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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心语
心灵鸡汤

向心指引的方向前行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 梅晓艳
一弛文武道。 境由心生，身心豁达，随遇而

幼及人之幼。 以善念待人，秉“奉献、友爱、

安。 东坡居士“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境界，虽

互助”之志愿服务精神，为身陷困境之人，

向有为而行。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

逝者如斯夫，往日不可追，在回头的时

不易达到，倒是能时时提醒自己，不争一时

在力所能及处施以援手，帮助脱困。 百善孝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天下无免费的午餐。

候，才发现走过的路有多远。 2019 年，小欢

之长短，不逞口舌之快，不图生活之安逸，

为先，为人子女者，当孝老爱亲，回报父母

通过历练累积真才干、真本事，不断增强自

喜与小别离交替， 留下很多弥足珍贵的记

不惧前进之阻。

的养育之恩。 老怀之慰，在于儿女常伴左

身的竞争力和不可替代性。 实干是务实者

日升月落， 斗转星移， 年轮画了又一
圈。

明理，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忆。 四字头的年龄，从前觉得可忧可怖，不

向学而行。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

右，舒心解郁。 饮食起居多上心，时常陪伴

的通行证， 好高骛远、 眼高手低不足以成

断增添的白发频频提醒自己，“老”已至。 真

生成长之梯、 政党巩固之基、 国家兴盛之

说话解闷，或涎皮耍赖地彩衣娱亲，逗父母

事，唯脚踏实地，低头躬耕，方可成就一域、

正到了这个年龄，体味诸般滋味，只觉人生

要”。 学习应相伴一生，精神的食粮需要时

开怀，是一种幸福。 夫妇之爱，在白首不相

办成一事。 即便是个普通人，也应当有所作

进入新的境界，时光给予我丰厚的馈赠。从

时补充， 成为更好的自己， 做一个有用的

离。 喁喁细语，都是琐碎，细水长流，说上一

为，不虚此生。 恰如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

青涩到成熟，恰是我最好的时候，一如席慕

人。 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以史为鉴，

辈子，也是浪漫。 柴米夫妻，相伴到老，把日

铁是怎样炼成的》 中所言，“人的一生应当

蓉的诗：我已亭亭，不忧，亦不惧。

看成败、明 得 失 、知 兴 替 ；以 诗 养 心 ，提 修

子酿成又香又醇的老酒，是我的小小心愿。

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

养、传文化、增内蕴；以理育人，明廉耻、懂

幸福生活怎可缺少孩子的调皮捣蛋？ 看着

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荣辱、辨是非，感悟何为“以人民为中心”，

小疯丫头长成盈盈少女，身量已高过我，既

北风凛冽， 眼前依旧是萧瑟， 那又如

向健康而行。 名与利，于一生而言，只

洞悉“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政治智慧，

感慨又自得。 她不再是我羽翼下呵护的雏

何？ 寒风的使者，带来草上的白霜，终将消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 向何处行？
向着心指引的方向。
是锦上添花。 人生无坦途，辗转跋涉，经得

以学增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学以致用。

鸟，如今已张开了自己稚嫩的翅膀，准备迎

融于春阳。 马蹄得得，不为春风得意，只为

诸般考验，终需一副好身体。 勤运动，擅节

向爱而行。 “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

接风雨。 纵然心疼不舍，也只能慢慢放手，

心之所向。鼓已敲响，别耽搁，莫迟疑。前行

制，粥饭长食八分饱；朝即起，晚则卧，一张

地同载”。 心怀大爱，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

让她自己摸索前行。 唯愿她身心健康，善良

路上，我们都要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时不感到天虽冷，人很暖。
冬至的夜，在金山店的一家农庄，篝火熊熊。“与爱
同行”义工协会举行篝火晚会迎新年，庆祝成功传递爱
心七周年。 篝火燃着了，周围的一切随着火焰跳动起来，
人影幢幢。 几条黄灿灿、红闪闪的火舌快乐活泼地嬉戏，
肆意拥抱，时而又窜向空中，溅出火花，时而又被大风吹
着，随风起舞。 熊熊的火光与天上的星星相映成趣。
由公司职工、退休人员、社会人士组成的
“
与爱同行”
义工协会成员们，围着火堆翩跹起舞，大家齐唱《我和我
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等歌曲，积极传播正能量。 同
时，拔河等游戏活动如期举行，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落，
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此时，火堆里的湿树枝
“
吱吱”作响，
火光照映着每个人开心的脸庞，晚会进入高潮。
这时，有人在刷朋友圈。 不知谁说了句“冬至宝
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原来，当天有一位弃婴不知被
哪位狠心人抛弃于市区的垃圾堆，这位弃婴被大家起
名为“冬至宝宝”。微信朋友圈被“冬至宝宝”刷屏。“冬
至宝宝”的事逐渐在“与爱同行”义工协会群中传开，
爱心在大家心中涌动。 怎样帮助这个不幸的婴儿，有

