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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昙花
严忠贵

昙花，你芳华绝代，美丽无限。
为何选择夜晚绽放？花开花谢，不过一两个时辰，又

是为哪般？
为此，你酝酿很久，一直在蓄势，聚集了整整一年的精气。
人们或以为，你谦逊、低调；人们或猜测，你深谙物以

稀为贵之理，用一现的华美，凸显珍贵，在人们唏嘘嗟叹中
长久惊艳。

“佛告舍利佛，如是妙法，诸佛如来，时乃说之，如优昙
钵花，时一现耳。”佛谈妙法，也以昙花你为喻。

关于昙花你的典故、传说，版本诸多，烘云托月。
我了解的大致是：昙花你本是小花仙，因凡心私动，爱

上了小神韦陀。玉帝知晓，震怒之余，将你贬黜为凡间野
花；而让韦陀出家灵鹫山，潜心习佛。你痴情未改，每年六
到十月的夜晚，当韦陀晚饭后下山挑水或为佛祖采露煎
茶，便在路边盛装绽放，只为悦己者容！可怜韦陀，对你深
情的凝眸，却茫然无知！

有人揭秘，昙花你这些习性，不过是长期自然选择的
结果，遗传的天性而已。

你原本呆在热带沙漠，柔弱、娇嫩的你，为了逃避烈日
的烤灼，选择了清凉的夜晚；花期短暂，只是为了减少水分
的蒸发。生命本能使然。

人们更喜欢赋予事物以美好遐想，这种欣赏思维妙不
可言。给昙花美颜，养眼，又暖心！

昙花，你无言，褒贬由人。
昙花，你特立独行，如遇知音，自当心有灵犀。
怕只怕，“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最 喜 夏 季 听 雨 声
曹丽芹

总爱站在夏季的雨中，品味雨声，倾听雨滴飘落的
声音。品味雨声，品味自己的青葱岁月，品味自己花样
年华里所留下的真诚。

一阵雷雨过后，阵痛的天空分娩出绚丽的彩虹，那
便是拥有；失败过后，破碎的心田孕育出希望的曙光，那
更是拥有，拥有命运给予的悲喜和生活带来的甘苦，我
们才会愈趋走向成熟。没尝过最甜最苦滋味的人，永远
不能超脱。

品味雨声，如果你的心胸清纯如雨，那么你的思想
之翼便能从雨声升华到一种高屋建瓴之势。小桥流水

人家的景观之幽。常常徜徉在唐诗宋词中，品味宋代大
诗人陆游心中的雨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
花。”其声其容何其动人！

面对夜雨，倾耳细听，雨滴叩打在窗棂上，你会产生
置身于禅宫幽院净土的感觉，会更加深切地感悟到”人
类的憎恨是建筑在对于美的珍爱上“的哲理。你不忍心
有半点邪恶去玷污大自然对人类的恩泽。

雨声会教会你产生无限的遐想，思笋的破土，竹
的拔节，苗的茁壮，山的苍翠，花的绚丽，泉的生机，秋的
硕果……你会兴奋不已，忘却窗外的红灯绿酒的诱惑与

斤斤计较，凡尘俗世的烦忧与纷争，乐于在雨中静静的
思索，荡涤自己清净的灵魂，全身心地去感受雨的无私
与博大，雨的清纯与升华。

倏然间，我想起一幅楹联，虽已过数载，却仍然记忆
犹新，铭刻于心，萦绕于耳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
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品味雨声引发的新思新想，如此美好又如此让人遐
想翩跹，但愿它能撞击一些心灵，把心灵蒙上的污秽冲
刷得更加干净。品味雨声，让我在雨声中的思想更加成
熟。

人生如棋
于子锋

在去单位的路边，经常会看见一位老者，每天摆几幅
棋盘供象棋爱好者博弈。源于对象棋的爱好，每天下班经
过此地，我总会观望一阵。我除了懂得观棋者不语之外，
还悟出了这个道理：“静之棋——必须遵守棋道，动之棋
——人生也得遵守行事做人的规矩。人生如棋盘中的某
一颗棋子，这么想来，下棋如人生大径相同。

有一天，我正在观棋，旁边一桌的动棋者与观棋者吵
了起来，因是观棋者不遵守棋德，帮另一个动棋者指指点
点。不过，这事平息起来也快。俗话说“观棋不语真君
子”。看来，这下棋者除按棋道走之外，观棋者也必须沉得
住气。就如现今为人处事一样，不该讲的不讲，不该问的
不问，不该做的不做。别人的事，听之，而不议论；记之，而
不传播；观之，而不近观。

