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蜿蜒流淌的河，流过
古老的土地

流向时间的海洋，流
向蔚蓝的天空

流进最后的坟墓
天空飘荡的云，演绎

着世间最残酷的悲剧
一切的忠贞、背叛、仇

恨、苦难
都在瞬间呈现
欲望之花，朝着天空

疯狂地生长
肉身是一切罪恶的寄体
火烧在一切真理的边缘

风从远古吹向未来
飘扬的经幡渡着千万

个灵魂
去往梦中的乐土
雪山，高原高傲的头颅
心的方向，流血的圣地
我们永恒的信仰
村庄在浓雾中慢慢隐去
悲歌和赞歌都远去
英雄的血染红了故事

的脸庞
轮回的咒词响彻空谷
奔跑的白驹驮走了最

后一滴泪水
天空永远有个太阳，

审判这变幻的风云

（四川民族学院B区
政法系1531班）

■吉地日赌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电话：（0836）2835756 电子信箱：gzrb@gzznews.com 电子信箱：457782572@qq.com

早些听朋友谈及清水沟宁静清幽，水
流潺潺多石头。我也曾看过几张照片，心
向往之，一直想去散散心，终被琐事囹圄，
抽身不得。

周日下午，我独自一人从康巴大学出
发，沿省道211向北徒步前行。上午还是
春光撩人的姑咱小镇，下午却是暮云叆
叇，有些闷热，感觉山雨欲来。这一路，气
候干燥，土质疏松，时常有山体滑坡，每前
行百十来米，便可看见大大小小的散石卡
在公路两旁的防护网上，飞石流沙早已见
怪不怪了。

要说川康有颜色，那一定是蓝和白
——白得圣洁，蓝得纯粹。这是春天，
自然该有些生机。路边有盛开的樱桃
花，跟这里冬天的飞雪一样，白得那般
讨喜。我离家西行求学的前几日，也适
逢樱桃花开了，从萌生新芽到完全绽
放，前后大概半个月时间。故都开春后
多冷雨，朵朵雨湿的小天使耷拉着脑
袋 ，通 体 温 润 剔 透 ，出 浴 小 美 人 儿 一
般。相比而言，姑咱小镇的樱桃花要大
一些，白一些，且饱满热烈，像康巴姑
娘那般耿直飒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康巴干燥多大风，川东温润多小雨。所
以川东人较川西人性格温和，心思缜
密。川西康巴人性格则更豪爽，为人处
世少城府。

此前，我只知道清水沟的大致方向，据
说大约要行走半小时路程。在一路向北步
行四十分钟后，我依然没有发现清水沟的
踪迹。只见省道边有一路标，上写着：“浸
水沟村”的字样。我估计已经走过了，于
是电话联系了一位经常来这儿赏景的朋
友，得知清水沟就在我刚路过的不远处，
便又回转身去寻。

果不其然，几分钟后，数不清的石
头自小沟接大渡河的出口向山里绵延
而至，不见发端。大的有几吨十几吨，
小的则碗口大小，有些许流水清漾，声
音清脆而微弱。我心甚欢，加快了脚
步，沿水沟一路向山里前行。在一低
矮处我找到了下沟的小路，杂草丛生，
险些踩空，幸而无恙。我攀爬上一块
大石头，伫立在上面举目眺望，左右皆
是山体环抱，向上依然不见发端，往下
的 出 口 也 被 山 体 遮 挡 ，消 失 在 转 弯
处 。 莫 名 的 孤 独 和 自 卑 感 在 阵 阵 翻
涌，面对雄伟的山体和沟壑，我意识到
自己的存在是多么渺小和卑微，生命
在此刻是脆弱而幸福的。

沿溪行，忘路之远近。越往上流水
声越轰鸣，大大小小的水潭错落在谷
底。也真不愧是清水沟，水流见底，大小
碎石沙砾清晰可见。我跪在一块石头
上，鞠一捧清水洗了手和脸，初觉清冷，

而后些许刺骨。无意间瞥见的几瓣在小
漩涡里打转的红色小花让我内心一震，
这周围全是散石，偶有干黄的野草杂生，
不见花朵。好奇心再次让我加快了脚
步，沿着水流往上走。

