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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友阿莲微友阿莲
□□ 盛丽秀盛丽秀

遇见遇见，，就是一种幸福就是一种幸福
□□ 吴海琼吴海琼

人物春秋人物春秋

本报副刊系资阳日报全媒体副刊。凡向本报副刊
投稿即为向资阳日报全媒体投稿，本报刊发稿件后所付
稿酬即为资阳日报全媒体用稿稿酬，资阳日报全媒体各
平台若采用副刊已刊稿件不另付稿酬。

申
明

她是个普通的人。我第一
次见她的时候，皮肤黝黑，鹰钩
状的鼻梁有些塌陷，丹凤眼看
人总是笑盈盈的。她长得并不
讨喜，对她的最初印象就是我
不喜欢这个女孩。

什么时候对她改变了这个
看法呢？我也记不太清了。大
抵是因为她是我同桌，她会在
我英语听写时偷偷给我拼单
词，会在我做不起数学题时不
厌其烦地给我讲解，她和我有
一样的爱好和喜欢互相分享书
籍，她会说“我要考一本，所以
我是杨一本。你是我喜欢的
人，所以叫唐喜欢。”每个人的
人生都像一条铁轨，可以让两
个不相同的轨道交织在一起，
正如我和她。

她是个苦难的人。她特别
爱耍嘴皮子，总是把身边的人
逗得哈哈大笑。一句“感觉幸
福的人往往是对生活更懂满足
的人”，总让我想起她。或许是
因为高一快结束的时候，她跟
我说了一个关于她过去的秘
密。她在农村长大，初一的时
候她父母亲有一次吵架，吵了
之后她父亲就去砍柴，不留神
在手上划了很长一道口子，只
用纱布包扎了一下又继续去干
农活了。没过几天，她父亲便
发高烧去医院检查，据说是神
经受伤得了病，通俗说就是得
了渐冻症。对于一个农村家庭
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她
家为了给她父亲治病而用尽积
蓄。她说父亲病重的时候弟弟
过生日，她问弟弟想要什么生
日礼物，她弟弟说“我想吃肉”，
她才想起家里为数不多的鸡蛋

都留给父亲补身体了。她父亲
没撑过第二年的春天终究还是
走了，全家都哭得特别伤心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想
考一本吗？因为考取普通大学
家里供不起，我要尽快读书出
来赚钱……”我一直记得高一
期末考试结束的那天晚上，她
偷偷给我说的故事和我在她眼
里看见的满眸星辰。

她是个温暖的人。我高三
参加集训回来，每天都在疯狂
补课记知识点，当我在晚自习
埋头苦读，班主任告知我考川
美落榜时，我备战高考的那根
弦突然断了。我一边哭一边走
到操场去，她拿着纸默默跟在
我后面。后来，我哭累了，我们
俩就坐在操场上数那些普通而
熠熠发光的星星。“以后我们还
会在一个城市吗？”“以后分开
了谁来照顾你啊？”“我们好像
以后很难再在一起看这片星空
了。”……我俩望着星辰，你一
言我一语，述说着对高考的迷
茫和对未来的迷惘。我们心知
肚明，时间的洪流终究会将我
们冲散，两条相交的轨道也终
究会分开，去往不同的方向。

她是个我爱的人。很高兴
那个夏天，我们都拿到了大学
录取通知书，随后去了不同的
城市。她认识了许多新朋友，
却总是跟我说：“唐喜欢啊，我
总是在她们身上看见了你的
影子。”我们那些美好记忆都
留在了蝉鸣的窗外，那些小时
光藏进了漂流瓶，漂浮去了人
生那片汪洋大海之中。而我
在这船帆之中，漂向未来，等
着她。

遇见，就是一种幸福！
第一次读到它时，就喜欢

这颇有禅意的句子。大千世
界，芸芸众生，能够相遇，即便
是惊鸿一瞥，也是一种难得的
缘份。

曾在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
天际时，徘徊于长满青枝嫩叶
的石板小路上，聆听鸟语婉转，
目光四处搜寻。终于，在一片
暗红色的叶片上，我发现了一
滴摇摇欲坠的清露。那颗露珠
儿悬垂于椭圆叶尖上，在柔和
的阳光里熠熠生辉，仿佛眨着
眼睛对我微微一笑，随即便快
速滑落，扑入大地的怀抱。虽
然它消逝不见了，可是在叶尖
那瞬间的相遇，澄净了我心底
的污浊，让幸福充盈于心。

