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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四季
◎王涛

亲近。高秀清 摄

我二十多岁，年纪还不算大，
但有好些朋友已十多年未曾相见，
一旦相见，我该是怎样的心情呢？

一只古蔺麻辣鸡，一瓶酱香茅
台酒，以及他媳妇刚出锅的几碟小
菜，我们俩便酒酣耳热于大年初四
的夜晚了。

十多年未见，他的笑容仍旧是
很容易就舒展开来，似乎连生气的
样儿也是满可爱的。伴着他那特有
的童年乡音，似乎觉得他连骂人也
是亲切的（当然，不是骂我），一切，
居然那么熟悉。

既然往事如昨，我们不妨就着
往事干杯 。

他叫姚迁，是儿时在泥巴堆中
摸爬滚打过来的玩伴，初中毕业就
南下创业，继续摸爬滚打，记得他
当初发下宏愿，不赚够一百万绝不
回家。

现观其风度，当翩翩然实现
了，而且还有了两个儿子，大的4
岁，小的1岁。说着说着，他便叫他

们过来“参见“，我摸摸老大的头，
头发软得像他爹小时候一样，我们
笑着，他却哭闹着跑开了。

喝着喝着，我们开始面红耳
赤，菜却已经冷却，他于是起身端
菜热去。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梁”，
我于是颇觉到了当年杜甫在诗中
所描绘的的那般况味，那是诗人在
漂泊多年之后无意中见到了数十
年未见的老友卫八，而老友卫八在
夜雨之中为他剪来韭菜下酒，从而
让他感动泣下的温馨故事。这里虽
少了几分诗人的诗意，但我们的温
馨与情意却是丝毫也不逊色的。

我闷了一口酒，看看时间，已
过12点，但在温馨的白炽灯下，我
毫无睡意。

说起睡觉这件事，我又忽而记
得了他小时候的一件趣事。

他喜欢侧着睡觉，并且还有
自己的一套理论：趴着睡叫做猪
睡，仰着睡叫做尸睡，侧着睡叫人

睡。所以说，睡觉呢应当侧着睡。
难得难得，他小小年纪竟有这番

“领悟”！
很奇怪，这些事早已尘封多

年，怎么今朝都想起？是否如宫崎
骏《千与千寻》中的那句台词：“曾
经发生过的事情不会忘记，只是想
不起来而已”？

“来，吃菜吃菜”。我还沉侵于
某些追忆，他却已笑容可掬地将一
盘热气腾腾的青笋木耳摆在我面
前了。往事与现实，如接力赛跑一
样不断交接，而运动员，却只有一
个我。

往 事 雨 潺 潺 ，渗 入 思 绪 阑
珊。总有一种微笑，让人似曾相
识，也总有一种似曾相识，让人
感慨万端，于是我们在人间凡尘
的情谊，恰若两列相向而行的火
车在某个小站匆匆停歇的一两
分钟，才互相致意，火车却已各
自起动，接下来，便是呼啸着、擦
肩而过……

夜雨剪春韭
◎可言

这个季节，家乡的樱桃应该熟
了，红红火火如玛瑙一般点缀在大
渡河谷，然而这一切对于我这个远
在异乡军营的游子来说，却只能在
梦中遥想了。

想起樱桃，我就想起了自己的
母亲，是母亲肩挑背扛卖樱桃、省
吃俭用将我拉扯大，将我送进大
学，让我步入军营，过上了衣食无
忧的生活。去年休假回家，正值樱
桃红熟的季节，看到我回来，母亲
很高兴，忙里忙外给我弄好吃的。

我工作三年没有回过家，那次
回家我发现母亲似乎突然就变老
了，母亲的头发白了，母亲的唠叨
多了，然而这一切对于我这个身在
部队难尽孝道的游子来说，既感到
亲切又感到心酸。母亲说，你是最
喜欢吃樱桃的，以前放学回家就像
猴子一样爬到树上吃饱了才下树。
母亲边说边拿起竹篓准备去给我
摘樱桃。我劝阻母亲说，您年岁大

