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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官山铜官山

寒水

人应该诗意地生活着，争取把生活
过出趣味，把生活过出韵味，把生活过出情
味，把生活过出新味，把生活过出深味。

春天，人应是梨花。当风儿日渐柔
暖的时候，梨花树枝上开始鼓出一些洁
白晶莹的花苞，像处子的小拳，握得紧
紧的，一丝风也溜不进去。等了很久，
太阳才打发一缕阳光挤进来，照到身
上。雨露瞧见了，从滴滴答答的欢快乐
曲里摘一枚乐符抛过去。不胜娇羞的
花苞终于乐了，笑得似乎牙缝都大了，
即使捂着小嘴，也显得鼓胀。梨花看上
去粉妆玉琢，圆润清亮，映衬得树儿更
加生动美艳，绝代佳人一般。

夏天，人应是红莲。几张平滑的叶
就是精美的诗行，挡歪风，遮邪雨，让莲
花的香里有一份独立于世的纯净与高
洁。白天，把朝霞映得黯淡，夜晚，把月
光衬得失色。清新淡雅的美，醉得白云
留步，醉得鸟鸣振林樾，醉得清泉如泻

玉，醉得小星星落在荷塘深处。每朵莲
花都是一抺妩媚动人的笑！为了这一
刻，付出了很多很多啊！

秋天，人应是桂花。不开则已，一
开惊天动地，揪心扯肺地香，入骨入髓
地香，芬芳压百花，自信心爆棚。原来，
绽放可以这样无拘无束，香气四溢，你
不得不去关注。绽放是如此美好的事
情啊！

冬天，人应是梅花。经历几番寒彻
骨，梅花才开得扑鼻香。梅花写下的诗
句很浓重，不会轻描淡写，往往滴着鲜
血和汗水，燃烧着火焰和勇气，火红的
热情中展示着生命的顽强和希冀。雪
花的素雅更烘托出梅花的圣洁高贵与
不同凡响。

我们都要四季如花，诗意地生活
着，少些悲凉，多些热情；少些忧愁，多
些开朗；少些泪水，多些欢笑。让四季
诗意飘扬不断。

□李景超

诗意生活

冬意渐深，凉风四起。这个季节，
你若漫步在河岸山野，放眼望去，就会
看见一枝枝、一丛丛娇艳动人的小雏菊
正顶着寒霜，唱着风歌，傲然怒放，芊芊
地相互依偎着竞相争艳，托起了一个色
彩迷人的世界。

那傲立枝头的菊，苍绿色的叶蔓，
清新醉人的花瓣，娇柔倩丽的花朵，擎
着一丝丝淡淡的馨香。它们有黄的，有
白的，有红的，还有紫的，一簇簇，一团
团，如同一幅大自然描绘的绚丽夺目的
图画。远远望去，那黄的似金、白的若
雪、红的似火、紫的如瑙，株株惹人喜爱
的菊花慷慨壮烈地装扮着大自然的美
丽，一扫冬日的萧瑟和寂寥，送给人们
无限的温暖和希望。

菊花虽普通平凡，却很美丽幽香，
远闻恬淡，近嗅馥郁。在我小的时候，
就是常见的花儿。家家户户的门前屋
后，都可以看见她们的芳影。一场秋雨
后，菊花开得更欢了，她们以自己娇艳
动人、朝气蓬勃的生命将秋冬渲染得更
加五彩斑斓，黄灿灿的映亮了农家小
院。一阵凉风吹过，花儿随着微风飘动
的节拍轻轻摇曳，宛如蝶儿般亭栖枝
头，展翅欲飞，温暖了人们在肃杀的寒
天里渐渐变冷的心灵。