也曾在雨落黄昏之时，撑
上一把素淡雅致的小伞，伫立
在秋日寂寞的清水河畔。雨，
淅淅沥沥地下；河水，清澈细腻
地流。点点芦花在河面上绰约
而来，闪着银光的脸上还隐隐
带着雨水亲吻过的痕迹。“好风
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几点
芦花似乎没有那么远大的理
想，也许它们知道，在河之彼岸
有一位低吟浅唱《蒹葭》的女
子，在时光里久久等候，等候着
与它们隔年的相遇。

四季轮回，岁华摇落，那些
繁花胜景、英雄红颜都将如白驹
过隙匆匆而去。而我们的生活
呢？也许在某个地方，某一时
刻，辛弃疾的词中所描绘的“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的场景会突然出现，让你一眼万
年，从此念念不止，心心相系。
也许那是一本多年来梦寐以求
的书，一首韵味悠长的江南小
曲，一朵在你眼前盛开的花儿

……这样的相遇，必当是“精诚
所至，金石为开”的人才有的福
气。

人与人的相遇，是一种很
奇妙的缘分。在茫茫人海中，
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
人匆匆，许多人即使天天碰面
但却从未相识。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
得共枕眠。”这句话告诉人们，
相遇之缘是一件多么艰难不易
的事啊！可是，不论如何，命中
注定要相遇的人，始终是会遇
上的，也许隔着千山万水，也许
历经千难万险，有缘份的人总
会在内心深处遥遥呼应。那种
感觉如清泉一般，慢慢浸润枯
竭的沙漠，直至心灵交融。而
这种相遇除了几分苦涩，更多
的是甜蜜。

我祈祷世间每一个人都是
幸运的，能够在对的时间遇上
对的人。生命里时时发生着相
遇的故事，故事主角在心底呐喊
着“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可是说的话怎能和长情陪伴相
提并论？岁月如梭穿织，沥沙粒
而现真金，最终让不经意的邂逅
变成一个个美丽的传说。

一朵花开，几次回眸，苦涩
也罢，甜蜜也好，因为相遇那一
瞬间，顾盼成欢。

相遇总是幸福的，但愿在
最美好的年华里，遇见最美丽
的彼此，因为缘起是相识，缘续
是相知，缘定是相守。

纳冰雪于玉壶，用时间蒸
煮，用真心酝酿，溶入深情，此
后岁月恒久醇香。

遇见，是一种美丽，更是一
种幸福！

人生路上，遇见了，且行且
珍惜！

我微信朋友圈里的好友阿莲阿姨，
是一个六十七岁的女人，在世俗人眼里，
也是一位奔往古稀的老人。可从她身
上，我从没看到暮气和老气，而是感受到
一种明媚的活力与朝气。

阿莲退休前在国企做技术工作，是
一名资深工程师，那时她每天面对图纸
和数字，工作敬业而严谨。那会儿她给
人的感觉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这或许
是工作性质使然。退休后，她的人生步
入另一种天地，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她的微信名叫“蓝莲花”，她说她喜欢《蓝
莲花》歌曲中的那句“心中那自由的世
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的
蓝莲花”，她还说这很像她当下的人生状
态，退休后想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她
要一样一样地去实现。

在朋友圈里，常看到阿莲退休后练
瑜伽修形体的照片，特别那种美轮美奂
的空中瑜伽，虽然以前她也很苗条端庄，
如今更多了一些女人的妩媚。她还在老
年大学学习国学、国画、书法等，诗经背
得朗朗上口，国画画得像模像样，书法写

