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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这里是郊外一个僻静的小山岗。
一条弯弯曲曲的沥青路从左边的垭口

上延伸过来，然后从右边拐几个弯儿，便消
逝在前面苍茫的深沟里了。对面山坡上，
如蛇行一样蜿蜒的路面上，隐隐约约的，有
几盏车灯在闪烁，恰似茫茫夜空中的一只
萤火虫，发出蓝莹莹的光，“滴滴滴”的声音
如雷鸣般回荡在山涧沟谷中。

前面是一个百余米深的峡谷，谷底有几
亩田畴，远远望去，田里清清荡荡的，只剩下
秋收后的一些稀稀拉拉的谷茬。在背抵着山
坡的田坎边，有一栋低矮的灰色的瓦房，像一
个远古的童话，匍匐在一片青苍色的院坝
上。都夜色阑珊了，屋里却不见一丝灯光，更
没有我们期许中的一缕温暖的炊烟。也许是
屋内的主人已随子女迁进城里去了，或者主
人白天进城做零工去了，还没有回家。

一丛青色的小山横在院坝的西边，树
木繁盛苍翠，像是特为房主人留下的一笔
眉黛。一条小河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
来，划过山边，绕过农田，呈“C”字形向南面
流去，然而却听不见一丁点儿水声，那河水
黑黑的，像墨染的一样，静静地，又如一曲
凝固的音乐，像画在纸上的一样。

远处横亘在天幕下的是高高的白云
山。白云山从北向南直逼渝北城区，像一条
从天而降的青色巨蟒，神龙见头不见尾。山
顶上高高耸立着一串闪烁的红灯，从南向北
顺着山脊“一”字排开，如长长的省略号一直
延伸到无垠的天边，像无数只黑夜的眼睛，
紧盯着寥廓的夜空。原来，那是重庆机场的
夜航警示灯，那一串串闪烁的红光，像是黑
夜里盛开的一朵朵灿烂的玫瑰，那就是大地
对夜空诉说的最优美最动听的言语，它每时
每刻都在和空中往来的银燕对话，就像一对
痴情的恋人，纠结无尽的缠绵。

一片落叶，“咔嚓”一声砸在车棚上，震
得大地都在颤抖，这也许是今秋的最后一

片落叶了。
公路旁，悬崖边，山岭上，所有的树都

是光秃秃的，宛如铜枝铁杆般，静静地立
着、垂着或横斜着，像画家笔下的雕塑，一
丝风儿的气息都没有。

背后的山坳上，几支芭茅花悄然兀立，
勾勒出小山的轮廓和坚韧，与天空划出一
道清晰的界限。那遒劲挺拔的枝干扬起旗
帜般绵柔的花絮，像旷野上的舞者撑起夜
色的长袖，把秋天的羞涩演绎得如泣如诉，
无风无雨亦无晴，叶落无踪雁无影，独上山
岗望西楼，寂寞荒草锁清秋。

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石坎上的那几
丛野菊花，蓬蓬勃勃地开着，黄橙橙的显得
格外娇艳，从高高的石坎上垂下来，一直垂
到公路边，像几挂金色的瀑布，点燃了这夜
色的亮丽。

也不是没有一点声音，竖着耳朵静静地
听，“吱吱吱”“叽叽叽”“喳喳喳”，似有若无，
忽高忽低，但你总辨不清这声音究竟来自哪
个方向，似乎就在眼前的石缝中、草丛里，似
乎又在远处的旷野上、空气中，仿佛万籁俱
静却又声如洪钟大吕，仿佛大潮翻滚、万乐
齐奏，却又似乎什么声音都没有，隐隐约约，
缥缥缈渺，清清浅浅，淡淡然然。贴着大地
的胸脯，能感受到彼此加速的心跳和急促的
呼吸，恰似这拱起的山梁的脊背，在弹奏星
月的交响。挨近一根枯树，恍惚能听出那树
干里“噗噗噗”轻颤的脉动，那树上曾经的鸦
噪，似乎又银铃般从树上倾泻了下来。

天渐渐暗下去了，四周的景物变得越
来越模糊。一颗流星从天边滑过，“嚯”的
一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偶尔，一辆小车
从身边开过，那明晃晃的车灯像两把长长
的利剑，一下子刺破了这夜的帷幕，让梦中
的琉璃哗啦啦碎了一地。那轰隆隆的车轮
滚过，如一串长长的响雷，噼里啪啦从夜的
神经上碾压过来，混沌的世界顿时吓晕了