了，身子不利索，还是让我自己去
摘吧。母亲那天很开心，她说你难
得回来一次，好好休息一下，我去
给你摘最好吃的那棵。母亲还是像
以前那样倔强，她爬到了我家最高
的那棵樱桃树上，她为了给我摘树
巅上最红熟的樱桃，踩断了树枝，
从高高的樱桃树上跌落了下来。等
我赶到树下时，看见脸色惨白的母
亲昏倒在地上。我连忙将母亲背在
背上，走了十多里山路赶到县城医
院。在山路上，我感觉母亲的身子
轻飘飘的，我的母亲已经老了，我
的泪水牵线一般溢出了眼眶。十多
里的山路，我感觉自己不是背着母
亲，而是像年幼时一样躺卧在母亲
温暖的臂弯里。

十多里的山路，我没有休息
一下。十多里的山路，我仿佛走了
一辈子，我感觉时间过得好慢。经
医生抢救，母亲苏醒了过来，她用
愧疚的眼神看着我。母亲说，我老

了，不中用了，你难得回来，回来
了也没有让你安心地休息一下。
母亲不断地叹着气。检查的结果
出来了，母亲的肾脏严重裂伤有
淤血，肋骨摔断两根。母亲在医院
住了三天就闹着要回家，她说，家
里的樱桃再不卖就要熟透落地
了。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母亲在医
院又住了两天。那几天我天天守
候在母亲的病床边，那几天我是
在自责和愧疚中度过的。

母亲的病还没有好，我的假
期就到了。临走的那天，母亲拖着
病重的身子，拎着一篓樱桃，走了
十几里山路，将我送到上了远行
的客车。在车窗里，我看见身形消
瘦的母亲孤零零地站在站台上，
我看见母亲偷偷地用衣袖擦拭着
脸上的泪水，我的心里一阵阵地
难受。又是樱桃红熟时，我想起了
远在家乡的母亲，想起了她还没
有痊愈的伤口。

樱桃红了
◎高福全

雨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天渐
渐亮了。我想到了屋后的竹园，不
知它现在该是怎样的越发葱茏呢。
一丛或者几片的竹子当然不能算
作园的，能称得上园的定然是那竹
子有了规模，在这个不大不小的村
庄占有一席之地。

我喜欢竹子。这个意义无需我
的诠释，它已经被各朝各代的雅士
们所赋予。营造文墨的氛围，点缀
生活的情趣，离了竹子，似乎就变
得单薄了。竹子大约更适合长在江
南，那里的文气更重些。小巧别样
的仿古建筑，错落有致的亭台楼
阁，假山粉墙，池塘渔舟，都比较适
合有几丛竹子点缀其间。不然就像
挥毫泼墨完成一幅字画之后单少
了一枚猩红的印章一样，不能圆
满。小时候爷爷讲民间故事，有一

对子：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当
时就是觉得很押韵，把竹和书对起
来，也说不上好来。现在回头琢磨
这两句就不一样了，单单十个字就
把主人的身份和情趣勾勒了出来。
书香门第的官家肯定是无疑了，清
流人士似也不错，起码也是一个有
节操的文人吧。他在这种门户的氛
围里，该是怎样的生活？是每日饮
酒作画，对竹抚琴，还是为他那三
千父老的贫富悲喜，奔波于庙堂之
上？可能谁都说不清，“可能”二字
本身就带有无限解读的空间。

关于竹子的诗，最喜欢的两句
是：未出世时先有节；至凌云处仍
虚心。前一句似乎就是命中注定，
有种坚不可摧的固守，为理想，为
气节。后一句则更加难能可贵了，
即便是有了高高在上的权相之尊，