坐在自家门前，望着这花，听着风
儿从耳边吹过，觉得这时节也有着独特
的魅力：层林尽染，菊香满怀。在这万
物凋谢的季节里虽然好多花都枯零了，
褪色了，而菊花依然生机盎然，傲冷风
斗严寒。小菊在满地的落叶里静静地
生长，痴痴地绽放，就像一个羞涩而又
多情的少女，芳心不移舍身去爱，不管
严寒霜冻，依然本色不变，冰清玉洁，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无骨的花朵，却有着极品的情感：陶渊
明以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洒

脱娴静的心态来面对不平的世事；僧齐
已赞它“无艳无妖别有香”，声明自己

“栽多不为待重阳，却是真心爱澹黄”；
“菊残犹有傲霜枝”，苏东坡用它既赞美
菊花的品格亦隐喻自己的情操……冬
日正因为有菊的相伴而美丽，寒瑟的季
节才不显寂寥和沧桑。“零落黄金蕊，虽
枯不改香。”金黄色的菊花恰如冬日那
和煦的阳光，不热不躁，暖人心腑。

“秋菊有佳色，更露摄其英。”菊花
既可以供人欣赏，还能食用做成菜肴，
让人大饱口福。我国自古就有吃菊花
的风俗。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
中就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
之落英”的句子。菊花最常见的吃法，
是熬煮菊花粥和调制菊花羹，都清香可
口，营养丰富。《本草求真》认为，“甘菊，
其味辛，故能保肺以滋水”。可见，菊花
茶润肺的效果也相当好。闲暇时光，拿
来四五朵菊花，用沸水冲泡一壶清香四
溢的菊花茶，看一朵朵小干菊花在氤氲
水分的滋润下慢慢舒展开，挤挤挨埃地
漂浮于水面，就宛如欣赏一场清丽之
舞，真是惬意人生。

菊花是如此的美好，却身处穷乡僻
壤、冷霜寒冬，与富贵荣华无缘。她不
娇气，不做作，只要有泥土，无论是多么
贫瘠的土地，它们都能够扎根、都能够
生长、都能够绽放生命，瘦小的茎枝看
起来虽有点弱不禁风，却是一样的生机
勃勃。站在寒风萧瑟中看菊，菊花缕缕
幽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沁人心脾，让
我陶醉其中，淡菊如梦，让心灵在此自
由飞翔。

菊花清心，人淡如菊。面对纷繁的
世间，学会做一株菊吧，在寂寞中生长，
在压力中坦然，保持一颗淡然而朴实的
心，享受沧海变桑田的快乐，经过磨砺
的生命才会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钟 芳

冬日雏菊自芬芳

已是初冬，大明湖畔水波浩渺，残
荷点点，满目枯黄。

远处的垂柳似乎还翠绿地亲吻着
湖面，而湖边上的荷，早已凋零。阳光
灿烂，湖边宁静、美好。我坐在湖边的
长椅上，静静地观赏残荷。

夏日里，我曾坐在这里，观赏过那
袅袅婷婷的荷。那样的一枝荷，荷叶翠
绿如盖，荷花如粉色的女子，随风摇
曳，婀娜别致处，清雅香飘来。当时，醉
在那份艳丽之美。

如今，荷早已没有了夏天的妖娆，
呈现出一种凋零的落寞。水依然清幽
幽的，几片红色的秋叶，像一只只小船，
在水中摇曳。盛夏时挺立的茎儿似乎
有些弯曲了。有的甚至折向水面，湖面
像把大镜子，倒映着呈现出一个个有趣
的菱形。那宽大的荷叶，此时低垂着
头，朝向水面，好像在兀自叹息着。有
的叶片已经被湖水浸泡了大半，在水面
上呈露出小小的圆形。

水波轻轻地荡漾，那些茎蔓呈现出
迷人的几何线条。而那边线条又在水
波的游动中，微微地晃动着，直线变成
了波折线。曾经素面朝天、自信满满的
荷叶，如今弯着腰，亲吻着水面，似乎是
在默默地感谢着它一生的滋养。

