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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爸爸妈妈带我去了一家
豆花饭店吃午饭，因为那家的豆花
是石磨的，做工精细又考究，去吃饭
的人自然是很多。

除了豆花，妈妈还点了我爱
吃的酱肉丝，小黄鱼。我们正吃得
香，门口就进来了一位白发须眉
的老人，他手柱木棍，穿着朴素几
近褴褛，但却洁净。他坐在饭桌
前，服务员就走去问他，还是老规
矩？他微笑着点头。接着，他面前
的餐桌上就摆了两碗盖碗米饭，
一碗豆花，一碟蘸水。他用衣角擦
拭双手后开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了。旁桌的人都不时去看他，眼神
充满了怜悯也有少数的嫌弃。我
低声对妈妈说，我们再给这位爷
爷添一份荤菜然后把账结了吧。
妈妈说，不急，再等等看。我从妈
妈的眼睛里看到了犹疑和不确
定。我们一边吃，一边不住地去关
注老人。这时，有位游客拿出一张
百元纸币，递给上菜的服务员，并
指了一下老人，示意要为老人结
账。老板朝他高声咳嗽一声并使
了一个眼色，拒绝了游客的好意。
游客只好收回钱，继续吃饭。

老人家并不知情，他吃完了
全部的饭和豆花，连最后的一点
汤汁也喝尽了。接着他从衣兜里
取出一叠零钱，数够三块钱后放
在桌上，起身离开。老板在他身后
说了一声，老人家您请慢走！老人
头也不回地说：只要人好，喝水都
甜！吃饭的人都去目送老人，老板
娘这才对那位游客说，这位老人
家靠拾荒度日，政府给他的最低
生活保障他都捐给那些生活更困
难的老人了。而他从不接受别人
的施舍和怜悯，他说接受了就违
背了健全的四肢。

老板用一个眼色维护了拾荒老
人的尊严，我为自己那点同情心而
感到羞愧。我想，我应该拥有更大的
爱去维护更多的尊严，就像这位拾
荒老人一样。

尊严的故事
◎雍仲辛饶

青春时代是一个短暂的梦，当
你醒来时，它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了，这是莎士比亚说的；青春的实
质是充实的，青春的诗意是浪漫
的，青春的证明是无悔的，这是张
群说的;青春是一朵五色花，每块
花瓣分别代表了酸甜苦辣咸，在这
过程中，我们痛着，并幸福着，这
是我说的。

青春像一条路，绵延不断却足
够曲折。

青春像一首小曲，余音绕梁却
无法形容。

因为青春年少，我们放声歌唱，
哪怕五音不全，无人鼓掌；因为青春
年少，我们展翅飞翔，哪怕闪电雷
鸣，成功遥遥；因为青春年少，我们
一往直前，哪怕道路崎岖，众人阻
挡。我们不怕梦想的伟大与渺小，也
不在乎人生的华丽与平凡，只因为
我们青春年少。

我说青春它是无知的，就像同
窗那年四面八方冒出的声音总能
压过嘶声力竭的老师；我说青春它
是天真的，就像我们每每说着该努
力了，却总能找一个下节课再努力
的理由鼓舞自己睡觉；我说青春是
幼稚的，就像我们喜欢把自由寄在
纸飞机上看它飞出窗外很远的地
方；我说青春它是快乐的，就像我
们偶尔说着人生，谈着梦想，殊不
知人世间有烦恼；我说青春它是骄
傲的，就像我们跌倒后哪怕遍体鳞
伤也要高喊“我要活的漂亮。我说
青春啊，它像一本笔记本，记载了
我们的悲欢离合；我说青春啊，它
一首歌，开始代表童年，结尾代表
老年，而高潮啊，正是我们多姿多
彩的青春！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独一无二
的，仅有一次的。当你忽然想起鹿
晗在“重返十七岁”这首歌里唱
到：“如果能重来一回，插上翅膀
你敢不敢高飞，就算拥有曾经沧
海的智慧，我们还是新新人类，如
果能重返十七岁，那些眼泪你敢
不敢浪费，直到经历人生历练的
点缀，才懂得纯真可贵。”然后你
回眸一笑──可惜啊，青春只有
一次。若能重返十七岁，我也愿意
做一个堂吉词德的少年，为在青
春中勇敢一次，哪怕他人的嘲笑
和讽刺铺天而来。

青春啊，青春。愿你带着种子
来，带着果实去；愿你岁月依旧，
衣襟带花；愿那些青春中的少男少
女，无论面对青春的悲欢离合，酸
甜苦辣，也能对未来大喊：“我的
青春无悔。”