人到中年，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人生还真如一盘棋，绝
大部分人都只是棋子，真正在下棋的，在动子的只有那么
几个人。有时候下棋者因布局需要，把你按放到一定的位
置还岗位上，去做叶子和花，为他最上层的根系服务，直到
在自己的位置和岗位上为全盘棋之胜负拼尽杀绝，才算告
老还休走完人生的使命。

想到这里，我相信多数人都有这样的心历：年轻时在
校读书，到后来进入单位上班，开始都有满腔热情何远大
的志向，可随后的现实生活把这种情节磨光了，走着走着，
就感到人生的疲惫，日子如同江水，一畅而过，有时回头，
连一点足迹也寻不着……但是，即使这样，一切还得如同
江水，只有往前流淌，而不能向后退缩。这亦如棋中兵、卒
这些角儿，在棋道中只进不退，跑累了，可横盘休息，休息
好了，还得继续前行。所以行事做人，我们更多的时候当
把自己按在一个兵的位置上，才能行走棋道的规矩。当
然，在棋道规矩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也理当是被动棋者安排
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才干，并不因为在前进中披荆
斩棘就要求升任到车马炮繁荣位置上，要想换角色，那又
是另一棋局中的事了。

做人行事亦如着棋局中的角色，不管你是一个兵或
卒，还是车马炮等角色，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棋道，行走时
得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能走好自己人生的每一步，才能在
步伐中发挥自己的潜能，作为一个社会中人，处于社会的
群体之中，现实之于人都是平常事，若能想到《三国演义》
片头的主题歌最后两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料中”。那
么，人生的旷达，生命的豪放，也仿若滚滚之江水，奔腾向
前。

这样看来，人生如棋基本上又是辛苦的，年轻时寒窗
苦读，中年是奋力拼搏，年老是准备享福，人却要走了，很
多事想要做而没精力。

人生如棋，走对了路，就赢了；走错了路，就输了。但
赢了也要赢在面上，输了也要输在表里。人生如棋，没有
真正的赢，也没有彻底的输，生命的最终结局都是一样。
所以人哪！不管充当哪颗棋子与角色，都要有自己的活
法，如江水勇往直前，如雄鹰搏击展翅，如兵卒至今不退。

种 满 母 爱 的 菜 园
王淑芹

“一畦春雨瓠儿菜，满架秋风豆角花。”每每想起这两
句古诗，母亲的身影和她的菜园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母亲是个闲不惯的人。几年前，因为她身体的缘
故，家里人不再让她下地干农活了，可她除了操持家务
就是织布，还在房前屋后的几块空地上种上菜，围上篱
笆，俨然成为了菜园。几尺见方的地方有的种上韭菜，
芫荽；有的种上豆角，黄瓜；还有的种上几棵茄子、辣椒
啥的。

平日里家里只有她和父亲两位老人，种的菜自然吃
不了。每次我和弟弟回家，她都是给我们带上自己种的
各种新鲜蔬菜，有的甚至都择好洗净了。我们自然会高
兴的带走，知道虽然不缺少这些蔬菜，但唯恐辜负了这
份沉甸甸的恩情。她还经常给邻居送菜，她说：“自家吃
不了，不送人可惜了，他们家家人口都多，用得着。”不仅
如此，家里院子里的杏树、葡萄、石榴果实成熟了，她也
会送给邻居们。

母亲把种菜当成了乐趣。秋后撒上菠菜种子，给韭

菜畦盖上农家肥；清明前后，剜了青黑肥厚的菠菜，割了
香嫩宜人头茬韭菜，掰了香气扑鼻的椿芽，她早早的搭
起小拱棚种上黄瓜、丝瓜，豆角。一过五一节，爽口的黄
瓜、鲜嫩的丝瓜、美味的豆角让人品尝后都啧啧称赞。
每到这时候，听到大家夸赞后的母亲都会笑得格外开
怀，这当然是属于她的幸福时刻。

夏天到了，除了茄子、扁豆、西红柿等菜，母亲还别
出心裁地种上苦瓜和曲曲菜、油菜等叶菜，她说：“夏天
天热，人们容易上火，多吃蔬菜败败火有好处。”她种的
吊冬瓜、长南瓜也总是比别人结得多，结得大。有时邻
居们问起有啥窍门，她总是笑笑说：“没有啥窍门，可能
是我闲工夫多吧。”

母亲还是个爱美的人。在庭院里、菜园边，不仅有
果树，她还会种上些花花草草，并且年年不同。前年撒
的是太阳花，五颜六色的小花朵让倍感到温暖；去年种
上了几棵臭腊梅，那橙黄橙黄的颜色惹人瞩目；今年她
又栽下几丛夹竹桃，那红红的秸秆，粉色的花朵垂涎欲