残荷如梦，色彩清幽。当粉嫩的小
荷才露尖尖角，到荷花袅袅，再到黄叶
凋零，似乎只是时间的一粟。如今，这
荷叶是黄的，在阳光下，泛着幽幽的
光。有的荷叶还桀骜不驯地挺立着，似
乎还在抗争着什么。红色的游鱼甩着
尾巴游过，似乎在聆听荷叶最后的叮
咛。

在时光中，荷一年年生长、凋零。

古往今来，人们赋予了残荷很多的情
感。唐代李商隐曾云：“竹坞无尘水槛
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
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想来，当秋雨飘
飘，留得残荷听雨，雨打残荷，也是极美
的。古人悲秋，亦或云：“菡萏香销翠叶
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
悴，不堪看。”人们喜爱丰盈俊美，而残
荷则有些憔悴了。

但是，残荷不美吗？我望着湖边的
残荷，轻轻地摇头。残荷是多么美啊。
你看，它有一种历经岁月后的知性之
美。它将自己的锋芒隐藏，在风霜雨打
面前，呈现出一种坚韧、饱满的铮铮傲
骨。那是一种坚韧的美。残荷是美
的。那是一种萧索之美。你看，残荷用
自己的茎与叶，呈现出无数迷人的几何
造型，在水波处，在夕阳中，构图丰富，
如此静美，而赋予变化。

雪小禅笔下的残荷，也极有韵味。
她说：“年轻时，只顾着一味的盛开。那
饱满的大荷花呀，看着是纯洁是壮丽，
可是，不会对她有敬畏，她太单纯的纯
粹。那样的纯粹，有什么味道呢？老
了，生出孤独的美感与凄清的味道。守
着一杯清茶，一盏孤灯，几本闲书，几本
书法孤贴……足够了。人生要的太多
也是缺失，太过完美也了无趣味。”

我品着她的话，再看着眼前的残
荷，突然想：其实，稍显残缺的人生，便
像极了这冬日里的残荷。可是，却更加
有厚重的深意。残荷如梦，残荷也深
沉。它仿佛在告诉我们，年轻有年轻之
美，老了，败了，也有凄清之美。人生的
每个阶段，都有其丰富的韵味。如果你
细细地品，都有十足厚重的味道……

□刘云燕

大明湖畔品残荷

今夜，初冬的第一场雨

月光不再出工，黑夜的黑比白天的
白还要清晰明朗。街面上行人稀少，只
有路灯依然在值班。昏黄的光，照见了
一场从天而降的初冬小雨。

我在匆匆赶路，我成了这场冬雨最
直白的注脚和画外音。我知道有的倦
鸟已经归巢，有的不速之客还在蠢蠢欲
动，没有人比此时的雨中行走更冷静，
更若有所思了。

当然，情人们的热吻还在继续上
演，一些泪水分担了疼痛或者幸福的那
个时刻。尘世间隔着天堂的理想与芬

芳，你的目光间隔着我的梦寐以求。
这场雨，是回忆也是倾述，是寻觅

也是验证。那些内心深处大大小小的火
焰啊，我相信还藏在你的心房，那股令人
信赖的暖流啊，完全可以陪你过冬！

路过一家棉花店

这些新棉花，旧棉花，也是花朵的
一种，它们装满了冬日阳光的味道与芳
香，温暖又温馨，温柔又温情。她们的
体贴与善良，恰如奶奶那软绵绵的手掌
与一厢情愿的呵护！

远离了田地里的风风雨雨，告别了
村庄上空的炊烟袅袅。一些汗水已经

扎根在那片互为信赖的土壤，一些收获
已经被村民们稳妥安放。

现在棉花店的时光是安静的，安详
的，安然无恙的。弹棉花的人，操着古
老的手艺，站在日子边上，铺展，翻新，
盘活，让温暖与温暖拥抱吧，让时光与
时光重叠吧，一种和谐与美好，就要脱
颖而出！