青春啊
◎王丹

窗外的风轻扬，康定的夏季仿佛
永远也没有知了在枝头低唱，而这初
夏的忧伤，依旧是由那一年四季不停
歇的折多河豪迈写下的。

在雨落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三
年的结束，对吧。此刻结束绝对不是
晴空万里，也无法站在朔方的海角，
唯有此刻站在西大街拥有短暂的迷
惘，这时看着人来人往，想了想问自
己，下一站我又在何方？

人生路上走走停停，漫步着这世
界的颜色，就是因为有了多次的分
别，所以才有了如今的短暂相聚。

人一辈子都不知道一辈子有多
长，回首是瞬间，遥望又在远方。对于
我们来说，这三年时光如白驹过隙，太
快了。还来不及细细评味，但我可以肯
定的是，对于正值雨季的我们，而后的
多年时光中，你都不会有如此如花的
时光，有此间的少年和你相伴。

冯骥才说过：大风可以吹起一张
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
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而你的未来却
由你的生命力做主。

阴雨绵绵的那天，漫漫前路，任
何我们必须经历的事，都不可能一帆
风顺，就如同月亮都有阴晴圆缺，而
人自然有悲欢离合，就如有时盛夏的
琅琅星空，在不经意间，却忽而有狂

风暴雨，那时的我们慢慢的在雨中成
长，那份坚持的模样会一直印在成功
的路上，每一步都不能去浪费，就连
飞逝的光阴都弥足珍贵，只要为了我
们的未来与理想，多远都无畏。没有
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未来有太多变数，谁都不知道
未来的我们成长成了何种模样，或
是阳光明媚，或是晴空万里，更或是
阴云密布再至，多余的都不必再说
了，只有坚定不移地向前走，不要回
头，你会发现总有一天你可以看见
曾经的你，并微笑着对他说，现在的
你很好，真的，你可以无比自信的
说，自己成为了最想要的模样。

曾青春张扬，曾豪言壮语，那曾
经记忆的角落又遗落在何处？说的
太久了我自己都累了，你怎样还是
听不懂？我写的太多了，写得太久
了，我自己都累了，你怎样还是看不
懂？我想说的并不是此刻的回忆与
伤感，也不是以后的憧憬和向往，而
是一种信念对于人生对于未来，只
有不断的奔跑，奔跑，奔跑。你才可
以达到你的未来。

一幅美丽的画卷，需要你素笔的
细细勾勒，一篇优美的文章，需要你
文思的默默构思，而你的人生更是如
此，你如果不奔跑，怎么知道前路有

多难走，怎么知道你的想法是多么幼
稚，怎么知道你离他有多么近呢？

一个人，如果你不逼自己一次，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悲欢聚散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
程。年轻人就是要有那么一点傲气，
我们必须走我们自己的路，你要去相
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收拾行囊，整
装待发，一季曦微，一季分离。人不要
太任性，因为你是活给未来的你。不
要让未来的你讨厌现在的你。将来的
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努力的你。

去奔赴不同的远方。此后是天
涯。待白发苍苍时，可曾记得着繁忙
却张扬的青春？我们是谁，看着镜子
中的自己我问道，是吗，该怎么说呢。

毕业了，书齐了，人散了。
对啊，总有人要浪迹天涯，总有

人要四海为家，总有人名扬四方。
我问你，对吧。
你默默地转向一边，面向夜晚。

夜的深处，是密密的灯盏。它们总在
一起,我们总要再见。再见，为了再见。

那么，你是想放手一搏，还是要
等到年华老去，心中充满遗憾，孤独
地迈向黄泉路？

一朝毕业季，四散天涯时。南北
莫相忘，再逢会有期。

为了未来，再见

一季曦微，一季分离
◎潘苗苗

天还没有大亮，路灯从树枝
的隙缝里洒下斑驳，风有点冷，吹
起我的发，小巷里的犬吠和往常
一样有点嘈杂。

有几家早餐店的灯光在那条街
里孤寂的亮着，前方一家小卖部的
门口老头在打着盹。我每天都从这
里经过，用同样的步伐，同样的速
度，同样的呼吸频率，怀揣着同样的
心思走在这沥青路上。一步一步踏
着昨天的脚印。

他们都说我是个奇怪的老太
婆，耄耋之年，无子无女，无夫老媪，
有古怪的脾气，稀奇的做事风格和
生活习惯，还说我有点自闭，我哪里
自闭，我只是不想把自己奉献在别
人的热闹里。我不奇怪，我只是执着
那年的风和你的眉眼。

我一直走，走到绿茵场上，这里
和昨天没有什么不一样，和去年也没
有什么不一样，我坐在这里，风又起
了，我又一次想起他，我喜欢的少年。

那年豆蔻年华中很平常的一
天，在下雨，我带了伞，可是裤脚还
是被打湿了，我的小白鞋也脏了。记
得我还吃了米线，可我还是想吃鸡
排，那天上课差一点迟点，正好赶上
老师点名。那天买的桃子好好吃，还
买到了一本喜欢的书，也是不曾被
人怀念的那一天，何其有幸，遇见少
年，眉眼青涩。

