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次，我与朋友骑车
去山里玩。我俩就像两只
自由的鸟，随心所欲，看到
好景色就停下来观赏一会
儿。

一路走走停停，“兴尽
晚回舟，沉醉不知归路”，
不知不觉到了日暮时分。
我催促朋友回家，却见她
的车子慢下来。她吸吸鼻
子说：“好香啊！是花香，哪
儿来的花香呢？”我环顾了
一下四周，发现有一个农
家院落，于是指给朋友说：
“应该是那个小院里的花
香。”小院离我们只有几百
米，院门虚掩着。朋友说：
“去看看！”我说：“算了，还
是回家吧，天不早了！”朋
友不听我的，自顾停下车
子，奔向小院。她推开院
门，惊喜地喊起来：“快来
看呀！”我赶紧冲过去。

只见小院里满满的都
是花花草草。小院的主人
一定是个极热爱生活的
人，把小院打点得花枝招
展。彩蝶翩飞，馨香远播，
这家农舍就像大山深处的
瑰丽之花，带着几分神秘
的仙气。满院子的花草，一
点也不杂乱，各种颜色、各
个品种的花好像有秩序的
队伍一样，错落搭配，美不
胜收。农家小院本是大山
里的寻常风景，但像这样
别具风格的风景我们还是
第一次看到。朋友兴奋地

说：“幸亏咱们向前走了一
步，看到了这无限风光！如
果错过了，该多遗憾！”

很快，小院的主人从
屋子里走了出来，是一位
满头白发的老伯。他见我
们来赏花，脸上露出喜悦
之情，仿佛遇到了知音一
般。老伯引领着我们欣赏
各种奇花异草，我们徜徉
花间，享受着弄花香满衣
的乐趣。老伯告诉我们，这
里是他的老家，他原来是
城里的园艺工人，离不开
花花草草，退休后回老家
来过这种“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日子。他说，
大山里是花草真正的家，
所以它们长得更漂亮。每
天看着这些花儿，觉得日
子都是香的！

毫无疑问，与小院花
草的邂逅是我们这次出行
最美的相遇。这趟行程，我
和朋友的收获太大了。我
们不仅与这些花草结缘，
还与那位有着花草一样性
格的老伯结缘。后来，我们

经常去那
里欣赏花
草，老伯还
送了一些
我们喜欢
的，让我们
带回家。因
为那样一
次走近，我
们也被沾

染了一身的草木香气，而
且渐渐受到老伯的清雅散
淡生活态度的影响，觉得
生活多了几分馨香和诗
意。想当初，差点擦肩而
过，只是因为向前走了一
步，才看到了风光无限，才
有了以后的种种美好。这
种影响，真的是绵长深厚
的。

我想起一句话：“有时
候我们会错过许多美好的
东西，不是它们离我们太
远，而是我们没能走近一
点。”真的是这样呢！生活
中，许多美好都曾与我们
相遇，但大部分都与我们
擦肩而过了，并未留下任
何痕迹。因为我们的疏忽，
让太多的美好匆匆溜走，
白白辜负了一场相遇。其
实，只需向前一步，就能领
略无限风光。

我想到我与写作之缘
亦是如此。当初尝试后，觉
得喜欢，所以向前迈进了
一步，领略到万千风景。更
重要的是，因为写作，让我
觉得生命是充实和有意义
的。如果当初浅尝辄止，我
不过是水面上掠过的一只
蜻蜓，匆匆飞过，从此擦
肩，再也欣赏不到这个世
界里的旖旎和幽深。

前路上，不知还有多
少美好等在沿途。要记得，
向前一步，风光无限！

文/马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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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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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农村，家门
口有一条小河，河水静静地、
昼夜不停地向远方流去。

它没有具体的名字，可
以说是一条无名的小河。记
得上小学时，老师给我们讲
地理课，当他指着地球仪上
弯弯曲曲的蓝线，告诉同学
们这是黄河、那是长江的时
候，我曾问老师：“哪儿是我
家门前的那条小河呢？”老
师回答说：“那条河太小了，
地图上找不到。”我不信，硬
要老师给我找出小河的位
置。如今，回想起这件事来，

觉得实在幼稚可笑。
那确实是一条小河，看

不见泛起的浪花，听不见哗
哗的水声，只是一股涓涓细
流，默默地、永不停息地向
前流淌。

然而，就是这条小河，
给家乡的人们带来了许多
欢乐！干旱的时候，它缓缓
地流进田里，滋润着枯萎的
禾苗，使禾苗重新抬起头
来，变得生机盎然；劳动归
来的人们，来到它的身边，
捧起清凌凌、甜盈盈的水来
喝上一口，顿时疲劳大减，

假如再用这河水洗把脸，冲
冲汗，一天的劳累立刻会飞
到九霄云外。夏日的傍晚，
这里显得更加热闹非凡。老
人们悠闲地坐在河边，谈古
论今；孩子们最喜欢在小河
里玩耍嬉戏，特别是打起
“水仗”来，更有意思。两军
对阵，各以水为武器，谁能
把对方击败、赶跑，谁就是
胜利者。别看这种游戏简
单，可它是一种“战斗”，最
能锻炼人的意志和性格。姑
娘们抱来一包包衣服，边洗
边哼着动听的小曲。调皮的