连续越过了几十个水潭，几道弯，两
棵开满红色小花的树木映入眼帘。靠近
水流的一棵开得更丰盈，边上恰巧有一小
水潭，面上漂浮的红色小花瓣随微微水
流，来回徜徉，游戏一般。不远处的那棵，
修长婆娑，在岚风的吹拂下有花瓣飞落。
我不觉有红消香残的哀怨，反倒觉得畅
快，无拘无束，奔放的自由。突然想起了
席慕容的那首《一棵开花的树》：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於是把我化做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
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
我哽咽了，感动又幸福。一直以

来，我每读这首诗都会联想到爱情。但
是此刻，我明白了那种等待，那种孤身

一人面对意料不到的美好事物的感动
和幸福。这是任何言语都无法描绘的
美。此刻，我的身体稍有疲惫感，内心
却是风起云涌。坐在树下，我抬头望着
飘落的小红花，像个孩子一般，那种感
觉能让人忘记一切。

一个多小时后，岚风渐劲，天色也暗
了。我起身下山，从清水沟里出来，视野
变得开阔了，没有了那种一个人置身谷
底的孤独、卑微和渺小之感，小镇边缘
的各种石材加工、淘砂石、细沙的小厂
多了起来。我知道回去的路上越往前
景象越繁华，建筑越来越高，人也越来
越多，各种商店铺子林立。路边有垂柳
依依，树下有老人下棋。来来往往的人
们说着笑着，忙着幸福着。一路小跑朝
学校奔去，上晚自习的小学生穿着校
服，背着书包，在杂货店里买学习用具，
买辣条小吃的也有。

我终究属于这纷扰的世界，那些一
个人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感受过的心
情，都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正是因
为那些曾在内心深处激起的点点星火，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复燃，给我日月星
辰，给我温暖和爱，让我的精神更加清
透，心境越发明晰。

我想，我该是幸福的，无论何时何地。
（四川民族学院B区汉语言文学系1542班）

清水沟散记

妈妈告诉我，世间最美的莲花，就开
在心间。

依稀记得那是一个晴天，有着明媚的
阳光，有着无边的蓝天，凉风微微拂过，带
来青草的芬芳。我牵着妈妈的手一起去
九龙县城的敬老院做公益活动。

到了敬老院门口，只见门外的浅草里
开着几朵黄色的野花，除此几乎没有任何
的生气，仿佛是一座荒废多年的古堡，早
已被清冷和孤寂占领。

走进大门，几个形同枯槁的老人从我
们面前走过，他们晒得黧黑的脸膛上很难
看出更多的深意。见到我们的老人只冲
我们干巴巴地笑笑，一双眼睛如同夜晚的
湖泊。

一种莫名的情感占据了我的心脏，细
细密密地扎着我灵魂最柔软的地方，原来
那是一抹突如其来的心痛。

我默默地看着老人们，直到妈妈拍了
一下我的肩膀，原来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今
天要送给老人们的慰问物资，它们被分成
一包一包的，用红纸扎好，看上去极喜
庆。妈妈从中拿出一包递给我，朝一旁的
一位老人努努嘴。

我会意的朝妈妈笑笑，并走向那位老
人。老人看到我走来，那张密布皱纹的脸
瞬间有些绷紧。我又是一阵心酸，在这里
的老人，不是没有子女，就是被子女抛弃
了的，也许他们还疾病缠身，他们来到这
里，有房子住，有吃有穿，但精神却很寂
寞，早已失去了活力的快乐。

我想尽我之力，给他们一些温暖。我
冲那位老人笑笑，伸出右手，去握住她枯
瘦的右手，那手冰凉，粗糙，又硌人，就如
同一块饱经风霜的石头。我从她的眼睛
里看到一丝波澜，就像一颗小石头，忽地

跌进一片湖时荡起的波纹。
我把红纸包递给她，她接过东西腼腆

地笑了，接着对我说：“谢谢。”
听到这两个字，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

我心底破土而出，萌出嫩芽。我体会到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那种快乐撞击着我
的灵魂，替代了之前的心痛。