○ 博源环保公司 喻亚丽

生产现场，紧张而又有序。 着工装的同
事们，忙碌于各条生产线工位上，设备欢快
运行歌唱……我和宣传部的编辑老师看着
这一切，讨论着是做一个详实的大通讯，还
是做一个精悍的现场报道。 我端的还是那
台相机，就站在靠 7# 门磅房旁的那儿……
昨日半夜醒来， 我才意识到原来是梦

可期许。
2019 年，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很特别的
一年。
这一年春，我在博源，和我的同事们策
划并亲身经历、记录了一场大型公益活动。
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微雨天阴，乍暖还寒，
参加活动的我们和被服务的市民都笑脸盈

内退了下来，提前开始了我的居家生活。 我
开始系统地研读我的先秦诸子百家和六朝
文学，痴迷于杨朱、老庄的无为学说，醉心
于建安风骨永明诗句； 我开始悉心钻研烹
饪之术， 研究起文火慢炖和高压锅速成的
汤品， 双刀细剁与绞肉机绞出的肉馅区别
在哪里；我开始昼看行云舒卷花飞叶落，夜

她的知己，更是她最信任最能依靠的人。 我
们都知道，三年之后，就很难再有这样的朝
夕相伴、形影不离。
每一个过往都是曾经的未来， 每一个
未来都会变成过往。
顺从本心，按照心的指引，一步一步走
好。 这样，当我们静看时光荏苒，每每思忆

境一场。 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清晰。 我甚至
都拟好了新闻稿标题和框架， 都想好了用

盈，如春阳一般的灿烂温暖。
这一年夏，我陪女儿渡过中考。 泼天的

观月缺星疏人间灯火， 细细体味这美丽人
生的朝朝暮暮……

起那些过往的时候，都会禁不住嘴角弯弯。
2020 年，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还要

哪几个角度的照片……我披衣起床， 坐在
餐桌前慢慢喝水。 大概是凌晨 3 点左右的
样子，这跨年夜的窗外依然漆黑一片。 细细
回想梦里的细节， 想起那些战斗在博源的
日子，我思绪万千。
是谁说过？ 人生的真意，莫过于任时光
荏苒，岁月匆匆，你有过往可思忆、有未来

大雨，送考途中，我们蹚水而行。 走在后面
的我，看女儿肩背挺直大步向前，她身披的
蓝色透明雨衣被大风高高撩起， 那风范那
气概，浑然一位壮志满怀勇赴疆场的战士。
我忽然明白， 这考试不仅仅是毕业升学考
试，而是她成长路上的一个关口。
这一年秋，我离开了博源，从工作岗位

这一年冬，我搬到了出租屋，开始了陪
读生活。 早 5 点起晚 12 点息，一日三餐，菜
汤粥饭；雨晴冷暖，添衣减衫；披星戴月，送
往接来……这样的日子， 我很珍惜我也很
享受。 我深知，陪读不仅仅是生活上的陪伴
照拂，更是思想志趣上的交流互通，快乐的
分享与困难的共担。 我是女儿的妈妈，亦是

继续读我喜欢的书，写我心里的文，我要继
续练书法学英文；我要给妈妈染头发，陪爸
爸散步， 我要陪女儿苦读， 也要诗书茶酒
花； 我要环保我要健身， 我要烹果茶煮美
食，我还要品山阅水步履潇洒……
2019，再见！ 2020，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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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窝”。 每当听到这首歌，内心不由得一阵激动。 笔者
和“与爱同行”义工协会的家人们相聚于这个冬至，无

人提议送物资、有人提议捐款。 总之，大家的爱心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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篝火晚会提前结束。 在篝火晚会结束后，又开启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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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如同这篝火般被点燃， 想着要为这婴儿做点什
么。“与爱同行”义工协会负责人于当晚八点前，宣布
段爱心传递的新旅程。
第二天，“与爱同行” 微信群、QQ 群同时发起了
为“冬至宝宝”捐款活动，你 100 元，他 30 元，群里捐
款接龙的队伍,不断延伸、延伸……这个冬至, 因为爱,
显得特别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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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都诗抄

