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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钱包
◎李代金

母亲有一个钱包。母亲的钱
包总是涨鼓鼓的，里面装满了
钱，那是很多钱。母亲总喜欢把
钱包拿在手里。拿在手里，她才
觉得踏实。我很想得到钱，可是
每次向母亲要钱，母亲都不肯给
我。母亲担心我拿着钱乱花。但
是，我要什么，母亲就会给我买
什么。吃的，穿的，我样样都不
缺。我缺的只是钱，我只想要钱。

既然母亲不肯给钱，我便决
定偷钱。一想到偷钱，我就乐了，
神不知鬼不觉，等母亲发现钱少
了，我来个死不认账。就算认账，
钱已到了我的手里，我不拿出
来，母亲也没有办法。就算母亲
有办法，但我说已经花掉了，她
还能对我怎么样呢？骂我？我不
怕！打我？我也不怕！当然，母亲
不会打我，她舍不得打我。

一天中午，我趁母亲午睡的
时候，悄悄地溜进了她的房间。
走到母亲身边，我发现睡着的母
亲手里还捏着那个钱包，母亲太
在乎这钱了！我慢慢地扯着钱
包，害怕一不小心把母亲弄醒
了。钱包一点点地扯出来，最终，
钱包完全出来了，落在了我的手
里。我喜出望外，赶紧打开钱包，
顿时，我傻了眼：里面没有钱！

我睁大眼睛，翻着钱包，里
面真的没有钱，一分都没有，里
面装的，只是一叠纸巾！怎么会
这样？怎么会这样？母亲的钱包
里怎么会没有钱呢？突然，我魂
飞魄散，母亲肯定知道我要偷她
的钱，肯定早就防着我了，故意
装了纸巾在钱包里。天啊，我上
当了！我赶紧把钱包轻轻地塞回
母亲的手里，迅速地溜了出去。

我的心怦怦直跳，有惊无
险。虽然这次偷钱失败了，但我
想钱的心却时刻都有。我不需要
可口的零食，也不需要崭新的衣
服，我需要的只是钱。我知道，有
了钱，就能买到一切。后来，我又
多次偷钱，但每一次，都一无所
获。因为每一次，我拿到钱包，可
是打开钱包，我都没有找到钱，
里面装的，总是一叠纸巾。

我想母亲肯定知道我的心
思，她肯定是从我盯她钱包的眼
神发现了我的秘密，所以，她故
意把钱藏起来，故意装纸巾让我
上当。我觉得我很失败。后来，我
再也不打钱的主意了。因为有一

次，我在钱包里翻出了一张纸
条，上面写着：想要钱花，自己就
得努力。所以，我很努力，小学，
中学，大学，我都一路领先。

这时的我，也有了一个钱
包，钱包里也总是装满了钱，总
是涨鼓鼓的。这时的母亲，却老
了。老了的母亲，还是喜欢时刻
把钱包拿在手里。母亲的钱包，
还是像从前一样涨鼓鼓的，母亲
很有钱啊！母亲很有钱，我便不
给她钱。我想，母亲老了，用不了
什么钱，不用给。因此，很长一段
时间里，我一分钱都没给她。

有一天，我像小时候一样，
悄悄地弄到了母亲的钱包，我
想看看这里面到底有多少钱，
我想现在里面无论如何也不会
是纸巾了。可是当打开钱包的
时候，我吃了一惊，里面没有
钱，还是一叠纸巾。怎么会是纸
巾呢？这时的我有钱，这时的母
亲，当然不用防着我偷她的钱，
完全没有必要装纸巾啊！完全
可以装钱啊！

我非常疑惑。我问母亲原
因。开始，母亲就是不肯说，后
来经不住我的纠缠，她这才告
诉我：她装纸巾在钱包里，就可
以告诉别人，我给了她钱，给了
她很多钱，她不缺钱花。这样，
我就很有面子，别人会说我的
好话。原来，母亲不想让人认为
我是一个不孝之子。我很内疚，
原来母亲缺钱啊，而我却不曾
给她钱。

然后，我又问母亲从前钱包
里装纸巾的原因，母亲又说：那
时家里穷，缺钱，可是为了让我
吃好穿好，便装一钱包纸巾，这
样，我认为家里有钱，就不用担
心，不用委屈自己，就能心安理
得地享受。原来，那时的母亲为
了我，不得不出此下策。而我，真
的一直以为母亲有钱，一直心安
理得地享受母亲给予的一切。