依然谦虚内省，有礼有节，不狂放，
不轻浮。这样的人今天到哪里去找
呢，一定是道德的标杆了。对于高
高在上的竹子，每次看到它我都是
仰视无语，虔诚膜拜的。再说到我
屋后的竹园。它长在穷乡僻壤，没
有江南园林中竹子那人为所赋予
的尊贵和喧哗，也没有人跑到这闭
塞之处与之拍照合影，但它却长得
很健康，通身的绿，没有丝毫的瑕
疵，这该是怎样的一种修为。

我为竹园独享这份寂寞的清
福而感庆幸。

一下雨，竹园就欢喜了。竹园
喜雨，就像这个村庄的农人之于过
节。这个清晨我被雨吵醒后，我一
下子就想到屋后的竹园，它们沙沙
沙的声响像是在笑，开怀地笑。我
也在窃窃地笑，为雨，也为竹。

竹园
◎温海宇

你笑的样子好美
像是载了一船星辉
云儿悄悄把你追
初秋夜雨画了你的眉
无知的人儿最无畏
千里也要走一回
太多的事没有错对
只求一次无悔
嘿 语气颤颤巍巍
你可知相遇可贵
嘿 晚风让人醉
月光撩起了马尾
嘿 眸子里盛着风尘疲惫
却执拗地说蔷薇不输玫瑰

许你遇见
◎乔安林

小时候，老家周围是一片田野，每年春天来临，不
知名的野花和野草就悄悄地铺满了田埂。那露出星星
点点如碎玉石般的小花是荠菜，那肥嘟嘟绿油油的是
马兰头。清明节前，马兰头长得最旺，听奶奶说清明前
吃三次马兰头，眼睛会又黑又亮。于是，当生机勃勃的
绿刚刚透出泥土的时候，挖马兰头便是我童年最大的
乐趣。

日子久了，我们就有了一支庞大的挖野菜队
伍，每当放学之后，我和村上的小孩就拎着篮子欢
呼着，雀跃着奔向田野。一会儿，篮子里的马兰头
便盖了底，吃不掉的，妈妈会拿到市场上去卖个好
价钱，那时候，钱在我们孩子的眼里是没有份量
的，有份量的只是沉甸甸的一篮子马兰头，以及家
人赞许的目光。

百斤是队伍中最大的成员，年近三十的他，脸上
却挂着一脸天真的笑。听说他母亲一口气生了五个女
孩，好不容易如愿以偿，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小名，希望
他从小健壮如牛。但百斤却未遂父母之愿，好几次，他
从田间回来，没走到家，就倒在村道上不省人事，嘴里
吐着白沫，浑身抽搐着。这时侯，百斤的父母总是心急
如焚地找上三四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把他抬回家。那
时，我们只知道跟在后面看热闹，听大人讲，这种病不
仅医不好，还经常不定期发作。于是，百斤的父母整天
让他呆在家里，干些轻便的农活儿，时间久了，他也感
到闷，经常出来找我们这些小孩说说话，陪着我们玩
儿，渐渐地他成了我们的大朋友。

那年，清明节前一天，记得是个星期天，天气突然
奇热，阳光照在身上有些焦灼。习俗常说，清明过后的
马兰不再鲜嫩，吃在嘴里像草。午饭过后，小伙伴们又
约好去挖马兰。经过百斤家门前，我们照例叫了他一
声，百斤很快拎着篮子出现了，紧接着他父母也跟了
出来，不让他在这样炎热的天出去，他犹豫了一下还
是追上了我们，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头上多了
一顶草帽。

出了村口，我们便四处散开，在走了又走的田埂
上搜寻着，渐渐地大家越走越远，只能远远地看到蹲
在地上的小点儿，分不清谁是谁。来到了和邻村交界
的河边，这里一定还没人来过，几簇嫩绿的马兰头躲
在草丛中，我像发现新大陆般的欣喜，闷头又挖了起
来。又是满满的一篮子，我站起身长长地吁了口气，无
意中发现对岸的河面上飘着一顶草帽，是百斤的吗，
四处打量，又看不到他，太阳晒得头晕眼花，这个大百
斤，肯定早就自个儿跑回家了，我就拎着篮子，哼着小
曲回了家。

