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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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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我因为
身体原因，两个月都没能
出家门。每天，我都像一头
焦虑的困兽，脾气暴躁，随
时都有可能让家人面对我
“火山爆发”。微信上，我向
朋友吐槽：“我的日子天昏
地暗，整个人快发霉了。我
的世界却没有半点亮色，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对我
来说只是飘渺的诗和远方
了！”朋友发给我一束鲜
花，说：“别急，只要心中有
风景，何处不是春暖花

开？”
“心中有风景”，朋友

的一句话如同暗夜的一盏
灯，不经意点亮了我的心。
风景不在室外，不在远方，
而在人的心里。心中有风
景，处处有花香。仔细想
想，我虽然蜗居室内，但享
受着家人精心的照顾，同
时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这种幸福是别人难以体会
的。最重要的是，我并没有
隔断与外界的联系，只要
用心，我依然能感受到美

丽的世界。
微信朋友圈里，大家

每天都在晒各种美图，我
曾经抱怨说，我的诗和远
方仅在朋友发的照片中。
不过，心中有风景，即使仅
在美图中感受美好，依然
能够嗅到草木的芬芳，能
够听到鸟儿的鸣唱，能够
品到溪水的甘洌……心怀
美好，你便能融进风景中，
成为端坐在风景一角的一
株草、一朵花，与大自然中
一切美好的事物和谐共

存，互相欣赏。心中有了风
景，感觉神清气爽，就像逢
春的枯木一样有了灵魂。
我不再是那个随时可能咆
哮起来的困兽，我愿依偎
在无边的风景里，做一只
快乐起舞的小鸟，鸣唱世
界的美好。

心中有风景，一棵草
便是希望的向标，一片绿
便是千里原野，一朵花便
是缤纷世界。因为不能出
门，我经常伫立窗前，遥望
着窗外的风景。近处的房

屋，远处的青山，明澈的蓝
天，漂浮的云朵，都被窗子
框成了一幅绝美的画。而
在这幅画之外，有更辽阔
的世界，更美丽的风光。

窗是房屋的眼睛，心
是我的眼睛，因为心中有
风景，我看到了视线所看
不到的美丽风景。窗外，绿
树成荫，夏花绚烂，西墙根
邻居大妈的小菜园里也果
实累累了。我想象着，外面
那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正
在以我熟悉的节奏，悄然

酝酿着一场场大自然的盛
事。我要用心参与其中，感
受季节的变迁和自然的馈
赠。

自从我学会了用心感
受风景，觉得心境平和起
来了。我俨然成了时光角
落里一个用心的收集者，
我收集着一个个美丽的画
面：一枝蔷薇，几朵木槿；
一声鸟鸣，几只蝶飞；一场
烟雨，几片流云……一切
都那么美。心怀美好，一路
缤纷。 文/马亚伟

一叶扁舟，飘然于茫茫
人海。无舵，独自飘着，没有
缘由。

今夜无月，月躲在了大
山的后面。山路弯成了一个
大问号，曲折地顺坡而去。
我的思想被月带走了。扁舟
里的我，没有了梦想，没有
了期盼。

今夜无月，今夜无眠，
今夜无梦，今夜洒脱而超
然。

我喜欢城市的灯河，但
它不是夏夜的莹光，不是码
头的渔火，不是璀璨的尾
星。在城市灯河的喧嚣和嘈
杂里，我只能无奈的怀念自
然的宁静、平和。

一粒粒倔强的种子抛
洒于原野，花开了，草青了，
树绿了。蜂和蝶妩媚着春
天，妩媚着自然。我火一样
热烈的心跳，把衣衫染成了

血色，摆动在轻柔的微风
中。小鸟唱着欢快的小曲，
用清纯的歌声宣扬理想和
渴望，留下一束闪亮的羽
痕。牧童的身影在短笛中拉
长，归家的牛羊两角弯成了
月牙，试想钩住流失的时
光。