得也见笔力，这些都让她不断获得精神
上的滋养。后来，她又参加老年艺术团
的模特班学习，如今已是城市老年模特
队的骨干成员。

每天，她走在 T型台上，脸上洋溢着
幸福与自信，步履婀娜洒脱。我曾经在
城市服装节上近距离观赏过她的精彩演
出，看过她身着青花旗袍的民族风韵，穿
时尚衣裙的大气美好，还有一身古典汉
服的雅致秀美……每一种服装通过她的
形体展示都美到极致。当她在舞台的
灯光下袅袅婷婷地向你走来，你会想到

“窈窕淑女”，想到“仙女下凡”，你会觉
得女人可以美得像一首诗、一幅画。你
会觉得世间年龄不过是个数字，六七十
岁依旧可以气质如兰、风韵翩翩。

最近阿莲又出远门，参加全国模特
表演赛，不久还要出国参加老年模特的
服装展示。我每天都喜欢看朋友圈里她
发的视频和照片，看她信心满满、裙袂飞
扬的姿态……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跟着自
己的心走，就会活出想要的样子，只要人
生阳光潇洒，何恐老之将至？！

亲爱的她亲爱的她
□□ 唐家妮唐家妮

深情空间深情空间

没有蛙声
没有鸟鸣
怒涛的吼闹哦
注释了千年雪域的忠诚
只有虫叮与思念的烦恼
打一盏夜行的马灯
照不亮远方
您的归程
我在怒江的涛声里
没有读懂
亲情激情友情和爱情
明天的天

还是那片天
攀枝花的潇洒
是负重千年
花似降落伞
的承诺
错
明天的答案
绝没有标准
一切
只因有你
一个
不悔的思念

我多想回到乡下
村里有两棵桂花树
酿出飘满乡愁的桂花酒
我送你一坛桂花酒
今夜，你在哪里
我再送一轮圆月给你
圆月寄相思 圆月解乡愁
可我送不走思念悠悠
送不走愁肠绵绵
也许你我的距离永远
爱也缠绵
恨也缠绵

月光啊
你是世上最美的灯
你高挂在我的屋檐
照亮我的乡愁
照亮那两棵桂花树
月光啊
我在每一个失眠的夜晚
反复吟唱那两棵桂花树的爱情
在每一回醉后的梦里
怀抱那一轮明月
那一轮乡愁
泪流满面

大众悦读大众悦读

别样的乡愁别样的乡愁
——雨晓荷散文集《歌唱的蟋蟀》读后

□□ 刘武洋刘武洋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秋意渐浓之际，我心中莫名增添了几分烦
躁与失落。忽然收到老家雨晓荷先生快递
来他的散文集《歌唱的蟋蟀》一书，我的心
情豁然开朗。

推开窗户，晌午的阳光如流水般倾泻
进来，望着眼前装祯精美的散文集，带着愉
悦的心情迫不及待地“雅正”起来。书中行
云流水般的描写，文中娓娓道来的乡愁，宛
如一缕缕清风扑面，沁人心脾。从“日高人
渴漫思茶”的午后开始，读到“长河落日
圆”，读到“月上柳梢头”，读到“夜深篱落一
灯明”，读到“星稀天欲明”……我仍然不忍
释手，还兴致勃勃，亢奋不已。

十多年前，我已经知道并关注着家乡
的打工诗人雨晓荷，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初出生于安岳农村，与我的家乡乐至田挨
田土挨土，是近邻老乡，是一块儿吃红苕坨
坨和包谷粑粑长大的农村娃。我们有着同
样的成长经历：他中学因家庭贫困辍学后，
代过课，打过工，当过保安，做过诗刊编辑；
我名落孙山后，摆过摊，杀过猪，站过柜台，
做过新闻记者。不同的是，他对文学创作
孜孜不倦，勤奋好学，无师自通，先后出版
了诗集《和一盏灯同居》和散文集《歌唱的
蟋蟀》，还获得许多奖项，在文学创作的同

时，从事着高尚的“慈善事业”，还积极地辅
导培养新人，帮助新人编校、张罗出版作
品。而我却把文学创作视为附庸风雅、装
点门面、炫耀资本，沉醉于纸醉金迷，追逐
铜臭，仍旧一事无成，与其相比，天壤之别，
自愧不如。

