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饭过后，夕阳西下，
热逐渐散去，躲避了一天
高温的人们纷纷走出房
间。

此时，当最后一抹夕
阳，打在我家院子里那棵
茂密的丝瓜藤上的时候，
我会准时拿出一张凉席，
铺到丝瓜架的下面，供家
人乘凉之用。

抬头望去，满藤的丝
瓜长势良好，它们在夕阳
的照耀下，显示出前所未
有的勃勃生机。一个个果
肉饱满的丝瓜，静静地从
瓜蔓上垂下来，像极了大
写的感叹号。仔细看，丝瓜
的表面泛着诱人的翠绿，
细长的纹理清晰可见。有
时候，一两只蝴蝶停留在
尚未褪去的花蒂上面，稍
作休息，便飞得不知去向。

晚饭，我们喝着稀饭，
就着母亲做的丝瓜炒鸡
蛋，吃得满口生津。丝瓜是
我亲自挑选的，细细长长
的3根，嫩得能掐出水儿
来。平常，我们是难得能吃

上一顿丝瓜炒鸡蛋，只有
等到在县城打工的父亲回
来后，我们才能打一回牙
祭。

除了喜食丝瓜外，我
最喜欢的，便是丝瓜开花
的日子。那明艳洁净的花
朵黄灿灿的，大大方方，开
满了庭院，有一种田园之
美。墙内墙外绿色盈盈，花
香荡荡，蝶来蜂往，嗡嗡嘤
嘤，像小院里逢盛会，赶年
集，热闹非凡。

有一根丝蔓，竟昂着
头托举着一朵花儿，调皮
地爬到我睡觉的窗前。打
开窗，清风悠悠，鸟飞蝴
舞，让我的五脏六腑沁透
了花香。

丝瓜的花期并不长，
最多十来天的时间。听村
里有的人说，新鲜的丝瓜
花也可用来做菜，味道还
不错。不过，在我们家，从
来没用丝瓜花做过一次
菜。我总是在想，多半是母
亲不会做的缘故吧！

当鲜嫩的花儿逐级淡

去，此时，那些花儿便孕育
出了毛茸茸的瓜妞，在微
风中摇摇荡荡打着秋千，
煞是可爱。它的发育之快
令人惊叹，一夜之间，就好
像长大了。

长大后，读了一些书，
知道齐白石老人酷爱画丝
瓜，最著名的是《丝瓜蜜
蜂》《丝瓜昆虫》《丝瓜蜻
蜓》。他将大自然的植物与
昆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构图清新，相映成趣，表现
了和谐相依，点滴成趣的
快乐与美好。

朴实平淡的丝瓜在白
石老人的笔下富有生机，
在昆虫的衬托下具有了灵
性。想着，某天若能亲手画
一幅《丝瓜图》挂在屋内，
该是件一多么令人兴奋的
事情呀！

在房前屋后，种丝瓜
是一种淡定温和的生活方
式，一种超脱世俗的简约，
一种执着朴素的眷恋。台
湾作家龙应台说：“丝瓜对
人而言是个象征，它最土
最容易种。可是，你需要不
离开，你得留在那儿，不再
走了不再漂荡才会种的东
西。”

老了，我也愿意过那
种悠然的田园生活。土地
不必太多，房前屋后播下
几粒种子，锄草施肥，浇水
搭架，看枝蔓慢慢爬上架，
丝瓜渐渐长大，坦然自得
地享受着人间美好。

文/姚秦川

母亲的夏花
盛夏，空气是闷热的，扑面而来的是滚滚热浪，下

的雨，也夹杂着热气。人也会变得慵懒，仿佛那是夏天
惹的祸。树上的蝉，拼命在歌唱，只为竭尽全力，无怨
无悔。还有叽叽喳喳的小鸟，无视夏的酷热，依旧婉转
轻唱。倒也增添几分乐趣，让人暂时抛开对热的抱怨。

夏，一向没有春讨巧。春的明媚、芳香，让花争奇
斗艳；夏也不如秋让人欢喜，秋是丰实华美的季节，有
着别致的韵味；夏更缺少了冬的内敛，冬永远像温润
的少妇，有着属于它的风情。但我还是喜欢夏，它有它
的好。

泰戈尔在《生如夏花》中写道：“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夏，有着永远的热烈和奔放，仿佛
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绽放，绽放得那么彻底，那么绚烂。
也只有夏，才配得上象征燃烧的生命。其实，四季中，
只有夏最懂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意义，不会浑浑噩噩
得过且过。生如夏花，死如秋叶。秋，不但是丰实华美
的季节，同样也代表着秋叶的飘落入泥，轻盈、淡然面
对生命中的归属地。秋的来临，叶的飘零，不代表消
逝，是在等待下一个轮回。无声无息的轮回，却有着震
撼人的力量和美。

记得年少时，母亲最喜欢花，只种春夏两季。夏天
的花，比起春天的花，少了些妩媚和多情，也没有那么
娉婷多姿。但母亲却就喜欢夏天的那种花，细心地摆
弄，傍晚准时浇水，除草，松土。那花有淡粉色，有白
色，香味极淡。要凑上前去，放在鼻子底下才闻得到。
这花却在太阳最强的时候绽放，迎着烈日吹着热风，
纵然叶子被晒得有些卷曲，花儿依然伫立着。

我曾经问过母亲：“春天的花多美啊，您为什么独
独喜欢这种夏天开的花，花太小也不香。”母亲淡然一
笑说：“能在夏天的时候开的花，是最坚强的，花虽然
小，但不用和春天的花争艳，多好。”当时幼年的我，听
得若有所思。