傍晚时分，隐隐约约地传来哭声，一会儿，奶奶回
来告诉我，百斤溺水死了，就死在那条河里，他父母找
了许久才在河里看到他的草帽，帽子还扣在头上。听
说那河水很浅，他只要站起身根本就不会淹死，但那
时他开始发病，一头栽了下去就没能起来。奶奶还说，
如果当时有人发现他，百斤就不会死。我怔住了，呆呆
地，只知道一股热浪涌出眼里，随即顺着鼻梁滑到嘴
中。以后的几天，我很少说话，忧忧地躲在自己的房间
里，不断地回想着百斤追赶我们的样子，还有那飘浮
在水中的草帽。

此后，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带上一些马兰头到他
的坟前看一看，直至我离家读书。再去的时候，那座坟
头上已长满密密匝匝的马兰头。

青青马兰头
◎兆子

人生如一次漫长的旅途，如
若用欣赏的眼光，便能发现沿途
美丽的风景，获得愉悦的心情，
从而让生命更加充实；如若为了
赶路而赶路，忘记了欣赏美景，
就会感到旅途的劳累！时令分春
夏秋冬，人生也有四季：春诗，夏
词，秋歌，冬赋。

二十岁前是人生的春天。儿
时如诗，青春如诗。

当春天来临，“天街小雨润
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光绿
野，草长莺飞，丝绦临风，繁花万
顷，细雨如织，溪流潺潺。金色童
年、花季少年，在奶奶温罄的怀
抱谛听童话，仰望着夜空细数繁
星，把满载幻想的风筝放飞蓝
天，让烂漫的天真挂上柳梢，欢
乐洒向潺潺的清泉，理想揣进入
学的书包，在键盘上流淌青春的
心曲，在绿茵场上追逐。

天真无邪的岁月，是一首欢
乐的诗，纯情的诗，以无尽的童
趣和无边的想像，拥抱春天，沉
醉初恋，诉说梦呓，尽情地抒发
着水晶般的情怀。

二十岁前的日子浮想翩翩，
活泼欢乐，充满甜蜜和异香，是
一首童话般的诗，语言率真，韵
味淳厚，朗朗上口。

诗要用心来唱，只有一部分
人能感受它的美丽。人生春季的
诗正是这样，非烂漫的童真和情
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而莫属！

三十岁左右的人，进入人生
的夏季。三十而立，奋斗似词。

“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
长。”当夏天循着春的足迹走来，
在耀眼的阳光下，一切都火红而
热烈。夏季，有时晴空惊雷，暴雨
如注，尽洗苍
山，夏风时而
狂 暴 时 而 温
柔，让人酣畅
淋 漓 爽 彻 心
肺。夏花飘香，
人醉花间，带
给你多少滚烫
的暇想。炽热，
是 夏 季 的 盛
妆，“懒摇白羽
扇，裸体青林
中”，真实的自
我，在夏季肆
无忌惮地享受
着与大自然最
亲密的接触。

而立之年
的人，“少壮不
努力，老大徒
伤悲”的人生
信条已然牢固
地植根于他们
的 每 一 个 细
胞，天真被画
上句号，时光
的流水已不再
蜿蜒流浪，人
生的思考带给
初生牛犊一抹
淡淡的忧思，
新的征途便悄
然从脚下开始。他们暗藏掘金的
梦想，勇敢地置身残酷的竞争漩
涡，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前进的
号子高昂而激越；他们热情如
炽，白手起家，攻城掠地，突飞猛
进，勇敢地向知识和财富的城堡
进伐。挥汗如雨是他们身影的素
描，日理万机是他们奋斗的倩
照，爆炸的科技闪耀着青春的异
彩，飞跃的时代传达着人生的真
谛。转眼间，他们的事业已如夏
日骄阳般火红。

