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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午后小憩之余，泡上一盏清
茶，慵懒地斜靠在沙发上，安详地看阳
光在茶香里流溢，看“茶烟”氲氤升腾。
茶在杯里，心在茶中，我的灵魂随着茶
叶的沉浮，游弋到一个静谧的世界。

一缕阳光透过茶杯，颗粒状的茶
叶在杯中缓缓舒展，那干枯的精灵在
水的滋润下逐渐鲜绿饱满，流逝的生
命又重新绽放芳华，在“茶烟”的袅袅
升腾里回望生命的过往。迷离中，草
木葱茏，万物盎然，惺忪的睡眼闪动着
春天的色彩。

那澄澈莹碧的茶汤啊，散发出沁
人心脾的幽香，唤醒了我内心深处最
久远的执念。那轻盈飘逸的阳光啊，
透射到浅浅的杯底，拖曳着儿时的记
忆，静静地回到开满野花的河岸……

有阳光的日子是美好的，云是美
好的，树是美好的，花是美好的，连那
几只叫喳喳的小麻雀也格外可爱起
来。它们停止了聒噪，用小嘴巴梳理
着羽毛，灵活地摆动着小脑袋，眨巴着
小黑豆似的眼睛，冲着我淡淡地微笑。

我觉得，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就
是坐在有几缕暖阳的窗前，微笑着捧
着一杯清茶，让灵魂安静下来，笑看蜂
蝶无忧无虑飞过窗前，停驻在一朵不
知名的花儿上面；抑或静静聆听风儿
吹过树梢，飘向诗意的远方。

沉思凝眸，在缕缕“茶烟”里，阳光
已经慢慢转过高楼，倾洒在院子里的
花树上。“一树黄桷兰，满庭盈清香”，
人的一生必定会经过花开花落、云舒

云卷，所以我们不必在生活中刻意等
待，也不必在想象里默默留守，更不必
苛求一路繁花盛开。我们只需低吟浅
唱，迎着阳光迤逦前行，我相信，风雨
之后自然会收获馨香一缕。

闭上眼睛，想象着在一个阳光明
媚的日子，抛开纷杂的思绪，远离喧嚣
的街道，来到山水之间。看白鹭在晴
空里翻飞，看蜻蜓款款飞过荷塘，看野
花在清风里绰约；耳畔回旋着潺潺流
水，田野里传来脆脆鸟鸣……这时
候，总会有一种冲动，想把阳光和山
水调和成一首轻快的曲子，在山野间
弹响 ……

茶汤是澄净的，它用略为苦涩的
味道洗净人们内心的阴霾。阳光是慷
慨的，它用永恒的灿烂惠泽芸芸众生。

很喜欢“茶亦醉人何须酒，书能香
我不必花”这两句诗，静沐温暖的阳
光，细听呢喃的茶语，我终于明了世
事，在日升日落里，我学会了坚持；在
茶浮茶沉里，我学会了随缘。

做一个用心聆听阳光的人，不怒
不悲，不喜不嗔，像蝴蝶一样用生命奋
力穿越沧海；做一个品悟茶心的人，在
生命踯躅前行中，酝酿一坛醇厚的美
酒，恒久愈香。

静静撷来一缕阳光，安放心灵之
深处，任之流淌，定会“看山山增色，听
水水有声，闻花花解语”；轻轻捧起一
盏清茶，让涓流从舌尖缓缓滑入心脾。

此后，即使时光荏苒，岁月流逝，
亦清香盈怀，初心不染。

“海边出生，海里成长……”这是
《大海啊，故乡》里的歌词，小时候我们
很喜欢唱这首歌，歌曲优美动听，一直
留在我的记忆里。这首歌就像小河的
涓涓流水陪伴我成长。

我家住在三岔湖岸边，百米之外便
是悠悠碧水。童年的我爱水如命，到湖
上荡舟嬉戏是我酷爱的游戏。贪玩好
戏水，受过父母多少次责罚我已记不
清了，但有一句训斥的话至今还记得：

“你娃娃爱搞水嘛！万一哪天落到水
里把你淹死了咋办？”然而，生长在湖
边的孩子哪个离得开水呢？夏天，几
个小伙伴邀约偷偷溜出去戏水，我们
光着屁股下水，各自抓紧岸边的野草
学游泳，从不会水到会游，一个夏天就
搞定。游泳本事有了长进后，大家玩
得更加起劲，我有几次游进深水区差
点被淹死。此事被母亲知道后，牵住我
的耳朵拖回家，让我跪在堂屋中间听她
训斥。一字不识的母亲又能讲出些啥