我又去妈妈那里取来红纸包递给另
外一些老人……

派送完东西，当然活动还没有结束，妈
妈和她的伙伴们还为老人们请来了县里小
有名气的舞蹈队，为老人们表演节目。

欢快的音乐响起，演员们翩翩起舞，
此时的敬老院充满了欢声笑语，老人们脸
上都露出了甜美如幼童的笑容。

我也一样沉浸在这种欢乐之中，心中
的萌芽已抽出绿叶，长出花苞。我想我懂
得了何为爱，何为快乐，陪伴即是爱，给予
即会快乐。

我看到有几位老人一边看节目，一边
偷偷抹眼泪。我也留下了眼泪，真想走过
去抱抱她们，安慰一下他们和此刻的自己。

我刚走近其中一位老人，她就把手伸
向我问：“你们以后，还会不会再来啊？”那
是暗哑的声音。我一愣，但很快便肯定地
回答：“当然，我们会再来的。一定！”

其实就算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也会尽
力去给需要的人带来温暖，因为，我好像
已经喜欢上了这种“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的快乐。这个时候，心中那个花苞忽然颤
抖了一下，开出一朵纯洁的莲花……

活动结束了，老人们都起身送别我们
到门口，那浅草中的几朵黄花显得有些生
机了。而我心中这朵莲花，仿佛已照亮那
些困境中的人们，还有他们坚强的笑容！
（成都市温江区东大街第一小学六年级一班）

莲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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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为我们付出了太多，总想送给她
一件有意义的生日礼物，借以表达做儿女
的一片感恩之情。首先，我想亲手给妈妈
做一顿美味佳肴改善生活，因为她忙里忙
外一刻不得闲，节衣缩食导致有点营养不
良。其次，我还想送给妈妈一只八音盒，
因为妈妈喜欢音乐，每次遇到烦心事，她
就要哼上几嗓子调节情绪。最后，我甚至
想送给妈妈一枚金戒指，因为别人的妈妈
都穿金戴银的，而她跟爸爸结婚十几年
来，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装饰品。

可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并没有能力实
现这些愿望，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计上
心来。事先我特地查看了户口薄和万年历，
发现妈妈的生日正好在周末。这天上午，我
趁着爸爸、妈妈外出帮人盖房子的机会，翻
箱倒柜找到了一个跟妈妈的手指头一般大
小的铜箍，经过一番细细的打磨、修饰，改造
成了一枚简直可以以假乱真的“金戒指”。
下午，我又带着妹妹和弟弟截断村头的一条
小溪，抓到了满满一茶缸的泥鳅，回家试着
做了一锅泥鳅煮粉干。只可惜手艺不到家，
竟把泥鳅烧焦了，粉干也煮糊了。

傍晚时分，爸爸、妈妈灰头土脸地回

到家里，看见饭桌上的泥鳅煮粉干不由得
一愣。爸爸眼睛一瞪，轻轻地磕了我一骨
凿：“狐狸妮子，你这样鹅手鸭脚的饭都不
会做，将来谁娶你啊？”

妈妈如释重负般地一声长叹：“我女
儿长大了，懂事了，会自食其力了。”

我拉着妈妈的手，故作神秘地说：“妈，你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要送给你一件贵
重礼物。”说着，掏出“金戒指”小心翼翼地给
她戴上，然后招呼妹妹和弟弟围着她又唱又
跳：“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爸爸又是眼睛一瞪，轻轻地磕了我
一骨凿：“狐狸妮子，你想搞这个名堂羞
辱我无能啊？”

“别闹了，别闹了，咱们乡下人不兴这
个洋玩意儿。”妈妈连忙摆手叫停，她把妹
妹、弟弟和我牵到一块，不胜伤感地说：

“孩子，你们只有发奋读书，将来做个有本
事、干大事的人，才是送给妈妈的最好礼
物。可别像你们的爷爷、奶奶和老爸、老
妈，祖宗三代吃亏就吃在没有文化上面，
一辈子只会做苦工、累死牛。”

妈妈的一席话，直说得我鼻子酸酸的，
喉咙涩涩的，只是一个劲地朝她点头……

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

馨香 一瓣

游记

■
雷
磊

生命以它独有的美，浸
润了生活的点点滴滴，美丽
的生命，源于一份对生活的
热爱。生活，就是面对现实
微笑，越过障碍注视未来，面
对困惑或黑暗时，灵魂深处
燃起明亮且微笑的灯！生命
承载着生活的典雅与庸俗，
生活是生命最好的诠释与定
格。活着，为什么活着，怎样
活着？电影《活着》用特殊的
方式为观众演绎了活着。