学诗词
年过八旬入校门，
文学班内读诗文。
诗词教我明哲理，
处世齐家修自身。
朗诵诗词胸展扩，
抑扬顿挫似抚琴。
同窗满屋如兄妹，
相互启迪共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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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阳光暖暖的， 这一天明媚的阳光无声地催我
出门。
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我家附近的山边。 路旁竹篱
笆里的桔树，金灿灿的果子把树枝压得弯弯的。 这一树树
的果子，似乎是特意供人欣赏的。 浅蓝的天宇下，那些稀

静静看着它们，生怕稍有动静，惊了它们。 等我回到屋内
再返回，它们已经在你争我抢地偷吃我家的腊肉了。 这些
爱吃荤的家伙！ 看到我突然出现，它们一拍翅膀，一眨眼
飞去了我对面的楼顶，定在暗暗观察着我想再伺机而动。
冬日的早晨，天蒙蒙亮的上班路上，我听见鸟儿清脆

道躲到哪里，它们的羽毛是否淋湿了？ 它们是躲回自
己的窝里吗？ 它们的窝是在夹竹桃的枝杈里吗？ 等到
雨停，它们的声音就又会传来。 它们的身影在桃林在
转化器的周边时隐时现， 它们飞到制酸尾气烟囱上
的时候， 会看到烟囱那碧蓝天空和薄纱般浅浅的流

疏了的叶子更是显出了树枝的疏朗和俊俏， 在树枝之间
我发现了一个鸟窝。
如此近距离的观察鸟窝我还是第一次。 这鸟窝置于
枝杈之间，是用细细长长枯枝绵绵密密地编成，做得很精
致，不知道这没有手的生灵是如何能做到的。 鸟窝里是空
的，不知鸟儿是出门嬉戏玩闹，还是觅食去了。 现在的鸟
儿可是越来越大胆了呢， 居然就把它们的家安在了这低

的叫声，声音是从我们制酸生产现场的转化器上飘来的。
我不禁莞尔，这可爱的生灵，倒是会找地方。 我们这转化
器就是一个天然的暖源，里面几百度的高温，隔了管道，
隔了保温层，周围的温度，应该是宜于鸟类安享寒冬的。
鸟儿什么时候来的呢？ 我想，应该是在我们这片夹竹桃成
林的时候吧。 在那个夹竹初荣，茂盛得紧的春天，在一个
凌晨，我惊喜地听到了鸟儿婉转清脆的啼叫。 那时，晨光

云。 那应该就是鸟儿向往的远方吧！
这些快乐飞翔的鸟儿， 可不是在哪个地方都能随便
将就的居民，它们喜欢绿水青山，喜欢空气清新。 碰到污
染，碰到骚扰，碰到危险，它们就会逃离，去往另外一个宜
居的家园，绝不会有故土难离的凄惶。 不像人类，有眷恋
乡土的牵绊。 我生活的这个小城，鸟儿已是越来越多了！
我喜欢它们的鸣叫和飞翔的身影。 一栋栋的高楼也在我

低的让人触手可及的树杈上。
我们小区里，这几年鸟儿逐渐多了起来，即使是在这
冬日里， 也天天听见它们吵吵闹闹的不知道都在讨论些
什么。 记得去年的冬至，我在阳台上晒太阳，窗外挂了腌
好的腊肉，鸟儿三三两两的就来了，停在我家窗外的金属
架上，黑溜溜的眼睛不知道实在看我还是在看腊肉。 我也

微曦，一长排硫酸大罐威武庄严地矗立眼前，碧蓝的天空
成为夹竹桃林的背景。 似乎从那时开始，鸟儿就成了我上
班时的伙伴。 待到夹竹桃怒放争艳时，我和我的伙伴就拥
有了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的伙伴们，日日在这里唱歌。 有时，下着大雨的
日子里，雨淋湿了花儿，雾朦胧了桃林，鸟儿们不知

不经意的日子里就矗立在我遥望天空的视线里。 成群的
鸽子，在阳光里，闪亮着它们的翅膀，从这个房顶一下子
就飞到另一个房顶，有时又往高远的天空飞去，不见了踪
影。 铜都的这片天空，碧蓝而宁静，因为有了你们的身影
越发地生动，充满活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