大道理呢？每次听得我打瞌睡。一次
次被责罚又一次次犯错，顽皮的我让父
母伤透了脑筋。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涉水的机
会逐渐减少。我们学校的操场紧邻
三岔湖，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学校
严格规定禁止下湖游泳，我们只能惋
惜叹气.……漫长的小学生活既乏味又
枯燥。

时间似水流，十七岁的我步入高
中，崭新的环境就像涓涓溪流冲洗着我
的灵魂。课余时间我几乎都泡在图书
室里，大量的国内外文学书籍让我痴
迷。每当我看到有关山川河流的散文，
都很陶醉向往。

夏天，只要想到游泳的畅快淋漓，
我便会想到家乡的三岔湖。三岔湖水
质清澈甘甜，湖水碧绿，水面辽阔，随着
气候的变化，展现出绚丽多彩的水上风
光：春天，风和日丽，碧波粼粼，浮光耀
金，风平浪静，湖水如镜，恬若处子；夏

天，急风骤雨，浪涌波翻，惊心动魄，势
如万马奔腾，声闻数里；秋天，微风细
雨，晓雾晨星，湖水荡舟，朝晖朦胧，沾
巾挥韵，颇具诗情画意。傍晚，晚霞映
水红连天，金波微微照归人。此时，若
观其岛屿，星罗棋布，疏密相间，高低错
落，于漾漾碧波中，视沉若浮，远观近
玩，妙趣横生；冬天，北风肆意波吻岸，
把酒临风御寒意，添裳疑思岛中景，不
败花草依然绿。

站在学校楼上眺望，触景生情，情
随笔出。霓虹伴春梦，遥寄书墨候佳
音，不日捷报惊风起，小留芳名在纸
端，十七岁的我初次尝到了发表文字
带来的快乐，从此我爱上了文学。此
讯一传，招蜂引蝶，惹来一身烦恼。有
女生对我心生爱意，追询不休。面对
异性纯洁的目光，十七岁的我有了兴
奋感。文字的魔力让我们越靠越近，
擦亮理想的火花，成为知己。通过一
次次的相处 ，十七岁的我们步入爱

河。日偏西，我们漫步湖畔，面对多姿
多彩的湖光山色，她高兴得手舞脚蹈，
尖叫声伴着鸟儿的归林声，喋喋不休，
心里涌起涔涔碧波，特别是那首名为

《三岔湖美》的歌，优美的旋律，在我们
的心间流淌……

十七岁的我对异性有了朦胧的感
受。慢慢地，我有了自己的私密，晚自
习两个人溜出去会面，山顶树丛留下我
俩的身影。晚景中的三岔湖映入眼帘，
令人陶醉不已，我们一起感受大自然的
独特魅力。高中生活很快结束，就像大
自然的四季变化一样，谁也无法改变。
残酷的高考现实，分开了我们。昙花一
现的恋爱，随着岁月的流失，青春的历
程渐渐布满沧桑。

许多年过去，身边的人和事都发生
了改变。身处异域，工作之余，站在楼
顶瞭望家乡，思绪蹁跹。多少个不眠之
夜，想到她，旧梦难圆，踌躇满志，无奈
多少青春的梦幻化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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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记忆

蒲公英蒲公英：：用漂泊抒写爱意用漂泊抒写爱意
□ 雨晓荷

品味芳居品味芳居

“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谁也
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爸爸妈妈
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
飘荡、飘荡，小伞儿带着我飞翔、飞翔、
飞翔……”从小就喜欢这首歌唱蒲公
英的歌曲，喜欢蒲公英对风雨无惧无
畏的顽强精神，喜欢蒲公英漂泊天涯、
四海为家、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

小时候，我总是喜欢和小伙伴们
手执蒲公英花蓬，奔跑在山坡田野
间，惬意地欣赏那一粒粒撑着小伞的
蒲公英种子迅速地在风中漫天飞舞；
小时候，我总是喜欢和小伙伴们坐在
山坡之巅，鼓足力气用小嘴对准手中
的蒲公英花蓬使劲吹，看谁吹出去的
蒲公英种子飞得更高更远……儿童
时代，蒲公英不仅是我们最诗意的玩
伴，更是我向往外面世界的载体，带
给我无限美好的憧憬。

“默默地开花，淡淡的清香/我是
打着灯笼寻找归宿的孩子/我是撑着
小花伞独自闯荡的孩子/一缕炊烟就
可以让我热泪盈眶/一声乳名就可以
让我梦回故乡……”我的这首《蒲公
英》表达了自己对蒲公英的怀想。随
着年龄的增长，蒲公英已经成为了剪
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情不自禁从思乡
的诗歌中缓缓流淌出来，荡漾出无数
美好的涟漪。