从前，母亲没钱，为了我，她
在钱包里装满纸巾；如今，母亲
还是没钱，为了我，她还是在钱
包里装满纸巾。母亲想到的，总
是我。这样的母亲，不只我母亲
一个。这样的母亲，还有许许多
多，只是未曾被人知晓。想到母
亲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潸然泪
下。我想，母亲之所以为母亲，是
因为她的心里完全没有自己。

在浩如烟海的诗词歌赋中，
我最喜欢唐诗。“人闲桂花落，夜
静春山空。月出惊飞鸟，时鸣春
涧中。”每每呤起这脍炙人口的
诗句时，就会有一种美的向往和
遐思在心中粼粼地荡漾，也使我
神魂俱醉而目光如翼长翔在古
今交叠的天地之间。

我常常会掩卷思索，为什么
在唐代诗人的心中履下，总是有
那么多美的呤咏和歌唱，那么多
美的意象和诗句，而我们今人为
什么对美的感知竟这么迟钝而
陌然呢？古人云：“十步之内，必
有芳草”。芳草萋萋，鸟鸣花艳，
当为美景。但为什么多有今人对
此视而不见，惟情倾于物欲的追
逐、权势的倾轧，而少有内心的
自然和精神的美感呢？有时我会
忧郁地思虑，美究竟离我们有多
远？为什么那种淡绿草色一帘之
美，那种青阶苔绿层叠之美，那
种花红柳绿莺歌燕舞之美，那种
春江雪月青峰夕照之美……会
远离我们的生活，也远离我们的
精神和心灵呢？

我羡慕唐代诗人。羡慕他
们对美的认知和追求，他们对
美的感悟和抒发，他们对美的
注释和演绎，比起我们来无疑
要朴素自然得多，也执着坚韧
得多。他们独守孤灯品茗读书，
他们踏雪寻梅山野跋涉，他们
内心向远神魂翔游，他们审察
内心谨于操行……于是，那种
灿艳之美，那种灵魂之美，便渗
入不朽的诗章，也超越时空流
进了我们的心里。“野旷天低
树，江青月近人”，“独怜幽草涧
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这诗
之美意，犹如空明的天空，润绿
的大地，让我们融进了一种纯
粹高远之美，一种广博晶莹之
美，更有一种智慧灼烁中时光
流溢之美，从而让我们体验到
一尘不染中自然质朴的人生，
是多么亲切，多么醉人，亲切醉
人得让人沉入冥冥的遐思向往
之中啊。我时常会想，我们为什
么没了这种发现美的眼睛，没
了这种体验美的雅致和灵性？

美是真与善的载体，真与善
是美的品质。因为我们多有名缰
利索在身，而少有古人那清俊灿
丽的品德，自然就有了排解不尽
的奢欲，而难有心无旁骛胸阔神
怡之境，亦与美渐行渐远了。唐
代诗人不然，他们尽管经历过种
种磨难和坎坷，但心中始终拥有
一方清朗的天地，自然就会有无
处不美之景。“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秋阴不散霜
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即是萧
萧暮秋，在诗人的心中也是如此
的壮美，也能生发美之深情昂扬
的歌咏，而未有丝毫的悲切和伤
感。因为他们不仅会欣赏自然的
美，还会创造精神的美。他们以
生活的体验和生命的挚诚去发
现美创造美，自然就有了远离尘
嚣的美之咏叹与升华。

如此看来，美是他们融进自
然的心灵。

因而，不要说美离我们很
远，当你的心灵融进自然质朴
时，你就会感知美，也拥有美。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是
美，“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
舟自横”是美，即使那一腔愁绪
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
使人愁”也是美。美是真与善孕
育的智慧和心景，美是我们走向
远方的舟楫，也是我们沐浴生命
的阳光。

当我们像唐代诗人一样走
进自然，以真情真爱真知去看待
寻常的人生时，心中就会放下
一些杂念、一些污欲，就会走进
美的圣地与境界。要知道，流年
如水世事沧桑，一半的风月都
在你心灵的孕育之中；要知道，
亘古如斯天地永恒，一半的美
感都在你心灵的冶炼之中。只
要你一心向美，无论是在灯火
迷离的闹市，还是在平淡偏僻
的乡野，都会有让你心动之美，
都会有让你独钟之美，而淌出
逦韵流出清馨，亦成就你浑然
天成的生命。

如此看来，美在心中，美在
手中，美在脚下，美就在我们的
追求创造中。

美是融进自然的心灵
◎茹喜斌

寥寂的夜色，月光如水。我
独自一人散步郊外的乡间小路
上，初冬的田野仍然充盈着丰收
后的气息。小路两旁落叶沙沙，
小草似乎还在与风霜严寒抗争，
仍旧枯黄挺立的样子。风摇动叶
片，从上面悠然坠落一滴露珠，
在乱草覆盖的小径上散步，刚踏
进几十步，鞋面便被这寒夜的露
水打湿了。