夏季，繁星万点，皓月当空，
正是花前月下，幽情勃发的季
节，二、三十岁的人用同样的炽
热，寻寻觅觅，追逐爱情，用甜言
蜜语去俘获情侣纯洁的芳心，在
事业的碰撞中擦出爱的火花，在
回眸一笑中演绎一见钟情的故
事。他们追逐嬉戏，山盟海誓，陶
醉在夏的疾风暴雨中……热恋
中的女人，温婉而癫狂，热恋中
的男人，自信而粗犷。

二、三十岁的人就是这样，
他们白天在生存竞争的刀锋剑
尖穿行，夜间拥了爱人书写人生
的浪漫。二、三十岁的人生，事业
起起落落，爱情分分合合，故事
长长短短，调有所寄，平仄分明，
语韵铿锵，掷地有声，字、句、声、
韵俱全，是一首绝世的词！字不
在多，句不在长，字字都精妙，句
句都神奇。让人读来，如痴如醉
如迷。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四、五十岁，人生进入秋季。
男人的秋天是成熟、强健，女人
的秋天是美艳、耀眼。四、五十岁
的人，步履从容、踌躇满志，丰
富、神秘、理智、成功，交织成一
首烩灸人口的歌谣。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

日胜春朝。”秋天，金风起处，枝
出浅黄，枫林尽染，硕果满园，山
明水净，夜阑来霜，如歌如画。伤
感，失落，幽怨，幸运，收获，人们
的情绪时而“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时而又“高楼
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笙瑟秋萧，
齐奏“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的人生颂歌。四、五十岁的人，同
秋天一样，是成熟的，稳沉的，大
度的。他们经过风雨，已有阅历，
思想深沉，性情冷静；他们或者
著书立说，或者成名成星，有的
腰缠万贯，富甲一方，有的峨冠
博带，名利双收，至少也是事业
有成，丰衣足食，小日子无忧；一
家人父慈妻爱，儿女绕膝，家庭
美满，和乐而幸福。

四、五十岁，收获的快乐与
失去的痛苦刻骨铭心，错过的与
得到的恍若天边的浮云；成功的
疯狂，失落的呻吟，快乐的喧泄，
寂寞的哀怨，犹呼呼在耳。万花筒
般的经历，宛如枯叶，在秋风中纷
纷堕下，成为往日的歌谣。因为对
沧桑世事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体
验，思维内涵已然丰富，而成为人
间智者，人生的赞歌借此谱就。那
人生历程的风雨和坎坷，那攻城
掠地的奇勋与凄惶，又是一首苍
凉悲壮的歌，成功和成熟组成它
绝佳的主弦律，无论高亢激昂，还
是低沉厚重，人到中年都会满怀
自信敞开喉咙忘情地低吟浅唱。

六十而耳顺。六十岁的人，
走完了人生搏击的T台，告老还
乡赋闲在家，离开喧哗的尘世，
辞别人生跋涉的艰辛，躲进陋室
禁若寒蝉，开始了人生的冬季。

回归闲适，回
首往事，人生
若赋。

“ 隆 冬 到
来时，百花即
已绝”。冬季，
山 河 银 装 素
裹，世界晶莹
剔透。森森寒
气中，六十岁
以后的人，冷
清而孤寂，冰
清而玉洁；霞
光婉约，夕阳
轻抚着悠悠行
云，苍山凝重，
往事不再，忙
碌地奔波随了
时间的消逝而
慢慢的褪色。
独立隆冬，凛
冽的寒流从容
地开启了浓茶
般的记忆，让
怀念的滋味沉
淀 在 口 中 心
底。六十岁的
人像在高空盘
旋的鹰，用冷
眼俯瞰人生，
艰辛的步履，
飘泊的影子，