蒲公英因其头状花序的种子上
有白色冠毛结成的绒球，状若一个个
白色的灯笼，故而被四川盆地中部的
父老乡亲们形象地叫做“灯笼草”。

阳春三月，蒲公英在山间田野的泥土
中探出头来，娇嫩的枝叶边缘呈现出
波状齿或羽状深裂，基部逐渐狭窄成
叶柄，叶柄及主脉常泛出红紫的色
彩，花葶上部是诱人的紫红色，白色
花朵盛开成长有茸毛的密被蛛丝状，
甚是让人怜爱。

蒲公英可生吃、炒食、做汤，是药
食兼用的植物。蒲公英炒肉丝能够
补中益气解毒，腌泡的蒲公英花蕾可
以提神醒脑，其根可以用来替代咖
啡，花可以拿来酿酒……不仅如此，
蒲公英配以绿豆、蜂蜜煎服或涂脸还
具有美容之功效。早春的蒲公英花
朵还没有绽放，叶片非常娇嫩，不仅
是牛羊兔等家畜绝佳的喂养饲料，而
且是蔬菜青黄不接时的素菜极品。
在山野田间将鲜嫩的蒲公英采挖回
来，摘除枯叶并洗尽泥沙之后，放在
滚开水里略微煮上一小会儿，随后捞
起来滤干，放入盆中撒上食盐、浇上
陈醋，再用适量的葱苗、大蒜、香油搅
拌均匀，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凉拌蒲
公英”就可以端上餐桌了。这道菜虽
然有着蒲公英淡淡的苦涩味道，但浓
烈的清香滋味让人欲罢不能。

蒲公英含有蒲公英醇、蒲公英
素、胆碱、有机酸、菊糖等多种健康营
养成分，具有清热解毒、抗感染的药
效作用，对目赤肿痛、小便淋沥涩痛、
疔疮肿毒、急性乳腺炎、急性扁桃体
炎、急性支气管炎、尿路感染等疾病
均有极佳的疗效。美丽的蒲公英是

低调的养生专家，其食用价值、医药
价值、营养价值在《本草纲目》《滇南
本草》《医林纂要》《现代实用中药》

《新编常用中草药手册》《中药现代临
床应用手册》等历代医药大典中都给
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肯定。正因为如
此，我国从古至今流传着很多关于蒲
公英济世救人的优美民间传说。

春末夏初时节，蒲公英绽放出向
往自由的洁白“翅膀”，在微风之中摇
摇晃晃地漫舞于花絮之中，让山间田
野洋溢出浪漫而诗意的境界。蒲公
英花开后随风四处飘飞，漂泊到新的
地方扎根发芽，继续孕育新生命。蒲
公英就如此循环往复，用生命谱写对
人世间最无私的爱与奉献。蒲公英
的花语是“无法停留的爱”，早在春秋
时期的《诗经》中，《国风·卫风·伯兮》
就有借蒲公英描写坚贞爱情的诗词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
沐？谁适为容！”该词以女子的口吻
写出，意思是“自从丈夫东征以来，我
就没心思梳洗打扮了，头发乱得就像
蒲公英开了花一样。我不是没有头
油润发，只是我修饰容貌又能讨谁喜
欢呢？”

随着蒲公英的价值被世人所熟
知，如今已经被采挖得难觅芳踪了，
心中不免滋生出无限惆怅。夏日，一
场淅淅沥沥的雨不约而至，梦中四处
漂泊的蒲公英尘埃落定。恍惚中，我
变成了一粒蒲公英的种子，在风中飞
呀飞呀，苦苦寻觅自己的家园。

为了楼前那棵树，我和父亲闹僵了。
楼前那棵树，深秋时节，树叶纷落，

和着暖阳，铺一地金黄，映着小楼像镀
了一层金，令我陶醉在浓浓的秋韵里。

然而，父亲却并不以为然。他说：
“一棵杂树，做柴禾烧，我还怕它不亮
火呢！”

父亲对于生活注重实际，我并不
理会他的无趣。

一天，父亲把我拽到树下，非常严
肃地说：“这树，得砍！”