正彳亍而行时，猛然听到上
空有“嘎嘎”的叫声凌空而至，仰
头一看，是一群大雁排着“人”字
形从头顶从容飞过。我停下了脚
步，驻足观看：凄冷的月色中，大
雁展翅奋力向前方飞翔，它们相
依相顾，紧紧相随，不离不弃。不
知疲倦朝着心定的目标而去，努
力完成一个迁徙的故事。大雁南
飞时，那四野横陈的霜色，早已
凝结成水烟浩淼，繁花不在似
锦，坡草无力伏地。

雁是我国古代诗词中引用
最多的鸟类，这是人与自然在诗
词中的有机融会。文人则往往用
大雁寄托相思别恨或表达凄凉
孤独之情。古代有鸿雁传书的故
事，加上雁有迁徙和群聚的习
性，于是雁成为文人墨客点缀场
景的道具抒发心怀传达情感的
天然媒介。

李颀《送魏万之京》：“鸿雁
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
过”；高适《送李少府》：“巫峡啼
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
写出了客旅身处异乡，望着迁

徙的大雁，饱受相思之苦的煎
熬，弄得柔肠寸断；李白《宣洲谢
朓楼饯别》“长风万里送秋雁，对
此可以酣高楼”，卢纶《奉和太常
五卿春对月见寄》“露如轻雨月
如霜，不见星河见雁行”，表达了
作者怀才不遇，空怀幻想的悲
伤情调。

在大雁南飞时，总能看到低
哀鸣叫着的景象，尽管那哀鸣会
让人联想起落叶飘散，满目苍凉
的前景。然而，当看到紧随队尾，
翱翔在这霜风阵阵的寒天时，我
的心不由的揪紧了起来。秋虫寒
振翅，枯草哀声叹。风飒飒，望断
南飞雁。

空中南飞的大雁以“人”字
形撑开时，尽管眼下秋色霜重，
满目山峦红叶漂染。但在它的缕
缕情思中，始终缠绕着的是十分
明确的目的地。而当人成了“南
飞雁”，尽管空有一腔抱负，满身
却是伤口淌血的负累。泪洒的离
绪里，多少愁思都只能化成梦中
的安慰，谁能告诉栖息之地在何
处？雁南飞无垠的天际，霜天一
隅，鸣声在渐行渐远。天与地虽
能在南边的相连，却不知它们的
归宿与归期。

哦，大雁，你的归期如期而
来，无意触碰到了身处异乡的旅
人心弦，让久在他乡的游子多了
一丝牵挂，多了一份思念。让我
们彼此坚硬冰冷的心，紧随着雁
的鸣叫声逐渐的温润了起来，让
爱的心沾满了潮湿和感动。

长空雁叫霜晨月
◎江初昕

醉翁亭坐落在滁州琅琊山
的腰间，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前
边是一条溪流，再前是一条大
道，直通山上的琅琊寺。欧公写
的那个“让泉”，就在亭的左前
方。现在水已不多，叮叮咚咚地
流到溪水中。

亭子阔大宏伟，气派富丽，
除四角的四根挺拔的柱子之外，
每面各有四根柱子，中间又有四
根柱子，一律是红色。有的柱子
上挂着长短不一的楹联，青瓦，
显得古朴。在亭子的左边山岩上
刻着“醉翁亭”。醉翁亭西边是欧
阳修纪念馆和方亭。在秋末冬初
的斜阳照射下，整片建筑流光溢
彩，明华端庄。站在亭前空地上，
向南望去，琅琊山一片葱郁，令
人心旷神怡。那蓬蓬勃勃的山
景，让我不由想到欧公的佳句：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
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
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
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
间之四时也。”

琅琊山景致极美，使人陶
醉，然山的美却被亭的秀盖过
了。缘何？欧公名也。是欧公扬名
了琅琊山，是欧公命名了醉翁
亭，是欧公拓宽了琅琊山的文
化，开辟了醉翁亭文化。

欧阳修饱读诗书，二十几岁
仕京城，可谓仕途畅顺。但他的
家境并不好，是贫寒饥苦。欧公
四岁丧父，三十岁的母亲郑氏带
他投奔其叔欧阳晔，靠叔父供
养。“欧母画荻”的故事就是说得
欧阳修学习的事。有知识，入仕
早，然由于性格原因，也几多被
贬。他第一次被贬是二十八岁时
到夷陵(今宜昌)，至于贬滁州时，
已是十年之后了。这时的欧阳修
是三十八岁，被贬并不可怕，但
名声不好听，这就是著名的“张

