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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滴微露亦芬芳
吕金玲

“老师，我都担心死了，那天在QQ上看到
您发的表情，我连觉都没睡好，光想这事了，您
现在好点了吗？”孩子急切地询问、焦虑的神情，
若股股热浪，撞我心扉，暖意周身漫漾之时，多
幕珍存于心底的场景，在眼前暖暖回放。

这是一个来自张北的大男孩儿，名李玮。
面庞黑黑，心却热热，谁的忙都乐于帮。一次花
未凋枝尚青时节的集体出游，其古道热肠兼义
气的心性迅疾得以充分演绎。起因缘于久慕京
郊的好山好水，已过甲子之年的我早就憋着出
去转转，终择一双休日，相约上十来个同学，向
目的地进发了。第一站是响水湖，小桥、飞瀑、
曲径、繁花，整个儿一画中游。迤逦而行，养生
大峡谷真个雅趣无限。板蓝根、益母草等几十
种中草药轻摇款摆，名称、药用价值标识得一清
二楚，实乃怡情开眼长见识。大家流连中感慨
着，拍了不少照片，争相传看中，猛然发现多张照
片里都少了李玮的身影。何止这次？其后我们
又到过仙栖洞、东湖港等多处景点，其状况“涛声
依旧”，想必是他给这个照给那个照，而忽略甚至
忘了将自己也融入美景中。的确这样，去爱琴海
薰衣草庄园那次我印象极深。一望无际的蓝紫
色花海，蝶飞鸟鸣，醉意微醺，他一次次招呼大
家，将青春飞扬和好心情定格在时光的胶片上。
还有一组镜头是在平谷，十数人手拉手雀跃在激
流飞溅的石林桥畔，此照片还入选了我新近出的
第三本书。可有谁知，李玮给大家照相时已很疲
惫，且为了抢镜头找角度，他涉水至桥下侧歪着
身子，整个人和手机差点掉水里。多次机会他都
与画中人擦肩而过，但谁又能说其跑前跑后主动
为大家拍照之举不是美景的一部分？当然是
了！同“画虎难画骨”，其内在美远非自然美外
在美所能体现的。透过表象，折射的是他热心
耐心，想他人比想自己多的好品德。

此展示李玮内在美的滴水微露当然有后
续。留宿响水湖当晚，临睡前我想泡泡脚以解
乏，他闻听担心我年岁大了，眼神儿又差，就一
路相跟着走了不近的路到村口小卖部，侃价拎
盆，又把我——他的老师，确切说是位老人护送
了回来。那一夜，枕着李玮同学的细腻、善良及
众孩子的关爱，我睡得格外香！次日晨，我们直
奔国家4A级景区——慕田峪，不其然却发生了
这样一段小插曲。孩子们都想坐敞开的缆车上

去滑道下来，毕竟好玩又刺激，便连我的票一起
在网上买了。我一听就犯怵，因恐高加之体内有
钢棍身子不灵便，就拿着票到了另一处可坐封闭
缆车的地方。可两家不是一个公司，协调半天无
果。都说发昏当不了死，看来横竖非坐不可。谁
料此当口，本已坐车上去的李玮听说下边遇到了
麻烦，又专门乘车下来了，听到结果只得再折回
去。虽事没办成，但他出手救急、揽责上身的精神
可见一斑。之后我又和他同坐一缆车车斗，虽然
这次是封闭的，但我紧紧地抓着他，其胳膊都被我
勒疼了。最后一次出游至房山汽车站回返时，人
流如潮。他前挡后推地“护驾”我上了车，已是满
头满脸的汗。由于路远需倒好几回车，且趟趟车
人挤成了相片，先后有四拨同学临时改主意，或坐
地铁或改线儿了。最后我这“老”身边只剩他一个

“小”，挨着挤站了三四个钟头，暮色四合时我俩才
回到学校。心中百感的我问他何以这样，他道：

“您年龄大了，身边不能没人。好心带我们出来，
我们有责任把您照顾好。所以我必须留下来，挨
挤也认了！”话说得云淡风轻，而我心却波急浪
卷，自诩词汇量并不匮乏的我，此时竟无语言
穷。名诗曰“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心肠柔善、敬
老侍亲、扛事儿担当的美德又一次被我解读。