冬天来了，一床又一床的棉花被会
与我们朝夕相处，一天又一天的寒冷，
又算得了什么！

假如雪来，我就拥抱你！

这不是承诺，也不是誓言，这是冬

日里我坦诚无比的心扉，单薄而又庄
重，清醒而又猛烈！

北国江南，此时此刻，寒风敲打着
入冬后每一根光阴的骨骼。万物沉寂，
世界坦然，高远的苍穹，紧锣密鼓的，是
一场大雪对大地的马不停蹄的奔赴！

寒冷即将铺天盖地，会有一些落荒
而逃，也会有一些痴心坚守。河堤掩护
着水流的心思，村庄与村民们再一次相
依为命，有一条道路肯定能通往你心驰
神往的地方！

我愿意站在自己的执着里，耐心地
把你等待。假如雪来，我就欢天喜地迎
上去，一尘不染地拥抱你，我的女神！

□季 川

初冬印象（三章）

这次贵州六日游，我正是冲
着亚洲最大的瀑布——黄果树大
瀑布而去。

对于贵州，我并不陌生。曾记
得1969年12月底，我奉命到贵州
遵义绥阳农场一个叫让水的大山
里训练新兵。在这“天无三日晴，
地无三尺平；开门就见山，出门雨
淋淋”大山里，渡过了最艰苦的3年
多军营生活。在那个年代，旅游对
于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语，即便
我多次回家探亲乘坐火车留宿贵
阳，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念想。今年
11月1日下午2时许，当我旅行的
深航飞机平稳降落在贵阳龙洞堡
机场时，我在内心呐喊：贵州，我来
了！黄果树瀑布，我真的来啦！

当我们来到黄果树瀑布的第
一个观景台，跃入我的眼帘是，奔
腾的河水从70多米高的悬崖绝
壁上，飞流直泻犀牛潭，发出震天
之巨响。黄果树瀑布能成为亚洲
第一，是因为瀑布宽为101米，其
中主瀑顶宽为83.3米。而神奇的
是瀑布后面，有一个长达134米
的水帘洞拦腰横穿瀑布而过，由
6个洞窗、5个洞厅、3股洞泉和6
个通道所组成。电视剧《西游记》
中的美猴王，在花果山率领一群
猴子自由自在生活玩耍的剧情片
断，就是在黄果树大瀑布景点拍
摄的。我站在观景台上，并没有
马上去拍照，而是双目望悬泉，寓
见白云天，注视着从天际飞奔而
下的瀑布，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
一幅“千仞泻联珠，一潭喷飞烟”
的美丽画卷，让人惊叹。此时此
刻，我想起了唐代诗仙李白的“飞
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的诗句来。对游客来说，观赏黄
果树大瀑布壮观之美的同时，还
得体验一下穿越黄果树大瀑布下

面水帘洞的神秘感。我将相机用
塑料袋包裹好，跟随在人流中沿
着唯一的通道，穿越黄果树大瀑
布下面水帘洞。走进水帘洞，游
客很多，有的在一块刻印“水廉
洞”石碑旁拍照留影，有的则利用
洞窗，从另一个视角欣赏瀑布之
美。我属于后者，选择一个较大
的洞窗欣赏了几分钟。是的，当
我从水帘洞内观看飞流直泻的大
瀑布，确实是令人惊心动魄。如
此壮观的瀑布下的水帘洞，当属
中国，当属贵州。这一奇观在世
界各地瀑布中也是罕见的。

在我的印象中，瀑布之美，应
有蓝天与白云映衬着。我在大巴
车上对这次同行的老同事说，我
们这次游玩黄果树大瀑布，如果
能遇上蓝天白云就好了。说者无
意，老天有心。大约在下午3点
多钟，我们穿越水帘洞后来到第
三个观景台时，一阵轻风拂面而
过，顿时我看到瀑布上空云开见
日。我情不自禁地说，真是老天
爷惠顾我们，蓝天白云下的黄果
树大瀑布，太美了，太壮观了！我
急忙按下相机的快门……不一会
儿，令我更是想不到的是，一束阳
光直射从高处飞流直泻犀牛潭而
撞击溅起的水雾，顿时出现了一
道美丽的彩虹，宛如给黄果树大瀑
布披上了一条色彩斑斓的轻纱。
蓝天、白云、瀑布、彩虹，即刻构成
了让人难以忘怀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最美的画面。“快来看
呀，瀑布上有彩虹！”游客人群中不
少人在叫喊着，我也急不可待地端
起相机，将这一壮观美妙的黄果树
大瀑布飞彩虹定格在我的相机里。