甥案”。有人诬告欧阳修与外甥
女张氏关系暖昧，虽然朝廷再三
查实，诬告没有得逞，却以别的
名目将欧阳修贬了。

背着这样一个包袱，欧阳修
来到滁州，其思想感情可想而
知，但是欧阳修超脱了，他没有
悲悲戚戚，而是从容应对，适时
调整，使自己平安地承受着这一
挫折。我们说，人生不可能没有
挫折，关键是遇到挫折怎么办，
能否解脱、振作，在奋发中等待。
欧阳修做到了，他能积极地从
政、治理地方，惠及百姓。出于文
人的秉性，他乐山乐水，于是在
琅琊山他找到了思想的归依，在
醉翁亭找到了思想的寄托。如果
不是诗书满怀，达理明道，不可
能做到如此高雅，如此惬意。文
化修养的深浅决定了人的内在
素质的高低。

醉翁亭是一道文化风景，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
间也。”“醉能同其乐，醒能同其
文。”何等干练。九百多年过去
了，欧阳修似醉非醉写那篇文章
的情态永远让后人怀念，站在阳
光里，端注着古亭，想象着欧公
的情态，我感到山水的美好，感
到文化的甘甜，感到欧公的可
爱。他为后人树起了一座贬官文
化的丰碑，一个贬官文人的样
板。娱乐、等待、干事三者缺一不
可，不如此不算成熟，不是智者。

我把思绪从欧公身边抽回
来，望着苏轼书写的《醉翁亭记》，
那字体苍劲有力。我暗想，苏公是
欧公的学生，也得欧公真传，苏轼
一生仕途更艰难，他能顺畅行世，
一定是受了欧公之益。

一个人精神不要太脆弱了，
挺一挺，什么苦难都会过去。未
来是美好的，只要我们勇敢地
去追求。

醉翁之意不在酒
◎林竹

梦回故乡
一个游子与故乡的距离，也

就是一个梦的长度。今天，流浪的
心，穿行在一片雾气里，向故乡靠
近。一大片成熟稻谷，弯着腰，像
我离家时，正在田间劳作的乡亲。
向日葵金黄的笑脸，风中摇摆，仍
是儿时，埂边撒欢的童年。屋后的
石坎上，一棵一棵燃着日渐苍老
的思念的树；屋前的石榴树旁，不
见了，春天绽开的笑靥。山岗上的
那棵刺槐树下，外婆为我守候了
多少月色？她慈爱的目光，早被一
片落叶湮没。而母亲那座小小的
坟，在一片棉花地里，比雾更湿，
比梦更深。

躺在山坡上的牧牛汉
一顶草帽，便遮住了身外的

一切。任身旁的水牛，懒散地啃

食一片绿油油的回忆。傍晚的阳
光，在草帽上跳跃着一种暖暖的
乡情。袅袅升起的雾霭里，一种
泥土的芬芳，沁入心田。躺在山
坡上的岁月，是一个乡村故事中
抒情的一页，当我的目光轻轻阅
读，没有想起那晦涩的诗歌，以
及沉重的、关于生命的含义。在
晚风飘散的思绪里，只一种幸福
的感觉，流经我周身。

故乡之夜
躲在花丛中的童伴，至今未

能找到；田头刻下的爱情，随树
干一起长高；茅屋中写下的故
事，已在谁的记忆里，成为传说？
圆圆的思念，高挂在游子的天
空；淳朴的村庄，藏在乡愁的深
处。在每一个梦回故乡的夜晚，
回乡的路，总是花团锦簇。

乡情入梦来
◎方华

我想在春夏的空隙间，
保存那烈日下的一丝绿荫。
透过背心的凉意，
在一阵阵微风中绽放最美的笑颜。

我想在昼夜交替的帷幕后面，
寻觅迷茫中徘徊的身影。
将日的余烬撒向月，
将黎明的曙光举起，

亮起希望的真谛。
我想，
开始尾声便是结束，
结束尾声便是开始。

扯开湿漉漉的雨雾，踏着湿
漉漉的石阶，任由湿漉漉的草叶
反复地侵浸我的裤脚，我，依然
漫步在这雨后湿漉漉的山野。

一场春雨，把山洗得无比清
翠，把天抹得如此的妩媚，被打湿
了的花草饱含着激动的泪花，折射
出阳光的美丽。小鸟亮开被洗过的
歌喉，唱着歌。歌声里，细细听，仿
佛听到又有新的种子开裂而发出
的响声，又有新的生命于破土而出
时吞咽第一口雨露的声音。