影片《活着》以新中国成
立前后为背景，男主人公徐
富贵的曲折命运为线索，以
时间为明线，皮影为暗线，反
映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彰
显了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延
续。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
着。这句话总能给人一种消
极的思想，深思一下，是否可
以理解为活着就是希望？

电影《活着》通过徐富
贵一生的坎坷遭遇展现了
人活着的意义，黑色幽默贯
穿期间，笑中有泪，具有温
情和悲悯的胸怀。徐富贵
的一生遭遇，涵盖了人在历
史中的命运是无法掌控的生
命之痛，衍生出了生死之间
的苦笑。命运的无情和生
命给予了我们的无奈，但是
生命似乎又给我们一丝喘
息的机会。徐富贵嗜赌，气
走妻女，输掉家产，气死了
父亲。但当他家徒四壁，彻
底绝望时，妻子家珍带着一
双儿女回来，徐富贵脸上洋
溢的是重获新生幸福。活
着的下一秒我们永远不知
道会发生什么，认真活着，
也就有期待。家珍对徐富
贵说：“我什么都不求，只求
和你好好过日子。”这句简
单而真诚的话里又是一种
对生活怎样的期待。家珍
活着，一生只为了能和徐富
贵好好过日子，相夫教子，
有一个温馨的家。然而徐
富贵又在战乱中被抓为壮
丁，他看到尸横遍野，才恍
然大悟：“只想活着回家，看
到自己的老婆和孩子。”活
着对家人就是希望，就是寄
托，就是支撑。

影片里龙二被枪毙仅
仅赢得了一院房，也因此被

扣上了地主的帽子，而响彻街
巷的枪声吓得徐富贵尿了一
裤子，他再次失去了家产，生
活的艰辛却保住了徐富贵性
命。这也许就是生活的巧合，
生活在你失去的同时又在以
另一种方式给你馈赠。徐富
贵的儿子被区长春生开车撞
得血肉模糊而去世，家珍无
法原谅春生，但春生最后受
到了文革迫害到想自杀，家
珍却不计前嫌，以一句：“你
还欠我家一条命，你得好好
活着！”鼓励春生坚强的活
着，春生活着对他们而言就
是安慰，就是幸福。活着不
易，得到和失去总是互补的，
有得必有失，学会释然，看淡
生活的得失，就会坦然。

徐富贵的亲人一个个
离他而去，如此多的不幸戏
剧般的降临到他身上，像是
命运的使然，无奈何，只能
承受。但他和家珍没有放
弃生的希望，一次次的死亡
和不幸没有使我们看到绝
望，去控诉那个社会和命
运，而是在告诉我们一定要
好好活着，认真活着，因为

“活着”这两个字很重要。
影片最后用被时代毁

灭的传统皮影箱装新生命
――小鸡，巧妙的将艺术、
传统和生命紧密联系在一
起，赋予了活着更深一层的
内涵，也寄于了新的希望。

影片从徐富贵一个普通
老百姓身上看到了对未来美
好梦想的粉碎，而后生活还
是落实到现实生活，生老病
死，一部平铺直叙的流水账，
所有的修饰都显得多余，这
也许就是活着最坚实的表
达。作为观众，看到影片中
徐富贵始终怀揣着海市蜃楼
般的希望，踩在现实的浮冰
上，无法掌控的表象迸裂之
后，依靠自身本能的漫长耐
心，在窒息状态下延续生
存。或许，活着的过程中有
太多的阴差阳错和机缘巧
合，太多的悲惨和苦难，个人
命运往往与时代命运相结
合，由时代大河所袭卷。

（四川民族学院汉语言
文学系汉1441班）

活着就有希望
——《活着》影评

■
邱
凤

我家阳台上养了几盆菊花，它们不
仅美丽端庄，而且它们的品质更值得我
去学习。

菊花的形状千姿百态，娇艳多
姿。有的像高山流水，逶迤而下；有
的半开半闭，像一位害羞的小姑娘；
有的含苞欲放，似一个魔球；有的昂
着头，像个贵妇人；有的弯着腰，像
个驼背老爷爷；还有的是个花骨朵
儿，好似一个还在沉睡的小娃娃。