这次贵州之旅，我们很幸运，
蓝天、白云、瀑布、彩虹，都遇见
了。我真的不虚此行。

□詹敬鹏

黄果树瀑布，遇见了彩虹

今年夏天，应河南省《驻马店
日报》一位退休老记者朋友的邀
请，前往驻马店嵖岈山景区和他的
故乡泌阳县马谷田乡罗店村旅
游。罗店村是个以竹子闻名的小
山村。当我来到罗店，未见村庄，
先看见茂密的竹林。乍一看去，整
个山村像是竹海中的一叶扁舟。

竹，在我国素以“君子”著称于
世。它同梅花、松合称为“岁寒三
友”。由于竹奋发向上，刚直不阿，
不招蜂蝶，洁身自好，许多文人雅士
以竹表达风骨气节，不知费尽了多
少诗人画家的笔墨。清代著名诗书
画“三绝”大家郑板桥诗“咬定青山
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
还坚劲，任而东西南北风。”便是脍
炙人口的一首。

据说我国竹有200多个品种，
罗店竹则以楠竹和毛竹为最多。
竹和罗店人的日常生活可谓密切
极了。家家户户农用的晒垫，箩
筐，家用的竹床，竹垫，竹桌，竹椅，
小巧精致的菜篮，斗笠，灵巧轻便
的小孩拖车，光滑柔软的青皮楠竹
凉席，围鸡的鸡罩，门上的竹帘，比
比皆是，去掉竹器似乎去掉半个家
当。伴随着竹业的发展，罗店村的
竹材加工产品不再局限于简单的
生活、劳动用具上，而是扩展到工
业用品生活用品及工艺美术品上
来，竹材得到合理充实的利用，竹
制品的附加值随之大大提高。如
工业用品上有竹胶板，竹集装箱
板；在生活用品中忆有空心保健凉
席，高级竹地板，全竹高档装璜以
它谈雅、质朴、清新、自然的特色走

进了高级宾馆、饭店。“好竹连山觉
笋香，饱食不嫌溪笋瘦”。这是宋
代大文豪苏东坡留下的名句。近
代艺术大师吴昌硕在他所绘的《竹
笋图》上题诗赞说：“客中虽有八珍
尝，哪及山家野笋香。”据罗店村委
会主任介绍，竹笋素来以脆嫩甘
鲜，爽口清逸，吃之不腻等特色受
到人们的青睐。笔者也爱吃竹笋，
所以在罗店村游玩时，朋友家每日
三餐都有竹笋做的佳肴，如凉拌春
笋，红烧竹笋肉，火腿笋汤，酸笋鸭
汤，笋烧肉丝…..两天的小住，我尝
到用笋做的菜达21种，至今想起
来，感觉口中还有一种笋菜的余
香！

因为有竹，罗店的夏天感觉也
比别处格外凉爽。村民们劳作忙
碌归来，坐在荫凉的竹丛下，躺在
清爽的竹床或竹卧椅上，喝杯沁心
的竹叶茶，打开智能手机听听动人
歌曲，热汗顿消，令人心旷神怡。
附近的青年学生或年轻伴侣，也爱
在这清幽的竹林小道上追逐徘
徊。我在朋友家住了两宿，感觉这
里真是神仙宝地。清晨的太阳刚
刚露出笑脸，就看见成片竹林在阳
光下飘浮着一层淡淡的雾气，远远
望去，朦朦胧胧，素雅淡远，好像进
入梦幻一般境地。