说起来，首次出游是我组织的。但途中李玮
主动包揽了很多事，无形中我压力骤减，之后几
次基本全靠给他了。从校门口集合到中途转车，
预定农家院，联络通知、问路租车、清点人数、订
餐付费等诸事，他打理得我和同学吃住舒服还省
钱。如住石林峡那晚，俩人一间的大房子设施齐
备，他侃到38元。再说那晚餐，香椿鱼、花椒叶、
拌柳芽、虹鳟鱼等特色农家菜，吃得几个南方小
囡都不想撂筷，结账时他说服老板把零儿全抹
了。我当众夸了他，他只淡然一笑，说初高中外
出就如此。原来多年的修炼，早已是习惯成自
然，只福祉了大家，他自己却受了累。不过既习
以为常，李玮当一直很享受这种累和忙呢！

上面几事都很“芝麻”，但我恰恰喜欢并善
于自细碎中挖掘其“西瓜”价值。即是说，看似
不斤不两，但我心中并非没份量。此系列出游，
李玮同学人性中那真、善、美、孝、义与细的一
面，得以放大和彰显，若朵惠人的养心之花，于
微不足道中绽放着一点儿不逊色它花的独有芬
芳，自信经时间打磨，愈将浓香透骨！

念念 荷荷
指尖

不再沉默了
王过冬王过冬

永定河的水不再沉默了

一脚踢开了三月的大门

从西长安街一直笑到紫禁城

潭柘寺的玉兰不再沉默了

一把推开了梦中的翠柏

从幕后站到了前台

妙峰山的玫瑰不再沉默了

撞开了三九的封冻

从高高山顶走下来

白瀑寺的睡佛不再沉默了

起来诵经打坐

为前来许愿的游客祈福

戒台寺的松柏不再沉默了

拂去雾霾

等清风到来

我也不再沉默了

看看谁能解读三月的情怀

为杨柳飞舞作曲

为冰雪开怀赋词

该走的走吧
达娃达娃

该走的已经走了 ，

该来的不知会不会再来。

因为走了的是运动，

来了的应该蕴意着留守。

该走的已经走了，

该来的还会再来。

因为天然合一，

好人终会有好兆头。

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风儿追着花香。

我坐在窗前的藤椅上，

欣赏那彩云泛着的月光。

孤灯一盏粗茶一碗，

晴天白云把我的手儿牵。

黄昏的夕阳落入了群山。

我微笑着与画眉放声委婉。

“大山的子孙呦爱太阳喽，”

“太阳那个爱着呦山里的人呦。”

我数那黑夜的星星照亮人间的角落，

我望那天上的勾月绘成心中的小河。

该走的走吧，

何必再挽留。

朝着那远方的路，

“放下”一束不败的“祝福”花潇潇洒洒。

旧年春节，请人写了付“荷
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
枝”的对联，贴在宿舍门上。众
人掩嘴而过，自己未觉不妥。
当时十几岁，初感世事苍茫，天
地悠然，有诸多不情愿，亦有诸
多不满。夜里大雪，早上起来，
门前松枝被白皑皑的雪压得
低，人出去，要猫着腰，才不至
于碰到那枝、那雪。走远一段，
回头看，绿松擎着雪盖，可不是
一支硕大的雪荷么，跟那副对
联真是应景的很。

有年在外地，他指着一冰
池支棱着的褐色枝干，说这便
是大明湖的荷。也是雪后，虽
然寒冷，却风尘不起。褐色荷
杆，历历支支，廓然有序。也不
像植物的样子，无悲戾之色，倒
如天骨，坚硬不催，任世间种种，皆与它无伤。回来整
理照片，流水平淡，风景灰暗，唯有残荷，在片子中踔然
挺立，不惧不屈。想起“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焉”，一时，为曾怠慢君子而生自责。

幼时，家里有一个糖罐，青花瓷上有缠枝莲。缠绕
的枝茎，仿佛纠结一起，无法分割，个个相靠，似乎世间
诸物，必得绕缠，方繁荣葳蕤，生生不息。下午光景，屋
子渐暗，隐约中，罐体闪着光，青色瓷釉上枝荷真切，用
手摸去，冰凉光滑。

除去年画上娃娃坐于碧绿硕大的荷叶，擎着一只淡
粉的荷花笑，村里人大多没见过荷花。倒是人的名字里
有荷，荷林，仙荷，美荷，荷香。有叫荷花的女人，脸黑，
瘦，衣服脏兮兮，补丁不正，针脚大而斜。不能容忍的
是，她爱说闲话，说完闲话就跟人吵架，吵架的时候，喜
欢拿手拍腿，那架势，跟荷花无半毛钱关系，也是笑话。
但荷花做得一手好饭，这又使人意外。村人说，但凡为
人为物，总是有用处的。