小伙子们却爱趁她们不备，
偷偷地向河里投几粒小石
子，溅起一串串水花，打湿
了姑娘们的衣服，招来几句
骂笑……夜深了，一切都恢
复了平静，只有小河水还在
涓涓地流淌。曾有一次，我
问老师，小河水不停地流，
最终流到哪里去了呢？老师
说：“万支细流汇江河，千条
江河归大海，这条小河水，
最终还是归于大海。”可我
当时尚小，又没有见过大
海，因此对他的话不理解。

小河水终于把我养大

了，我也从此离开了这条小
河，我来到了江边，海边，终
于理解了老师的话，找到了
小河水的去处，在江河的合奏
中，听到了它的旋律，在大海
的波涛中，看到了它的活力。

江河奔腾澎湃，一泻千
里；大海广阔无垠，气势磅
礴，但他们都是由无数条无
名的小河汇集而成的。离开
了小河，也就没有了江河，
没有了大海。

我赞美江河，我崇拜大
海，我更想念家乡的小河。

文/郝秉升

思露花语
生活的滋味是

回味，人生的精彩是

出彩，生命的信誉是

赞誉。

有起就有落，有

苦才有甜。故人生得

失，生命悲欢，其实

往往是彼此的因果。

人生尚简，其既

是一种品性，更是一

种境界。故生活因简

而朴，心灵因简而

洁，思想因简而纯。

人生，知足者知

止，自爱者自省，是

修养；生命，知止者

知耻，自省者自觉，

是涵养。

人生，静以修

身，其静是一种明

慧，亦是一种谐美。

诸如：安静而宁，清

静而新，气静而定，

心静而平。

人生，有多大的

胸襟，就有多大的怀

抱；生命，有多美的

节操，就有多美的境

界。

人生有错误不

怕，怕的是将错就错；

生活有讹谬不怕，怕

的是以讹传讹。

信念是一种向

往，追求是一种力量，

奋斗是一种精神，成

功是一种辉煌。

假公济私，是说

一个人失德；损公肥

私，是指一个人缺

德。而公私分明，则

是一个人的仁德之

美。

蔑视他人的轻

视，则可以远离自

卑，并找回自尊；鄙

视他人的无视，则可

以远离自卑，并找回

自信。

空谷绝响，作为

一种心灵修养，其境

界可谓空而不寂，寂

而不孤，孤而不僻。

成熟是一种境

界，不同的是：熟能

生巧只是佳境，熟而

后生则是妙境。

文/巴特尔

墙头草
爬格子累了，想休息一下。站起身，推开窗呼吸呼

吸室外新鲜的空气。一抬头，对面墙头绿意盎然的几株
小草让我陡感惊奇与意外。尽管那几株小草是那样的
纤弱，显得单薄零散，可是那生命的绿色在阳光的照耀
下是那么的美丽。纤弱的叶片在风中微微颤抖，似乎在
为这生命的奇迹而舞蹈，让我从心底涌出一股无比欢
畅的爱意。虽然它不能为平淡寂寞的墙头增辉增彩，但
却可以添趣，让毫无生机的墙头有了其乐融融的绿意
生机。一阵风吹来，小草的舞蹈更加的热烈欢快，时而
舒展双臂，时而左右摇摆，它们像几个活泼的孩子，天
真可爱。

墙头草的生存环境与广漠草原上的草的生存环境
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几株小草生存在墙头之上，
可谓力量薄弱，孤单无助。更不同于那些人工草坪上的
草，有专职人员浇水养护。墙头，方寸之地，水贫土薄，
无论狂风还是暴雨，无论烈日还是霜冻，都会毫无遮拦
地直接扑在它们的身上。可看似柔弱的小草却能在墙
头那窄窄的缝隙间顽强的生存，它不挑剔环境，不择土
壤，更不需要人们的呵护照料，生在哪儿就长在哪儿，
哪怕是墙头砖与水泥间微小的缝隙，只要有些许土壤，
只要汲取那么一点点养料和水分，它也会发芽抽青，来
向人们展示它生命的绿色。

一天，一阵狂风过后，突然下起了暴雨，我不禁为
墙头的那几株小草开始担心。风雨过后，我赶紧推开窗
去看那几株小草。小草好像被折磨的奄奄一息了，歪歪
斜斜身子倒伏。但我相信，它们是不会在暴风雨下屈服
的。果然那几株小草又慢慢地挺直了腰，尽管还带着晶
莹的泪珠。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总要打开窗，看一看对面墙
头上的那几株小草，用心灵与之对话，是它告诉我：淡
泊名利，不图虚名，踏实本分，不急不躁，磨炼身心；不
为境遇而喜怒，努力绽放生命的每一天。

人们说“疾风知劲草”，是的，风雨不能让它折腰，
境遇不能让它颓废，不管多大的风雨过后，它都能依然
坚强地挺起身子去感受风雨过后那温暖的阳光。也有
人说“墙头草，随风倒。”但谁又能说那不是适应生存环
境，适应大自然的一种生活方式呢？光秃秃的墙头是它
生命的诞生之地，也是它生命的归宿之地。墙头草朴实
无华，与世无争，只为了自己生命的轮回随着季节的变
换自然地枯荣着。看似孱弱，却给芸芸众生带来了生命
的启迪。我不想把什么坚韧、伟大、不屈不挠等一些冠
冕的词叠加在它的身上，但是墙头草精美细致又质朴
野性的模样、它强大的生命力和耐力，都让我满心欢
喜。它以顽强的绿色展示生命的质量，从不虚度光阴，
也从不贪图外表的耀眼华丽，到了悄然萌生的季节，它
不择环境吐绿报春，不委屈，不叫苦，却是铆足了劲，长
出精神，长出风韵…… 文/朱德文

向前一步风光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