滴。记得她还种过鸡冠花、菟丝子呢。
现在想来，菜园的美，时而轻盈，时而厚重，时而流

动，时而凝固，时而清新，时而浓艳，时而低调，时而张
扬，时而淘气，时而乖巧。菜园里任何一朵花蕾，一只昆
虫，一片菜叶，一棵小树，一个棚架，一只飞鸟，恬静的，
噪闹的，都无一例外地构筑成菜地最鲜活的灵魂，最动
感的情愫，最朴素的色彩。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奔放
与清幽，都是菜园一种富有思维的存在。那些瓜果菜蔬
的名字，似乎熟悉乡村间亲切的星星点点的灯光，熟悉
那些似雾飘浮的炊烟，也不知不觉中和童年的味蕾深深
地融合在一起。那些与菜园有关的农活工具，簸箕、扁
担、锄头、菜篮，也一一呈现于记忆的画面，闪亮出曾经
久违的风姿。

种满母爱的菜园子，温暖了我们的一生，一季季的
瓜果蔬菜，一季季的香色观览，一季季的生活阅历。母
亲的菜园子就是乡村发髻的一枚精致的发簪，乡村，除
却桃红柳绿，还有什么能和丰盛的园子相媲美？

七月的颂歌
于金玲

火一样的七月，火一般的激情，伴随着欢庆建党98周
年的歌声，我们走过辉煌的七月。

七月，浓缩了炎黄子孙的酸甜苦辣；七月，凝聚了共产
党人的智慧勇敢。98年风雨历程，在雄浑的歌声中展开。
南湖驶出的红船，延安窑洞的灯火，秋收起义的镰刀。省港
罢工的铁锤，演绎成一段鲜红的历史。黑暗是一种笼罩，是
一种压抑，更是一种震撼和催促。黑暗中觉醒了的中华优
秀儿女，凭借忠贞的信念，不屈不挠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曲
悲壮雄浑的乐章，描绘了一幅幅气势磅礴的画卷。于是，那
迎风猎猎的五星红旗，那金光闪烁的铁锤与镰刀将一个沉
睡的民族唤醒！

七月是一个灿烂的季节，七月铸造了历史的丰碑。
七月的天空因一面旗帜而肃穆、庄重。铁锤与镰刀的召
唤，巍峨的长城挺起了坚强的脊梁，奔腾的黄河发出了震
天的怒吼。

七月是中华民族的奇迹；七月是英雄先烈的壮举。
七月，火红的太阳把大地染成一片金黄；七月，汹涌的激
情荡漾着真挚的宣言。我们回忆七月，因为七月留下了
光辉的诗篇；我们赞美七月，因为七月是一首震撼人心
的壮歌。

在辉煌的七月里，我们深切感受到，开天辟地，那把血
与火的铁锤，在与时俱进中震天动地锤击出璀璨的花；那枚
幢幜与意志相容的金镰，在构筑和谐社会中展示神奇的威
力。瞩目龙腾虎跃的大地，展望五光十色的寰宇，精神振
奋，豪情满怀。让我们的心灵永远铭记先驱挥锤的英姿；让
我们的心房永远回响前辈们舞镰的风采。

七月，在通向宽阔平坦的大道上，是您昂首屹立，给人
以充沛的活力与生命。中华儿女在你的指引下同心协力，
抓住改革开放机遇的纤绳。一路浩歌，扬帆万里。中国，未
来的黄金海岸，不再是千年的梦幻；中国，东方的巨龙已经
跃起腾飞。