山野出奇的静，唯有我在呼
吸湿漉漉的空气，我忽然觉得，
孕育生命的雨露打湿了我的心，
湿漉漉的心似乎萌动着一个希

望。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会萌动什
么希望？唯有在这旷野中才感到
与天、地相比，五十多年不叫历
史，只不过是弹指瞬间。因此，我
喜欢在这山野中寻找过去的梦，
让灌木丛枝叶上的露珠滋润我
那曾经青春着的心。

多年前，我还是“文学青
年”，笔耕于尺纸方格中，且常有
斩获。初生牛犊的我，做起了作
家梦。可无情的现实撕碎了我的
梦，面对生活，那颗文学青年的
心渐渐被现实生活烤焦、枯萎。
而今，工作压力没有了，尘间烦
事也没有了，时间变得宽裕了，
我可以常常来到山野之间，感

受、呼吸大自然。
大自然给了我一个暖融融

的太阳，有了阳光、空气和水，什
么样的种子不会发芽？于是，我
那颗被烤焦了且日渐枯萎的心
润活了，萌动起年少时的心意。
走在这春意盎然的湿漉漉的山
野中，每颗露珠都会激发你无限
的联想，每只小鸟都会唤起你如
海子那“面对大海，春暖花开”般
的诗意，每片绿得令人心悸的树
叶都会引出你文思的涌泉。于
是，在雨后，一个人，毫无目的地
走在山间小路上，让满眼的绿色
染织我心中的梦，让晶莹的雨露
涤平我满是皱褶的心。

滋润了的心
◎胡子民

我想
◎向松涛

乡间春色美，油画般的迷
人。麦苗，青青绿色，希望的田
野；菜花，金黄绚烂，一大片，让
人眩目陶醉，“黄粱美梦”做不
醒。块块麦苗与菜花交错纵横的
田野，就是希望与梦想交织的仙
境，即使再简陋的村庄点缀在上
面，那也是世外桃源。

早春，我漫步在曾经生活过
的乡村。一股河风吹来，春寒料
峭，它从田野上无声地掠过，那
大片大片的金黄色的花，就潮涌
起来。油菜叶，碧绿绿，如海；菜
花，黄灿灿，似浪。在这片广阔的
绿海里，大浪淘沙总见金，一波
波推涌向前，翻滚、起伏、延绵，
煞是好看。爬上一处斜坡的最高
点，放眼望去，黄花不被绿叶配，
青青的油菜叶淹没在金黄的海
洋中，浪涛奔涌向前，拍打着远
处的麦田和青山。此刻，站在高
处看风景，再萎靡的灵魂都会振

作起来，一个信念犹响耳畔：心
有多远，梦就有多大。

隔着几块油菜地，大树掩映
下有几间青瓦白墙的平房，那就
是我曾读过的小学。菜花深处读
书声，两耳不闻蜂蝶鸣，这环境，
学习真是一种享受。我幻想，若
能有一对隐形的翅膀该多好啊。
那样，我就能够化蜂变蝶，采着
花香，从这里“飞渡”到学校的彼
岸，飞进童年的记忆……我知
道，这是一个很纯真的梦。菜花
灿烂时，很多个白天，我都痴痴
地做着梦，油菜花开梦亦香。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
无处寻”，我想那孩童肯定会发呆，
进入似梦非梦的意境之中。菜花怒
放，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香气
浮动，让整个田野都漂了起来。手
捧一朵油菜花，细品，淡淡的香味
便从花蕊中源源不断地溢出，缠绵
不绝。置身菜花的海洋，微风吹过，

那质朴的芳香沾着泥土的气息而
来。人在花中游，久了，便觉萦绕全
身的香气时有时无，很飘渺，这不
是梦的感觉么？花香如梦！

油菜花，犹如一位村姑，很
朴素，让人亲近，惹得乾隆御笔题
诗：“爱他生计资民用，不是闲花
野草流”。最美的，往往就是最朴
素的。春日，城里人向往农家乐，
也许就是为了那片梦寐以求的油
菜花，可以追逐嬉戏，可以婚纱外
景，可以看蝶飞，可以听蜂鸣……

站在村口的菜花地，可以依稀
看见远处城市的轮廓。一位年迈的
老人正送别背着行囊的儿子，挥手
之间，菜花为伴，前程似锦。老人的
留守，或许是深爱着这片生命中
的菜花，或许是眷恋着这块养育
了城市的希望田野；儿子的外出，
是为了生活，是向往城市，但就在
他告别回眸的一瞬间，定格成梦
里千百回：菜花深处是故乡。

梦里菜花
◎廖华玲

夏之恋。李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