九月，荷花开尽，凌云楼
旁边的池子里，绿云十里，荷
叶簇簇，坐在池子边的石凳
上，东一句，西一句，闪闪烁
烁，环环绕绕，明明心意里都
是离别，那句话却说不出来。
远处都在告别，父母子女，一
幕一幕演着，也不敢看，怕牵
出泪来。后来，就不说话了，
两个人低下头看荷叶下的金
鱼，它们穿梭的身姿真个潇洒，
仿佛使了武打小说里的招式。
蓦地，一只五彩金鱼自水里跳
起来，越过长长的荷梗，穿出阔
大的拥挤的荷叶缝隙，大有冲
天的气势，他惊叫起来。

度娘说：荷、莲，还有水芙
蓉为同一种植物。见芙蓉二
字，心下又喜。吾地公园，多木

芙蓉，红、粉、黄、白各色，花枝高挑，叶宽展，花瓣层叠，
最好是嫩黄的蕊心，花开时，仿若要将一腔心思全掀开
给你看，无隔隙，无藏匿，无保留，给了天地世界。据
说，越是颜色浅淡的花，气味越重，古诗里有“凭栏十里
芰荷香”的诗句，一句便将荷的香，自远时勾到眼前，想
想，浸淫荷香，该多有福？佛教里的荷，有清静，无染，
光明，自在，解脱之意。当日佛祖，拈花一笑，这花便是
荷。莲花化生，出污泥而不染，即为圣佛。花开见佛，此
花亦是莲花。

闲读《夜航船》，有一则断肠花，说昔有妇人思所欢，
辄涕泣，恒洒泪于北墙之下。后洒处生草，其花甚媚，色
如妇面，其叶正绿反红，秋开，即今之海棠也。灯下，正
好一株海棠斜插入眼，愣怔了半天。植物花草，给人感
觉总是奇怪，安静，悲凉，神情中有睥睨和自足，又有恭
敬和顺从。一季得生，一季得死。仿佛生亦是死，死亦
为生。生时好生，死时好死。观之惨烈，念及心静。倒
应了那句，一花一净土，一土一如来。

桃花又在笑春风
柴华林

这天晚上，马大哈一家正在
院子里吃饭，忽然听到远处有“呼
噜呼噜”的打雷声。马大哈的老
婆小麦停下吃饭，抬头看了一眼天
说，准。真准。看来这回不是瞎话
台。马大哈也看了一眼天，问，你
说啥？小麦说，有雨，明天有雨。
马大哈愣了一下又问，谁说哩？小
麦说，天气预报。马大哈说，这可

坏了，咱地里的二亩麦子咋办？是啊，地里的麦子即将
收割，如被雨水一浇，麦子要么烂在地里，要么被毒太阳
一晒，麦粒必然掉在地里，收成就会大减。于是，马大哈
想了想就撂下了饭碗，他从里屋找来镰刀、磨刀石，又
从瓮里舀了半瓢水，就开始磨起镰刀来。

第二天天还黑咕隆咚的时候，马大哈就匆匆下了
地，他要赶在下雨之前把麦子割完。他憋足了劲儿，
一猫腰一口气割完那二亩麦子时天才蒙蒙亮，这时马
大哈才感到腿疼腰酸，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了，他四肢
朝天，双手垫在后脑勺下，仰躺在刚刚割下的麦子上，
心里埋怨道，镰刀咋就这么钝呢。

马大哈正盘算着如何迅速把麦子拉回，突然听
到远处有人叫喊，具体喊啥听不清楚。一会儿又喊，
马大哈仔细听听原来是个女人在喊。近了，他才听
清楚那女人在喊镰刀——镰刀——但不知喊的是啥
意思。又近了，马大哈看清了是自己的老婆小麦，只
见她跑的上气不接下气，嘴里不断地喊着镰刀――
镰刀――马大哈一跃坐起，又站起，问小麦，啥事值
得这样惊咋？小麦说，错了！错了！马大哈又问，啥
错了？小麦说，拿错了！拿错了！然后反问道，你早
起用啥割的麦？这时，马大哈迅速看了一眼放在地
埂上的“镰刀”，原来，马大哈割麦用的不是镰刀，而
是一把舀饭的长柄木勺。