过去……直到很远很远，阒寂的夜才慢慢
缓过神来。

“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
心。”其实，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浪漫的“踪
迹”可寻，但“心”确实需要慰藉，就像太阳累
了需要月亮慰藉，月亮累了需要星星慰藉一
样。我知道我只是凡人，每天来去匆匆、伏
案击键，为的是那份责任和担当，为的是内
心的安然和坦荡，为的是一片向阳的初心。

小山的背后，天空一片晕黄，像一片熊
熊燃烧的火焰。我知道，那边是一片沸腾
的新城：宽阔的南北大道正在向北无限延
伸，两边的建设工地灯火辉煌，到处吊塔林
立，工人们正加班加点干得热火朝天，那些
零零总总的工程机械还在紧张作业，挖掘
机、推土机的轰鸣声不断、重型卡车来回穿
梭……渝北向北的“引擎”工程建设大幕已
经全面拉开，链接世界的保税港区正在由
蓝图变为现实。江北国际机场四期扩建工
程已完成并运行，起起落落、往来穿梭的银
鹰，把偌大的一个航空港装点得如同天上
的街市一般空灵浩荡。还有临空都市圈那
五彩炫目的霓虹、纵横交错的街区、川流不
息的车辆、熙熙攘攘的人群、琳琅满目的橱
窗、歌舞飞扬的广场……城市的脉动如潮
水般翻腾，白天有白天的飓风，夜晚有夜晚
的狂澜，似乎从未见其消停过，我忽然感受
到了城市的“喘息”。每天生活在其中，我
即是我，我又不是我，其实我还是我。

佛教追求的是内心的宁静，也许这就
是“涅槃”的境界吧。我不信佛，但我渴慕
宁静，就像今晚，和相识相知的朋友一起躲
进这小山的背后，共同聆听一根针掉在地
上的“哐啷”之声，彼此用心交流，无需任何
一句言语，每一个清浅的微笑都奔着诗和
远方，发出盛情的邀请。

夜深了，城市还醒着，我们该离开了。
（作者单位：渝北区教委）

初冬，早上或傍晚时分，我家阳台上总
有些落英，点点滴滴的红色，在空荡荡的阳
台上十分显眼。

我生肖属猪，懒做不好吃，种花养盆景
不仅是个技术细致活，而且还得有施肥、松
土、剪枝的那份勤劳和闲情雅致。兼之花
草一繁荣昌盛起来，招蚊虫扰人。所以我
家偌大个阳台，经年空空荡荡与蓝天白云、
繁星皓月“终日对凝妆”，权当我的吸烟室，
以免危害家人的身体健康。

这些落英多是三角梅，大抵是从楼上被
风慷慨地送过来的，而且一朵一朵的很完
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生死情，握手去轮
回。深绿色的细枝干上，三片玫瑰色花瓣搭
建成一个三角形，花芯像一个母腹中的双胞
胎，虽是落英，仍然凸显十分生动的生命。

三角梅属于紫苿莉科，它花期长，从
头年的11月份开至次年的6月，喜欢温
暖且湿润的环境。飞红溢翠，夺人眼目，
有一抔土就怒放出色彩的婀娜多姿，而且
经济实惠，好侍候，不刁钻古怪，随遇而
安，故受普通民众的喜爱，有大众文化的
审美情趣。

有一次，我看到在风中游弋的两朵三
角梅，不徐不疾地自己旋转自己的方向，气
质典雅大方，玫瑰色中透出不卑不亢的贵
族味，即使谢落也用一种很体面的方式，绝
不残枝败叶。花开花谢是一个规律的结
点，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何须葬花人。林黛
玉葬花，是钟鸣鼎食人家的矫情，是曹雪芹

为了刻画人物性格的使然。无论“葬花”有
什么玄机和寓意，那个年代已与现代生活
有了距离且遥远。

在我家住的江边荒土中，在邻家的阳
台上，处处可见三角梅长盛不衰的怒放，一
簇簇的延绵作攀援状，而不卿卿我我，在阳
光下，风雨中，红得透彻自由，红得让人振
奋心醉，美得让人产生许多联想和共鸣。
它登不了大雅之堂，也不如牡丹、月季、兰
花、菊花、水仙花等这般名贵，也卖不了大
价钱，它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观赏装点物。
但从它的颜色、形态、顽强的生命力，乃至
一抔贫脊的土，半杯浑浊的水，就能使自己
的生命绚丽多彩快乐起来，感染生活，感动
馈赠给它的注目礼。那么它的性格和花语
一定是热情、奔放、坚韧、顽强。

