
着天地间所有的生灵。比起一路穿过的纷扬冬
雨，最爱的还是这冬日的阳光。

人生也如此，喜欢带有阳光味道的日子。
有人感叹：“活着真累”，更有人吁叹：“活着真
烦”。但我喜欢这样的生活诠释：“活着真美丽。”
喜欢作家雪小禅在书中所写：“要将生命活成一
树一树的花，那一树的繁花，每一朵都是我们青
翠欲滴的日子。”那些花在阳光里，繁花似锦，
昭示活着是如此美丽。

为什么生活在不同的人心里，会投射出不
一样的影像？是生活赐予我有什么不同吗？当
然不是，平凡的我走进人海，随时便被淹没。无
论是从才华、容貌、身世还是事业，没有一样是
让我可炫耀的。可我很庆幸，以一颗平常心找
到了美丽人生的秘密。

在荷兰有一位花商，从非洲引进一种名贵
的花卉，可却种不出这种花在非洲时的典雅富
贵。原来风给花传授花粉后又染上了邻居花圃
其他品种的花粉，于是花发生了改变。在植物
学家的建议下，他将花种送给了邻居们。次年

春天，他和邻居们的花圃成了那种名贵之花的
海洋。那些花恢复了在非洲时的风采。看来，美
丽是需要大家共同培植的。快乐也是这样，是可
以相互感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想保
持快乐，就必须拥有快乐的“邻居”。自己保持快
乐心情，周围的“邻居”会受到感染，反过来会促
使自己将快乐心情延续下去。

单位新来的小师妹，因为要办医疗证去了
一趟医院。回来后说那里人烟稀少，透着阴森恐
怖的气息，吓得连电梯都不敢乘坐。我听后笑
了，很不以为然。她还太年轻，只看到医院疾病
与死亡的章节，而未听到医院康复和新生的乐
曲。医院是我宝贝女儿降落人间的地方，那里是
母爱的发源地。同一个地方，却延伸着不同的感
受，只因为彼此心灵的温度不同。假若一个人对
生活人生是 100℃的炽热，那么他会成为水蒸
汽，变成云朵，在天空飞翔，他所看到的世界是
辽阔的。
让自己快乐地面对每一天，并对人生保持

一颗至少加热到 100℃的心。我快乐，于是我心
美丽。我心美丽，于是我的人生跟着美丽，这就
是美丽人生的秘密。这样的人生，一路蜂飞蝶
舞，水绿山蓝。

一日午饭后躺于床上，朦朦胧胧
中，上头将我喊去，委以重任。于是我
当上了领导。

既然是领导就不能吃别人嚼过
的馍。前任留下的“半拉子”工程，我
决不会再去完成，哪怕，再去制造一
些新的“半拉子”工程。

当我一以领导的身份走进工厂，
顿时发现那里管理涣散，分配不公，
好猫坏猫一个样，勤猫懒猫也一个样，这是“大锅饭”所
致。

既然上头这么看中我，我就决心干出个样子来。计
划重新制定考核标准，奖勤罚懒，打破“大锅饭”的弊
端。消息一传开，便有人叮嘱我：干工作要谨慎，领导不
是那么好当的，新来乍到摸不着锅灶，办事要悠着点，
不然……听得我心里七上八下。

不过，我新官上任三把火，工作起来大公无私兢兢业
业一丝不苟。我终于体会到，为什么领导最善于把小事变
大、把大事化小。因为，只有把小事变大，才能显示出领导
的重要；只有把大事化小，才能看到领导的能力。

我任劳任怨，不敢稍有懈怠，经常深入基层检查，召
开会议。其实，我在成为领导之前，最烦开会，因为我不愿
湮没在人丛里受罪。但是，在成为领导之后，我却最喜欢
开会，因为只有这一时刻，我才能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身
份和存在。

在群众的支持和自己的努力下，我上任以后，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绩。一些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的岗位能手也脱
颖而出，有的受到表彰奖励，有的给予嘉奖记功，有的提
拔重用。工人们皆大欢喜，对我褒奖有嘉。一少部分游手
好闲的懒惰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有的撤职降职，有的
降级降薪，有的被罚款。是我打破了他们平静、安逸、懒散
的生活，是我打破了他们不劳而获吃大锅饭的美梦。因
此，他们对我恨之入骨，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决。

那些投机倒把分子，工作不咋地，但捣鬼有术，他们巧
舌如簧，开始策划如何从根本上瓦解我。他们劝我解放思
想、大胆实践、敢于出手、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尽快腐败起
来，早日成就人生花天酒地的梦想。当我收下他们送来的
第一笔贿赂款时，曾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到了后来，
当有一笔钱捞不着时，我又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作为领导的我出现了腐败，其实并不是我的思想上
出现了腐化。只是因为有这样的位置，有这样的自由，有
这样的方便，难免不滋生那样的冲动，那样的潇洒，那样
的放纵……

正如有诗曰：腐败技能学到手，吃喝嫖赌啥都有；世
人都说腐败坏，个个腐败真不赖；腐败恰是臭豆腐，闻着
嫌臭吃着爱；自从盘古开天地，无数贪官滚滚来；不信请
看腐败史，腐败遍及国内外。

正当我过着安安稳稳、顺顺当当的神仙日子时，我突然
接到省纪委办公厅主任亲自打来的电话，令我次日到省里参
加一个紧急特别会议。我顿时心惊肉跳，如坐针毡。

夜里，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悔不该走上腐败的路
线！正当我捶胸顿足时，手机突然莫明其妙发出警笛声，
我顿时血压上升，一下子昏厥过去。

我觉得胸闷至极，无法呼吸，死亡正向我走来，我突
然大喊一声：“啊———！”

醒来发现一身冷汗，双手压于胸口上。看看钟表正是
中午两点。

原来是个梦。

□ 王新英

我有一个静谧的村庄
□ 韦胜锋

红土地上的执着
□ 蒋艳兰

□ 徐春健

□ 沈婷

右江晨雾
阴 卢绍泽

铝石花

心香一瓣

时代的召唤和指引
带我们走进
这片神奇的红土地
那豆山矿藏的丰富传说
坚定我们心中的执着
对你的爱
始终不曾疑惑
我们全力开拓

空中弥漫着汗水的气息
机器的运转和轰鸣
奏响时代经济发展的强音
遍地忙忙碌碌的脚印
写的是南国铝城崛起的传奇
我们的青春智慧被结晶
凝固成红土地最亮丽的风景

光阴如水无声流动
悄悄侵蚀你我的容颜
看岁月的滑板
从眼前快速滑过
感慨曾经追逐的年轻
看晴空万里
有白云掠过
心胸依然万里辽阔
坚实深情的红土地哟
我们坚持最初的执着

木棉诗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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