（缅怀故去的亲友）

小崔同学参加了“高考”，没有考上“一类
本”，很失落和沮丧。清明前，他就一个人来到郊
区南庄，想溜达溜达散散心。后来走累了，也渴
了，他就想找一户人家，要点水喝。他来到一个
很整洁干净的小院，敲开院门，朝院子里喊道：小
生踏青路过这里，想求些水喝可否？这时院内的
门开了一个缝，露出一张如桃花的笑脸。小崔被
热情地迎进屋里，他抬眼望见一副对联，心里默
默念了起来：几多柳絮风翻雪，无数桃花水浸
霞。再看看屋内有书案，有文房四宝，书案上还
有刚刚写完的五言诗，墨迹未干，小崔就好奇地
读了起来：素艳明寒雪，清香任晓风。可怜浑似
我，零落此山中。这时，开门的少女给小崔端来
一杯茶，小崔接茶水时用眼睛瞄了一眼姑娘，眉
清目秀，端庄优雅，典型的知书达礼型的窈窕淑
女，小崔便一边喝水，一边没话找话，问这问那。
问人家姓什么？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好像查
户口似的。姑娘含羞地只说了一句：俺叫绛娘，
跟父亲住在这里。小崔还想套近乎，动情地吟了
两句诗“花开堪摘直须摘，莫待无花空折枝”，意
思很明白，让人家赶紧嫁了吧。小崔的挑逗，把
姑娘弄的满脸通红，不好意思起来。临走时姑娘
把小崔送到院子门口，深情地望着他走远。

古时候，人比较矜持含蓄，不像现在人这么
直白，留个手机号、加个微信啥的。小崔没有留
下绛娘的任何联系方式，回到家后就开始日夜
思念如桃花一样美丽的姑娘和她含羞的样子。
第二年开春桃花又开的时候，小崔就迫不及待
地又来到郊区南庄，找到那个小院，朝里面喊了
两声，绛娘！院子静悄悄，一把锁挂在院门上。
小崔很失望，回想去年今日与绛娘相见，回家后
的日夜思念，便在院门上即兴写下一首七言绝
句《题都城南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首诗的意思很好懂：去年的今天我就在这

个院子里的房门中与绛娘相见，她的容貌就像桃
花一样粉红娇艳。今年我又来到这里寻访她，却
不知她去哪里？只有桃花在和煦春风中绽开。

小崔放不下绛娘，过了几天，他又来南庄，
这次院门开着，小崔一阵惊喜，推门进去，见一
老人在哭泣，他上前问绛娘在哪里？老人哭着
说，是你杀了我女儿！小崔糊涂了，我怎么杀了

她？老人家说，前几天我与女儿亲戚家小住，回
来见你在门上题诗，小女知你来访，悔恨错失良
机没有与你再次相见，茶饭不思，百结愁肠，一病
不起现在已经奄奄一息。小崔听到这里，泪就下
来了，千呼万唤绛娘的名字。泪水滴在绛娘脸
上，慢慢地绛娘又神奇般地苏醒过来。后来，小
崔就娶了美貌的绛娘，幸福地过了一辈子。

这是崔护这首诗的故事。当然，还有一个
版本，崔护第二年又来到此地寻找绛娘时，因无
音信，询问了别人，崔护才知道绛娘因为思念他
成疾，在崔护走后不久便死了。崔护一时感慨
万分，提笔写了这首流传千古的《题都城南庄》，
我相信后面这个版本。中国人什么事情都希望
大团圆结局，古代戏剧都是这种手法和套路，迎
合观众期盼心理。

假如故事发生在今天，绛娘就不会死，因为
手机微信这么方便，微信@他一声，约会时间地
点立马搞定，不一定非苦等第二年桃花开时见
面，腊梅绽开一样约会，何苦为情思念而死。但
是，现在网络时代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像古人那
样对爱情敬畏的人已经不多了，网恋、一夜情，
把爱情当儿戏，弄得太随便了，一点都不严肃。
今天牵手，明天就劈腿。今天海誓山盟送钻戒，
明天第三者就插足。现在离婚率这么高，能钟
情相濡以沫过到老的爱情夫妇有几对？

爱情太纯洁，不能有半点瑕疵。彼此信赖，
彼此忠诚是一生的守护。每当我读到小崔这首
深情的诗作，每年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我都会
想到在一千多年前，一个科考落榜的考生，满怀
失落的心情去郊游，一碗水使他艳遇了美如桃
花的绛娘，留下千古流芳的爱情佳话和诗篇。
我读他的诗，总有一些春天的冲动，对春天美好
的期盼，盼望天下有情人，都如愿以偿，长长远
远，地老天荒。一如我与妻。我喜欢二十多年
前我过生日她送我的小礼物，喜欢上面的一句
话：就这样走到天边那该有多好！手牵手，不离
不弃，爱如当初，与子偕老，就这样从青春，走到
暮年，一起慢慢变老，一起看落日夕阳，看流星
雨，看天边的红月亮，诗一样的人生，诗一样的
浪漫，这就是我追求的生活，就让我俩手牵手一
起走到天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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