随着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步伐
的加快，使罗店村闻名遐迩，成了
全国和河南省的旅游美丽示范村，
每年接待上百万的游客来此观光
度假。如今过着小康生活的罗店
人也尽情享受着竹子所赐予的厚
爱。

□殷修武

罗店赏竹

动，静的相反词。
静，安而不动。寂静或静默，都是没

有声音，但是一个人安静太久，还是会想
活动活动，这就是所谓的静极思动。

至于动静两个字合在一起，则表示
“事情的消息”。

有什么动静吗？问话的人无非想打
听当下消息，进一步了解实际的现况。

人是动物的一种，动物的特性就是
动。人一生下来就开始动。动，是人的必
有行为。人活一生，其实就是动一生。人
能继续动，代表人还活着。有一天，人完
全不会动了，表示死亡已经降临。我们追
悼死去的人，总说“安息吧！”永远的安息，
等于是一个人结束了阳世的“动”，不必再
劳劳碌碌了。

人活着，不能不动，不动就会被人说
懒，人的致命伤就是好吃懒做，所以“动”
是人的宿命。活着就要动，不但人的身体
要动，人的头脑也要灵活——每天，当第
一道天光从室外传进屋内，人一张开眼
睛，立刻东想西想，想昨天没做完的事，想
今天会有什么新的发展，新的希望，循着
自己的思想，人下得床来，刷牙、洗脸一一
打点自己的门面，

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早
晨。而且明天以及更多的明天，老天仿佛
不停地送礼物给我们，不管每个晚上我们
多么沮丧，第二天，总是有一个新鲜的早
晨送给我们，让我们再度积极乐观地向前
走。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新旧日子追逐
着，我们从早忙到晚，忙就是动，然而同样
都在动，有人是灵动，有人则是盲动，盲动
就是乱动——一个杂乱无章只会乱动的
人，看来这一生大概也是草草人生，无什
么寄望可言。而一个心动、灵动的人，不
但自己活得丰富饱满，也能把美感和雅致
传达给众人和社会，发挥提升文化和良性

循环的因果。
在灵动和盲动之间，一个极为关键的

“动机”——动作时所抱的目的，会决定我
们整个人生方向的对错。动机纯正，我们
一生的努力，会发光发热向善；动机邪恶，
引导出来的是一条罪恶之路。社会上犯
罪新闻不断，每天刀光剑影，砍砍杀杀，就
因我们启动的是身体中的恶，我们心目的
良心和善念全被蒙蔽了。

同样是动，有的人能让“动”变成一种
秩序，变成一种安定。而有些人的“动”，
却因自己内心的不安，而把整个事情搞得
天下不宁，且带来动荡和危机。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通常都是安静
的人。动作大、声音粗，代表的是心虚、自
卑。而一个有自信心的人，总是以静制
动。安静的人，以智慧过日子。安静的人
是一座山，山在，让人踏实，让人放心。安
静带给我们定力，在千军万马的战场，最
需要的是一个神定气闲的指挥官。也许
他内心和你我一样慌乱，但站在士兵和军
官面前，他一定要有稳若泰山的气势和镇
定。

修行、修行，人有了生活的磨难，有了
人生的历练，终于知道人要从愤懑中走出
来，把积怨化解，唯有洗濯自己的一颗心，
从静入手，就像写《省思札记》的黑野说：

“静默中有智慧。因为静默中我们才能沉
思。”

寂静，你要设法让你的世界寂静。
当你拥有寂静，你才是自己的主人。
没有“孤独”这位朋友，你想提高自己

作为人的品质，那就真的是缘木求鱼。
动物要动，动物中的人类更要学会静

物之静。人，是万物之灵，人要“动如脱
兔，静如处子”，人在天地之间，要学习山
样的沉默，海样的澎湃。一动一静之间，
知道自己的分寸，知道自己的位置，才能
活得安心，活得自在。

□李阳波

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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