这令我十分意外！就算父亲不欣
赏这棵树的成熟秋韵，可它是父亲看
着长大的，它的果实在饥年救过他的
命呢！怎么就要砍掉？

父亲把手往身后一背，一声不响，
转身进屋拿了油锯就要动手。

我慌忙拦住他，一再央求原因。
父亲把油锯一丢，大手一挥，说：

“反正不是为了我自己！”他几乎在吼。
见我懵懂的模样，父亲缓了缓情

绪，指着小楼，又指着树，说：“你看，这
棵树正对着咱家堂屋正中，犯冲！影
响一家人运势。”

我喜欢这棵树在秋天里的风韵，
不想让我的秋天枯萎成一段干柴，我
说：“爹，您孙子元元特别喜欢它，是不
是问问元元？”

“真的吗？你莫哄我。”

“没哄您，没哄您。不信您打电话
……”

“元元正在准备高考，莫打扰他，
莫打扰他。”

父亲把地上的油锯捡起来，对着
树端详了半天，又看看小楼，然后阴着
脸回屋去了。

我的心一下子落了地：树啊，你要
给我好好活着！

没过多久，父亲趁我不在，把树砍了。
“不是说好不砍的吗？！”我大声质

问父亲，脖子上几缕青筋在跳。
父亲坐在树干上吸烟，吸得“嗤

嗤”作响，显出志得意满的样子。我的
心开始下雪。

父亲没有作声，拿起他脚边的斧
头，在树干上漫不经心地磕着树皮。

“我给元元打电话！”我威胁说，并
开了免提。

元元听后，淡然道：“不就一棵树
么？二位长辈老人家，考军大、师范，
这事我想过了，免谈！我报了动漫专
业，已经提交，再不能更改了……”

“说好的军大呢？当不成干部，这
棵树不就白砍了呀？！”父亲一听来了气，
手中的斧头砍向树干，一阵木屑飞舞。

伏地的“秋韵”在我眼前碎尸。我
颓然。

倒霉的树呵！

故土乡情

碧水悠悠三岔湖碧水悠悠三岔湖
□ 曾学开

诗意绿洲

春未远，夏已深。
听着细雨清唱，仿佛远古梵音。
闭目，摒掉眼前的繁杂，让思绪回

到梦里的当年。
风，还是那般轻柔，如指尖的秀发。
笑意无声，恰似落在脸颊的细雨。
破旧的单车，摇晃着青春的痕迹。

物还是，人已非。
看着路过的风景，却看不到风景

里的身影。
侧耳，穿过耳边的浮华，听到岁

月里散落的低语。
云，还是那样淡，像眼神里的朦胧。
执手无言，凝视着湖面的细纹。
白色的裙摆，飘散了害羞的青涩。

如果生命是一粒尘埃

如果生命是一粒尘埃，
那我愿遇上狂风，
随着奔腾的空气，去远游。

如果生命是一粒尘埃，
那我愿飘上云端，
带着一身的雨水，回故乡。

如果生命是一粒尘埃，
那我不会追逐无边的浩渺，
只是随风而起，欣赏身旁的风景。

如果生命是一粒尘埃，
那我不会留恋曾经的故土，
只是随遇而安，接受平淡的离别。

如果生命是一粒尘埃，
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细雨细雨在唱歌在唱歌
（（外一外一首首））

□ 李学钦

一棵树一棵树
□□ 十七十七

小说看台

人与自然

麻雀是我们最常见的鸟。
麻雀是离人最近的鸟，有点类似

于家禽的意思。麻雀最依恋乡村，寻
常巷陌，房前屋后，瓦片、屋檐、院墙、
门前树木、低矮篱笆等最平凡不过的
场所，都是它们欢度时光的好地方。

麻雀和乡下人相处久了，也就有
了乡下人的一些秉性。麻雀的叫声已
经把我的耳朵磨出老茧了！

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它们就在我
窗前不厌其烦地叫着。

我觉得它们的叫声类似于我们
自言自语给自己解闷，类似于乡亲见
面的打招呼、客套和家长里短地闲

谈，类似于我们亲人之间的交流谈
心，类似于我们家人之间的互通有
无、互诉衷肠。

在我印象中，麻雀不会唱歌。它
们没有讨巧的歌声，没有卖弄的歌唱，
没有无病呻吟的抒情，没有空洞虚无
的演唱。

我觉得麻雀没有歌，但是麻雀有
梦想。麻雀的梦想就是踏踏实实、健
健康康、平平安安地把小日子过好。

麻雀没有歌，它们叽叽喳喳闲话
家常的样子，多么像草芥一样生存在
大地上的凡夫俗子，多么像在时间深
处平平淡淡生活的我们啊！

麻雀没有歌麻雀没有歌
□□ 刘恒菊刘恒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