菊花的颜色五彩缤纷，白的像
雪；红的似火；粉的如霞；黄的赛金；
那绿色的呢？就跟翡翠一般。真是
万紫千红，美不胜收。

谈香。菊花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每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只要闻到它
的香味，顿时就会感到心旷神怡，把一

切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如果有一
阵微风吹过，菊花的那一股淡淡的清
香就会扑鼻而来，使我如痴如醉！

论品。菊花有一种高尚的品
质。它乃花中四君子之一，它那优
雅、高洁、清新的品格吸引了成千上
万的菊花爱慕者。深秋时节，百花都
开始凋落，而菊花却还傲立在习习秋
风之中，不畏严寒、凌霜怒放，在大自
然中尽显它的风采。

在学习和生活中，我也要像菊花
一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
克服、不能退缩。

菊花，你不仅有美丽的外形、迷
人的芳香，还有你那高贵的品质更是
令人敬佩。我爱菊花！

（康定市东大街小学年级一班）

我爱菊花

雅趣

赞美《莲花之心》

作家 点评

读完小作者格桑拥珍的
作品《莲花之心》，她那童真
视角所表现的主题，如行云
流水的文字，朴实纯洁的情
感，在一次次的阅读中打动
着我，不禁要为文章的主题
叫好，为作者的文采点赞。

《莲花之心》的主题开
掘是深刻的。首句“妈妈告
诉我：世间最美的莲花，就
开在心间”直抵文章主题。
通过小作者的视角和心灵
感受，真切地关注和反映了
敬老、爱老这样一个现实主
题。作者随同妈妈去敬老
院开展一次公益活动，通过
给老人派送慰问品、表演节
目等爱心行动，使她认识到

“在这里的老人，不是没有
子女，就是被子女抛弃了
的，也许他们还疾病缠身，
他们来到这里，有房子住，
有吃有穿，但精神却很寂
寞，早已失去了活力的快
乐”，亲身见证了老人们思
想和情绪的变化，通过献爱
心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从中
也得到了升华，萌生出博爱
情怀。“心生莲花”，发出“我
想我懂得了何为爱，何为快
乐，陪伴即是爱，给予即会
快乐”这样的感悟。

《莲花之心》的文采可
圈可点。作者构思行文十
分用心。一是结构简明清
晰。文中从敬老院门口感
观开始，写初见敬老院老
人、派送慰问品、表演节目、
语言交流、活动结束、送别
区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
感，结构简洁明了，一目了

然。二是修辞方法上擅长
用对比、比喻，感情细腻，注
重细节描写。如初见敬老
院“只见门外的浅草里开着
几朵黄色的野花，除此几乎
没有任何的生气，仿佛是一
座荒废多年的古堡”。见到
老人们“形同枯槁”、“黧黑
的脸膛”、“干巴巴的笑”、

“如同夜晚的湖泊的眼睛”，
公益活动进行时“敬老院已
充满了欢声笑语，老人们脸
上都露出了甜美如幼童的
笑容，他们很开心”、“那浅
草中的几朵黄花显得有些
生机了”。如“我冲那位老
人笑笑，伸出右手，去握住
她枯瘦的右手，那手冰凉，
粗糙，又硌人，就如同一块
饱经风霜的石头”、“我从她
的眼睛里看到一丝波澜，就
像一颗小石头，忽地跌进一
片湖时荡起的波纹”等这样
的 句 子 读 来 令 人 为 之 动
容。再如“一种莫名的情感
占据了我的心脏，细细密密
地扎着我灵魂最柔软的地
方，原来那是一抹突如其来
的心痛”以及“我体会到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那种
快乐撞击着我的灵魂，替代
了之前的心痛”等这样的句
子又是在为“心中那个花苞
忽然颤抖了一下，开出一朵
纯洁的白色莲花”在做精心
的铺垫。《莲花之心》的结尾

“我心中这株莲花，仿佛已
照亮那些困境中的人们，还
有他们坚强的笑容”呼应主
题，寄意深刻，赋予这篇作
品更加感人的力量。赞美。

■
马
颖

观影

■
吴
蕊
希

■
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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