掀开《歌唱的蟋蟀》一书，气势磅礴，大
伽们为该书“作序”三章，题词、评论甚多，
连每一篇都有“评语”，可见雨晓荷的人气
之旺。书中许多文章曾经在《资阳日报》上
发表，今天再一次拜读，很亲切。我的拙作
偶尔与其同版“做邻居”，读来很温馨。

雨晓荷的散文取材很广泛，也很平凡，
蟋蟀、青蛙、牵牛花、爬山虎、红苕藤、柠檬
树等皆入文章。家乡的花草树木是有生命
的，家乡的小动物是有灵性的。“中国柠檬
之都”安岳，有柠檬花、柠檬果、柠檬茶、柠
檬酒等产品为其名片。“品柠檬茶请不要急
躁，不要搅拌，急会把心情搅乱……杯中的
柠檬片，在呼吸……因为柠檬的生命和灵
魂在慢慢升华、缓缓释放……”(《安岳人的
柠檬生活》)。我喜欢这样的叙述，低声慢
语，雅致，恬静，细腻，温润，没有装腔作势，
没有忸怩作态，仿佛在为我的乡愁“代言”。

“歌唱的蟋蟀是镶嵌在寒冷日子里的
一支火炬，照亮漂泊的心灵，温暖浮萍的时

光，让游离于乡村与城市的魂魄开始皈依
超然的姿态……只要一息尚存，它就歌唱
不止……从炎炎夏日走向冰冷的冬天，历
经寒暑磨砺，备受风雨洗礼，歌唱不休地走
向春天，走向生命的归宿……”(《歌唱的蟋
蟀》)。我仿佛看到了一只倔强的“蟋蟀”在
逆境中拼搏、奋斗。这是一位打工者在社
会最底层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位漂泊者在
灯红酒绿的都市里的奋力呐喊。

“从家里带来牵牛花的种子，种在阳台
上的花盆里……一株株牵牛花的萌芽、长
藤到生叶……牵牛花生命的终结，是它生
命的涅槃……”从家乡带来的是种子，长出
的是乡愁，结出的是思考。《阳台上的牵牛
花》一文，看似一篇普通小文，却描写得如
此生动、形象，除去作者的观察细致入微之
外，就是作者灵性附于笔端所致。

我喜欢阅读散文，尤其喜欢散文中的
淳朴、苍凉、沉郁、深邃。一滴水能折射出
万丈光芒，雨晓荷的散文，小中见大，具有
视通万里的穿刺力和力拔千仞的突兀性。
几多篇幅让我乡愁绵绵，几多语句让我热
血沸腾，甚至终生难忘。

雨晓荷笔下流淌出来的文字，如纯蓝
的天空中飘荡的白云，柔和、妩媚，随着情
感的流动，文字时而透着明灿灿的鲜亮，时

而散发蓝幽幽的光晕。读这样的文字，如
品香茗，让人清新；如饮佳酿，使人沉醉；
如沐春风，感到温润；如遇美食，觉得甜
美……这些文字不失高雅、洁净、淑婉，
又十分贴近生活。读到雨晓荷的散文

《插秧的母亲》《走进腊月的村庄》《三月
枝头的诗意春天》《听秋雨》等，内心总是
充满无边无际的空灵感，能听到鸟羽和花
瓣散落的忧伤和柔情，就好像有一种如痴
如醉的旋律在滑翔，那些如煨着的慢火似
的语言，带着淡淡的忧伤，缱绻的柔情，直
达心灵深处。

读雨晓荷的散文，还能够读到他那一
颗慈善而雄壮的心。晚年的杜甫，拖着饥
寒交迫的病体，在风雨飘摇的乱世里潦倒
地行走，苍茫大地，何时是个头，哪里是归
宿！“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一般人读来，可能会看到深秋里青衫单薄
的清瘦诗人，在一丛菊花跟前叹息流连，木
然地感到画面的风雅。“晓月如禅洁无尘，
荷绽清芬绿有馨，文章传神歌载舞，雅致妙
韵慰乡音”，读过雨晓荷的散文之后，我深
深体会到这首七言绝句诗，真是对善良坚
强的他的最好白描。

同样背井离乡的艰辛，别样酸甜苦辣
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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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乡愁一轮乡愁
□□ 罗罗 坤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