啄破夜的壳幔，银白色
的一轮挂在空中。月，在梦
幻中诞生了。

一叶扁舟，飘然于如水
的月光里。无舵，随月漂流。

月出了。月圆了。草原、
森林、江河、湖泊、都市、村
庄，迷朦在银白色的纱里。

明晃晃的一轮，划过时
空，掠过都市，趟过河流，到
村里去，到桥头下，到清水
盈盈的古井里。这儿是梦发
芽的地方。

树木剪裁了更多的树
荫，覆盖着村庄。皎洁的月
光，在斑斓的树影花影间，
融化在人们萌动的思想里。
所有的心怀一下子亮了。

一曲婉转的竹笛，在月
光下更响更亮，使得不远处
的鸟巢空灵地盛满了温馨
饱满的故事。

月光，泻在清幽的水面
上，斑驳着随月而舞的树和
随月而舞的山。绝美的风景
弥漫温馨的情愫，丝绸般的
鲜艳柔和，深切舒展在每一
寸肌肤里。融融月光弹奏四
季的琴声，在大自然的心韵
里起伏浑圆的音流，溅起岁
月轰然的回响。梦想的蓓
蕾，在绚丽的一刻，极尽辉
煌。

月出了，月圆了，月光
洒一地的欢愉。月亮的笑脸
一如晶莹的晨露，洗濯我郁
积的疲惫。我的心在燃烧，
如老铁匠炉膛里跳动着的
火苗。岁月飘飞的思绪，缠
绵在多彩的梦里。

文/董国宾

我之爱书，达到痴迷的
程度。少女时曾有个浪漫的
想法，欲以书为嫁妆。梦想
着有一间小小的房，中间
一张床，四围都是书橱。那
时觉得，拥有满室的书香
与爱情，就是完美的人生
了。无奈贫寒的婚姻连衣食
都无法保障，哪能顾及我这
样荒谬的梦想！直到10年前
建房，我们在二楼临窗的地
方找了块地方，做了两个书
柜，又置了电脑和办公桌，
从此我算真正拥有了自己
的“书巢”。

读书真好。“饥读之以
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
而读之以当友朋，幽愤而读
之以当琴瑟。”读书不同于
读人，把人读透了会读出许
多的不同，读出失望与伤

感，而好书不厌百回读。好
的书像不褪色的风景，花香
鸟语，令人流连忘返；又像
不过时的音乐，激越清扬，
令人回肠荡气。读到会心
处，唇齿留香，如痴如醉。

书本小世界，天地大书
本。一篇短文也许折射的是
一个伟大的时代，一行小字
也许流淌的是一段人间的
至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品
格，不同的书也有其不同的
芬芳。屈原的歌散发着芝兰
之气，陶潜的诗绽放着菊蕊
之幽，周敦颐的文飘溢着荷
之清芬，李易安的词蕴藉着
梅之冷香……如鲜花吸引
着蜂蝶，书以它独特的气息
吸引着脾胃相投的人。被唐
诗宋词滋润的人优雅，被古
典小说喂养的人宏博，被现

代散文浸泡的人灵秀。“腹
有诗书气自华”。书给我搭
建了一座空中楼阁，让我活
着不仅仅为了足下的土地，
更为了心头的梦想。

书给我那样忠实的陪
伴和贴心的慰藉。以人为
友，最难把握的是分寸；以
书为友，不需心机，不用设
防。它坦诚地守侯在我生命
的驿道，为我扬鞭，为我策
马，为我洗去一路风尘。难
怪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
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
改其乐”；难怪林清玄认为
凭“一卷书，一壶酒，一腔热
血”可以奔走天涯；难怪有
哲人叹道：“有书读谓之
福！”

正因为书带给我这么
多充实与享受，所以每提起

笔我就神色凝重。只要想到
我的文字也会接受目光的
检阅，我就不敢马虎。我深
知自己难以写出震撼人心
的鸿篇巨著，但我可以写出
真，写出善，写出美，可以让
我的血管里流出的滚烫的
琼浆，去消融别人心灵的坚
冰。谁不对人世的温暖心存
向往，我只想被置在床头案
几，给人一份伸手可及的幸
福。