你是北岛的诗，顾城的字，也是
李宗盛的词。

春天的风里夹杂着少年衬衫上
的青春的味道，我总记得你的侧
颜 ，因为我们总是一起肩并肩走
过。夏天的风吹过少年被雨淋湿的
滴着水的头发，你把衣服披在我肩
上，少年衣服上的余温暖到心间。秋
天，风吹落一片枯黄的叶落在我的
脚尖，少年拾起放在我的头上，调皮
的你，喜欢捣蛋后你冲我一笑，你朝
我一笑，我觉得突然好像闻到栀子
花幽幽的香气。冬天雪被吹落在头
上，少年轻轻的拍去，对手哈气捂着
我冻得通红的脸颊。那时候我觉得
你就是我这辈子最喜欢的人了，想
八九十岁也要在一起。

我记得和你在一起的每个时候

都很美好，因为天气好，因为天气不
好，因为天气刚刚好。我记得你告诉
过我，我有一百种样子你就有一百
种喜欢，那我又如何告诉你我有多
喜欢你呢，就算我们再相遇一百次，
我也会沦陷一百次。

你在，你是世界；你不在，世
界是你。

青春的心动有过三次，下楼梯
一脚踩空的时候，上课睡觉被老师
点名回答问题的时候，你牵我手，冲
我笑的时候。我觉得我甚是喜欢你。

怕就怕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留下的全是遗憾。

如果我6岁，我可以垫垫脚亲亲
你，说我好喜欢你。如果我26岁，我
可以跑向你，大声的告诉你我很喜
欢你。可是我才16岁，什么都做不
了，还总爱发脾气。

后来你走了，听说你上了某大
学，后来，你和所有人断了联络，我
再也没有听到你的消息，风里吹来
枯干的泥土味道。你已杳无音信，我
用爱你的心去爱世界，只爱世界，不
再爱人。

牙已掉了几颗了，天已经大
亮，想起当年扎着马尾敢爱敢恨的
洒脱的女孩，如今已经白发苍苍，
我老了。

那时一想到余生不再有你，便
从未有过期待。

我每天都到这个绿茵场，每天
就开始第一次的想念。

我甚至记得你还未离开时，在
学校绿茵场上穿着从未好好穿整
齐的校服，清爽地站在那里，少年
真好看。你和我坐在一起，用温柔
的声音附在我耳边回答我无聊至
极的问题说：“不要愁老之将至，你
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
了十岁，我同样也老了十岁，世界
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
都是一样的。”在我耳边扑来你说
话的热气，余温在我耳根余留，在
我心上印下你每个温度。

谢谢你不嫌我丑还好好的爱我
了。我不想把爱再留给别人，余生爱
你就够了。

老了也做个可爱的老太婆。

风吹过四季
◎呷绒曲占

我最喜爱的小动物是小狗。那只
小狗是干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小狗四肢灵活，行动敏捷，讨人
喜欢。可爱的小面孔上有一双像黑宝
石一样的眼晴，有一双小耳朵，有一
个像黑巧克力似的鼻子，上面还有两
个小洞，鼻子下部有个小嘴巴，显得
很可爱又美丽，全身上下都是白色
的，像一个小雪球，我给它取了一个
名子叫嘟嘟。

嘟嘟平时喜欢运动。我每天起床
后，在阳台上晒太阳时能看见它在跑
来跑去，跳来跳去，所以我觉得它的
身体很健康，于是我为它高兴。

嘟嘟最喜欢吃小狗专门店买的
狗粮，它吃饭时，安安静静的吃着，它
先伸出舌头，然后慢慢地吃起来，像一
位绅士，会吃的干干净净，一点不剩。

每天我放学后，就会和它一起
玩。我先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了，

然后陪它玩一会儿沙包。
有一次，老师布置的作业比较

多，放学后，我赶紧回家写作业，可
嘟嘟不停地烦我，我很生气，骂它
几句后，它慢慢地回客厅了，后来
它两天没有理我。我很后悔，就过
去向它道歉。

我知道，我骂了它，它很伤心。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骂它了，它是我
的好伙伴。

嘟嘟
◎泽仁措

小阿依。南泽仁摄

立秋后的时光依旧晴朗
山水仍是可爱模样
我看见，清风蹚过你身旁
短发开始飘扬
你说要在世间欢快走一场
春花夏雨作佳酿
在秋时收藏

冬日里温酒入梦乡

噢，短发姑娘
我知道这是美梦黄粱
可也想做一回草莽
送你云间月山顶雪铺红妆
许你此生安然无恙

短发姑娘
◎乔安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