沧桑的心境，都涌向垂暮的黄昏。
回顾几十年的进退起落，荣辱兴
衰，悲欢离合，苦辣酸甜，贫富贵
贱，冷暖自知！岁月漫漫前行，解
开了难于开启的心结，时光喃喃
低诉，催人在经历了人生坎坷的
万千感慨和迷茫后，回归平和、释
然、升华，超凡脱俗，大彻大悟。得
到的失去的都不再重要，全如眼
前的冬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有时，冬天也会有暖阳洒在
慵懒的身上和心里，腾起一袭暖
意，唤起老骥伏枥的遐想。

六十岁，人们理解了知足，
习惯了平和，学会了忘却，读懂
了感恩！

在六十岁的冬季，人生满载
着诗的浪漫，凝聚了散文的神
韵，用浓墨重彩写就一篇词章华
丽 、专 事 铺 叙 的 长 长 的 赋 。

人生的四季就是这样：春如
诗，夏似词，秋象歌，冬是赋。历
经春夏秋冬，阅尽风花雪月，或
许你的诗很淡，词很短，歌很轻，
赋很平，但人间冷暖，沧海桑田，
一切都在季节的周而复始中萌
发，生长，成熟，又最终归于寂
寥。成功和欢乐是令人欣慰的，
而守候和寂寞是另一种成功和
欢乐；生是伟大的，而死是另一
种永生。人生四季，充斥着不同
的色泽，又因每一种色泽而精
彩。尽管我们的人生各别，有的
璀璨，有的平凡；尽管我们自己
的人生，时有高潮，时有低谷
……但是朗朗乾坤，芸芸众生，
谁不愿意珍惜自己宝贵的人生？
谁能不开怀畅饮人生的美酒？谁
能不放声狂吟自己用生命写就
的诗词歌赋呢？

我们都能自我欣赏，我们都
会自我陶醉。

人生的四季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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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阕宋词，一宛幽香，夜肆意的弥漫，一瓣遗忘的
荷花自书页里滑落，谁的泪班驳了那绝世的花颜，在风
的吹袭中脱落我的手心，坠入了前世的荷塘。

有谁捡起这飘落在水面的花瓣，寻着空气中那一
尾的暗香，撑一竿青色，踏一叶扁舟穿越千年，在一朵
又一朵荷花的盛开中涉水而来，在人来间花影，衣渡得
荷香的风韵中把我的手盈握。

绿帘花影，晓风拂月，一管玉笛吹散了唐风，吹落
了宋韵，一把古筝弹落了风尘，拨动了水声，在风与荷
的缠绵中，在笛与筝的荡漾里，唱和了一曲又一曲。

心事秀挽成髻，彩云斜插成花，一缕青丝盈绕指
间，是绕不完的柔情，诉不完的思念，自此可否将那一
叶扁舟，只载春光不载愁。

密密麻麻，深深浅浅的心事吐露成风中的荷花，前
世的诗，今生的词，在细碎的发丝中如何去数，如何去
分。曾经沧海难为水，不缘修道只缘君，就让忧伤漫过
夜的堤岸，浸泡通往前世来生的路，折叶为舟，织荷为
裙，在岁月的河流里穿梭。

一弯娥眉，在碧波潋滟中流转，一袭水袖，在风来
尘往里飘舞。一世的芳华，自在花开花又落。

把相思横在秋波倒影中的眉峰，把爱恋挂在琴弦
清音中的诗行。零零碎碎的心事，汇聚成零零碎碎的文
字，落入眼里化成泪水，落入尘埃化成花朵。

一枝青荷，独自临风，行走尘世，阅读沧桑。
一声莫名而来的风欺入我梦的窗棂，吹散了一池

的荷，唇边空留惆怅，那瓣穿越了时空的荷不知何时又
飘落手中，依然有馨香残留。

心事成荷
◎枯荷雨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