我常常觉得，人的一生
不过就是翻过一页书而已。
那么，在不可求不可把握的
命运中，我不想盲目地去赶
海去逐潮。纵然是两手空
空，只要在长夜的孤灯下，
还有书可依，有笔可诉，就
是上苍对我的厚爱了。

文/熊荟蓉

花开半夏
蔷薇在墙头上起伏着进入我的视野，那粉红的，

素白的，深红的小花瓣开得正旺，远远望去，就如同一
挂色彩斑斓的蔷薇瀑布。它们密密匝匝地从叶片中探
出小脑袋，热烈地挑逗着阳光。那面墙张开臂膀，将这
些貌美的蔷薇紧紧地拥抱着。蔷薇柔韧的身躯梳理着
墙的纹理，倾听着墙壁在低沉地诉说着那些年代久远
的故事。

一片流光在蔷薇上辗转着，小花儿你挤我，我挨
着你，手拉手跳起了舞蹈，舞姿轻盈，淡淡的香吸引着
蜜蜂，它们围着蔷薇采蜜。仿佛听到蔷薇热情洋溢地
招待蜜蜂，小蜜蜂，欢迎来我家做客，我的小花看着不
起眼，可是，花苞里有琼浆玉液哦！小蜜蜂振动着翅
膀，亲吻着小花儿，从这一朵，再飞到那一朵，每一朵
蔷薇都笑脸相迎贵客。这一挂蔷薇瀑布在流动着，如
浪似潮，热闹非凡，寂寥就这样被悬在半空中，消散于
无形。

阳光不声不响地抚摸着蔷薇，攀过绿绿的藤蔓，
照拂着蔷薇花，蔷薇的心肠就火辣辣的。今天这一朵打
着花骨朵，明天那一朵已展开笑脸，开得热烈奔放。这
不，那几朵开放得过了头，开始枯萎了，花瓣恹恹的，花
托也留不住它，一瓣又一瓣地渐失水分，随着风儿在打
旋儿，最终散落在泥土中。蔷薇藤蔓在风中如波涛，在
涌动着，挥挥手，化作腐泥也与蔷薇根的命运紧紧相
连，来年，在枝头上再相见。聚散两依依，离合总关情！

几年前，我家的墙头上也有着这样一挂蔷薇瀑
布，或粉，或白，或红，或黄，姹紫嫣红，妆点着一隅。月
季，蔷薇，玫瑰是同属蔷薇科蔷薇属的姊妹花，因此，
它们的形态十分相似。蔷薇酷似月季，却比月季小很
多。它们没有玫瑰那么高贵，也没有月季那么雅致，它
们只是漫山遍野地开，开得密闭透风。

小时候，我很喜欢那些漂亮的小蔷薇，可是，每次
经过蔷薇架，多数是停下来看，不敢轻易去摘它们，一
个不小心就会被刺儿扎到手指头。我实在是喜欢得
紧，就回家拿出剪刀，剪出几枝，选几朵，插在鬓角，也
能美上好半天。

一天，我回到了阔别多日的故乡，高楼平地而起，
在钢筋水泥林立中，我嗅到了城市的气息，古朴的农
村已荡然无存。我在一个大宣传牌边上停下来，喜上
眉梢，心中的那挂蔷薇瀑布从未曾走远，它只是换了
一种生活方式，有了一个耀眼的名字“蔷薇园”，蔷薇
从古朴的墙壁上，堂而皇之地进了花园，有了自己的
标识牌，上面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蔷薇的别名，科属，生
活习性，花期，以及分布地区等。和蔷薇相处很多年，
我只懵懵懂懂地了解它的花美，味香，却不知它还有
这么多不为我知的特征。

在这里，蔷薇瀑布的生命走向趋于完美，活色生
香里，唤醒了那些深埋进废墟里的余脉，这是新生，也
是福祉！ 文/宫 佳

且与书香共流年

一叶扁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