长大之后，我到外地读书，再也没看到过母亲喜
欢的这种花。学校里有花坛，一到开花季节，百花争
艳，但我思念的是母亲的夏花。那么小，却在我心里
根深蒂固地生长着。夏还有荷花、百合、牡丹，于我而
言，它们太过艳丽，太过大，太美，显得招摇。唯有我
心中的小花，小，却有着生命的渴望，从来不畏惧夏
的炎热，也不向往清凉。只迎着夏的热烈，一直开一
直开…… 文/何小琼

思露花语
只有造福人类和

社会，才有幸福的人

生。而相反，初始既无

理想，更无追求，进而

既无创造，更无奉献，

却坐等幸福的人，则拒

幸福于千里之外。

美好的人生：或因

美德而获美誉，可谓美

谈；或因和美而被赞

美，可谓谐美。

人生，挑战无极

限，但如果自暴自弃，

并自甘忍气吞声，虽小

事难成；生命，突破无

止境，故只要自强自

立，并自觉忍辱负重，

则终成大器。

伟大的生命，用光

明战胜黑暗，故人生光

明磊落；强大的生命，

用正直战胜邪恶，故人

生刚直不阿。

人生向善，故以上

善为佳；生命尚美，故

以谐美为佳。

对生命的珍惜，有

的人是悔悟在身患大

病之后；对生命的珍

爱，有的人是智悟在身

心健康之时。

由聪明而聪慧，由

颖悟而智悟———前者

还只是学养的佳境，而

后者则是修养的化境。

评议，与事公允，

即不失真；评价，与人

公正，即真友善。

难事一般难办，但

只要敢于面对并知难

而进，则会由难变易，

并且一切皆有可能。

追求路上，带着伤

却仍在奔跑的人，不失

为一种坚强；一路前

行，忍着痛却依然攀登

的人，不失为一种坚

韧。

无论何等干扰，如

若不动声色，可谓镇

定；无论何种骚扰，如

若气静神闲，可谓笃

定。

有头脑不用，要么

发呆，要么卖呆，其必

然呆头呆脑；有手脚不

动，要么蠢笨，要么拙

笨，其必然笨手笨脚。

文/巴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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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喜欢摄影多年，
留下了很多珍贵的作品。
他让我为他的摄影集取个
名字，我默默地翻看这些
经年的摄影作品，回忆着
往昔岁月，脑海中忽然冒
出一句：时光的温度。朋友
拍手称好，说这个名字正
符合他的初衷，当年他爱
上摄影，就是为了把生命
中带有温度的片段留下
来。

时光本身是没有温度
的，是人的经历，赋予了时
光温度。过往时光，温情或
者微凉，火热或者冰冷，此
岸花开或者彼岸花谢，良
辰美景或者满目苍凉，都
留下了人生冷暖的印记。
往事如尘烟，如果不能留
下些什么，可能早就散得
无影无踪了。记录生命中

的种种片段，定格时光，留
下永恒。此去经年，再次触
摸曾经地带着温度的往
事，我们的指尖和内心依
旧能感知其中的冷暖。

你感受到时光的温度
了吗？时光的温度，是我
们留下的喜怒哀乐。一路
的欢声笑语或者一声叹
息，都被时光记录在案。
每个人的时光，都有不同
的温度。即使你我拥有相
同的时光，生活也有可能
赐予我们各异的命运，而
命运又带给我们不同的
冷暖体验。记得我们毕业
10年聚会，大家感慨横
生，纷纷回顾自己10年的
历程，有人10年辉煌，有
人10年平淡，有人10年辛
酸……人在俗世的海上飘
着，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再纵向看，谁的人生也不
会永远温暖，谁的人生也
不会永远冰冷，无论怎
样，来的尽管来吧，感受
时光带给我们的各种感
受。大家还纷纷预测，再
过10年会如何，可能有的
人命运会发生反转，体验
冰与火的不同境界。所谓
人生，其实就是经历；而
经历，留下了时光的温
度，带给我们或暖或冷的
体验。唯有如此，人生的
内涵才能够深厚，人生的
外延才能够拓展，生命才
得以丰富而广阔。

世事浮沉，岁月冷暖。
时光留温，人生有味。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
量，自难忘。”是苏轼的哀
痛，“桃李春风一杯酒，江
湖夜雨十年灯。”是黄庭

坚的感慨，“常记溪亭日
暮，沉醉不知归路。”是李
清照的喜悦，“背灯和月
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
年心。”是纳兰性德的伤
感……往事依稀，旧梦从
未凋零，每每忆起旧事，
眉梢心头的冷暖依旧那
么真切。时光真的是有温
度的，人生起落，如同寒
暑变迁，总会让生命呈现
不同的状态。
“岁月静好，现世安

稳。”我一直觉得，“静好”
和“安稳”是最佳的生活
状态。时光留下的冷暖相
宜的温度，不冰冷，不火
热，那种温度能够带来最
舒适的感觉，我们不会觉
得冷，也不会被灼伤，一
切都那么浓淡有度，张弛
恰当，是最从容的状态。

可是，“静好”和“安稳”有
时只是美好的憧憬和祈
愿。谁的人生能永远静好
安稳？人人都有可能遭遇
人生的冷雨寒潮，都有可
能体验到透心凉或寒彻
骨。即使如此，生命也是
值得珍惜的。

只有一种色彩的人生
是单调的，只有一种温度
的人生是乏味的。时光的
温度计能够测出曲线状
态，才是生活的本来面貌。
即使周遭冰冷，我们也要
保持内心的温暖，努力朝
着阳光的地方前行。走过
寒流，一定能迎来春暖花
开。没有冰冷哪能感受到
温暖的幸福？体验过冰冷
更能珍惜温暖。时光留温，
冷暖交替，这才是人生的
魅力所在。 文/马亚伟

时光的温度

恋恋丝瓜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