唱着七月的歌，我们在新的起跑线上放飞希望。为
了一个永不泯灭的信念。为了一个崇高的伟大追求，为
了国泰民安，愿七月的歌永远嘹亮，愿中国的明天更加
辉煌。

七 月
涂国文

这个七月，我将自己从江南搬运到雪域高原
将羊群般豢养在丘陵和平原上的目光
驱赶上地球之巅
将沉重的肉身，搬运到信仰高处

用雪山飘扬的经幡，拉抻我蜷曲已久的脊梁
用经幡上的五色，濡染我灰色调的日子
用一抺高原红，镀亮我胸膛中的
天空、祥云、火焰、江河和大地

用经络中爬伸的太湖、西湖、运河和钱塘江
同雪山，交换晶莹的孤寂与纯净
将从尘世带来的幸福，扔进高原反应的笸箩
让垭口的大风，刮走功名利禄的秕糠

圣湖如佛眼，慈悲地俯视着山脚的万丈红尘
我伫立在前世与来生之间
与雅鲁藏布江一起，在巨大的落差中
完成美学的壮观和水文学的丰盈

布达拉宫，雄峙在一部黄金打造的经卷上
1080级台阶，就是1080行经文
梵音袅袅，从999间房屋的窗户飘出
哈达一样，迎接八面来风

一曲苍凉的藏民歌蓦然响起，久久回荡
在青稞酒、酥油茶和锅庄舞组成的唐卡中
我看见一个绛红色的背影，正告别卓玛
朝向雪山走去

这个七月，蝉在四千公里外的锦绣江南聒噪
无数朝圣者，蚁族一样漫上“世界第三极”
而雪山上的众神，集体沉默
从倾斜的蓝天上，投了下一匹苍鹰逡巡的灰影

这个七月，耗牛和骏马在雪山下的草甸游荡
磕长头的人们，一路上五体投地
以身子为尺，丈量抵达天堂的里程
我的心房，忽然莫名涌起无限悲伤

村里的二毛
木萧萧

很多年前，我村子有一个不种庄稼、好吃懒做的
农民，人送绰号“懒棍”。后来不仅不务正业，还时而
干些偷鸡摸狗之事。他的老婆不堪忍受，最终跟他
离了。所以村里人又叫他“二流子”。

老婆走了，他也就远走他乡，虽然又陆续回到老
家，但次数渐少。终于，他没回来过，也没人知道他
的下落。久而久之，村里人也就把他淡忘了。一回
到老家，父亲偶尔会跟我说起他。

二流子的真名叫二毛，因他在家排行老二，头发
又稀少。

没读几年书的二流子，人倒是挺机灵。虽然自
己啥文化也没有，却总爱把一句话常挂在嘴边——
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爱挂这句话，是有缘由的。

二流子二十刚出头时，也算是活脱脱的汉子，他
看上了邻村一位长发飘飘的姑娘。姑娘对他倒没啥
坏的感觉，可姑娘家的父母极力反对他们在一起，说
跟了他没有前途。后来姑娘也就不搭理他，他上门
向着姑娘家大叫大嚷，可任凭他如何折腾，都无济于
事。从此，二流子就在他心里熬出这样一句似有哲
理的话——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他是我们村子最早的外出打工者之一。记得他
有一回外出，一去就是三年。回来时，衣着光鲜，言
谈时尚，羡慕死了村里的后生，大伙都怀疑他在外面
不是正儿八经地打工，而是做了违法的事才赚了几
个闲钱。听说他的确赚了些钱，又在外村娶了长头
发的老婆，生了个女儿，没安生过两年，染上了赌
瘾。老婆劝也劝了，骂也骂过，无济于事，于是一气
之下回娘家去了，不到两三个月，跟他离了。他再次
感慨——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女儿跟着二流子
的老爹，从此二流子成了真正的鳏夫，无牵无挂，百
无聊赖之际，他在村子里干了好几件“大事”。

村支书的老婆开了个杂货店，她有一头长发，生
意不错。二流子最看不顺眼长头发的女人，背地里
总说村支书的老婆会用长头发勾引男顾客，生意怎
么会不好呢？

一个炎暑的晚上，村支书外出办事了，他老婆在
店外乘凉。二流子就趁机溜进店里，结果被她发现，
就撕住二流子的衣服，二流子非但不理亏，反而扯上
她的头发叫骂——你不就是会用长发勾男人么！想
勾我，没门!幸亏邻里乡亲闻声赶来，二流子才窜得无
影无踪。大伙儿劝书记夫人别与他一般见识。后
来，二流子逢人就瞎掰村支书老婆想用长发勾引他，
被他挣脱了。

二流子还做了一件“永垂不朽”的事。某年的大
年三十，乡亲们都已关门闭户吃年夜饭。二流子却
没那份心情，就一个人在村子里溜达。瞅上哪家不
顺眼了，就放火，一连三家都烧起来了，大伙儿边救
火边破口大骂。二流子就躲在不远处偷着笑。救完
火后，大家无疑猜到他的头上。能做出这种缺德事，
村里除了二流子“敢做敢为”，实在想不出第二人。

几个年轻力壮的汉子把他抓了起来，捆在村小
学的仓库里。三家的男主人组成临时法庭，对他进
行审问——为什么放火？谁指使的？二流子终究捱
不住了，就招供：“你们一个个和老婆孩子吃着香喷
热腾的年夜饭，晚上又可以抱着老婆睡觉，我他妈的
有谁呀……”

毕竟乡里乡亲的，又是大过年的，见他也确实可
怜，大家也就放过了他。只是此后村里人更加防着
二流子，畏他如麻风病人。事过一段时间后，他忽然
向人说起那事，其实我就是看不顺眼那几家人的女
人，一头狐狸骚娘们般的长头发。

在村里，二流子待不下去时，就远走他乡，都是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村里有人传闻他赚了很多钱，
还带了个二十几岁的外地小姐，也有人说他在外赌
钱输了就偷，被抓进去好几次……

直到我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父亲又提起二流
子，听说他染上过“非典”，父亲还跟他打了个照面，
现在说起还心有余悸呢。但这些都只是传言。每当
我想起父亲学他说的话——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总觉着毫无意思，又意味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