人和花有很深的渊源和情愫，历朝历
代咏花的诗句信手拈来：“不是花中偏爱
菊，此花开尽更无花。”“遥知不是雪，为有
暗香来。”等数不胜数，脍炙人口。那个时
候三角梅还没有迁徙到中国来，否则赞美
它的名诗名句，肯定是佳句如泉涌。

其实，在我们司空见惯的工厂、田间、工
地，终日一群又一群的劳作者，他们的秉性
与三角梅何其神似，冒严寒顶酷暑，不奢望
山珍海味，平安、快乐便好，默默地用属于自
己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用一双双布满厚茧的
大手，捏泥人儿似地捏出昨天、今天、明天。
天长日久，也捏塑出自个的“花语”。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来不及等待，也
来不及沉醉，2020年的新春正一路走来。
街上热哄哄的，家里也热哄哄的，我的心里
更是热哄哄的。新年总会有太多的憧憬，
太多的畅想。作为新时代的新一辈，在新
的一年里，我又该有哪些畅想呢？

畅想青春。“青春多么美丽，它放光发
热，充满了色彩与梦幻。青春是人生最美
丽的乐章，是永无终结的故事!”青春是美
好的，美在热血沸腾，美在壮怀激烈。我们
应该谱写出美丽的新时代之歌。“逝者如
斯，不舍昼夜!”青春的时光犹如金子一样
宝贵，我们要好好珍惜宝贵的青春时光，千
万不让美好的时光蹉跎，给自己留下终身
的悔恨！其实，不用豪言壮语，不用激情澎
湃，看看我们旺盛的精力，强健的体魄，不
难发现，拥有青春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难
得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有人要问什么样
的青春最美丽，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奋
斗的青春最美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奋
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的确，青春因奋斗
而幸福，因奋斗而精彩，因奋斗而美丽。奋
斗才是青春应有的状态，让我们在这火红
的青春岁月中，奋力拼搏，把青春的火焰烧
得更红更旺!

畅谈理想。古人云：“有志者，事竟
成。”所谓志，就是一个人确立的远大志向，
树立起的正确人生理想。每个人都有理
想，理想是人生的指路明灯，是人们前进的
动力。著名诗人流沙河曾写道：理想是石，

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
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
走向黎明。人一旦失去理想，失去精神上
的追求，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但个人的
理想毕竟是狭小的，只有把个人的理想融
入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中才会真正有价值。
希望我们青年人，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
在，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中活出属于自己的
精彩人生。

畅抒奋斗。青春在奋斗中展现美丽，
青春在奋斗中展现辉煌。雷锋说：“青春
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
那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
人，永远谦虚的人!”因此唯有奋斗，为自己
的梦想不断前行，朝着我们自己的目标不
断迈进，我们才能拥有一个真正而又无悔
的青春。让我们扬起奋斗的风帆，在波涛
汹涌的大海中不断前行，展示我们新时代
青年的壮美与力量。我们青春年少，我们
斗志昂扬，努力是我们的标志，奉献是我们
的信条，奋斗才是我们的使命。奋斗的青
春最美丽，只有奋斗才能抒写无悔青春。

青年朋友们，新的一年、新的起点、新
的人生。我将在青春的花季里对生活和未
来充满渴望，为了理想而不懈追求。我坚
信，只要我们不畏艰难险阻，对未来的一切
畅想都会是纯真灿烂的。让我们在青春的
陪伴下，为建设祖国的明天扬帆起航。

（作者供职于湖北省畜牧兽医局）

妹妹，你春水般的眼睛
让我枯木逢春
严寒之后
那粒在地下攒动的种子
想破土而出
你的一颦一笑，是春天的芬芳
我仿佛来不及深深地呼吸
你就逃逸了

妹妹，春天多么的短暂啊
请拾起一片花瓣
寻着花的根茎，瞭望湛蓝的天空
远方一定有你找寻的那片绿叶

妹妹，你阳光般的笑靥
让我如履春风
生命的意义
在于穿过暴风骤雨
还一路异彩纷呈
别惧怕倒春寒
后面有一缕明媚的阳光
为你挡风

妹妹呀！走吧
生命中那个等你的人
在前方回眸一笑
为你筑起了温暖的巢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城/ 市/ 漫/ 记

诗/ 绪/ 纷/ 飞

生/ 活/ 随/ 笔 风/ 过/ 耳

新春畅想
李开元

三角梅的花语 回光时

这里的山岗静悄悄
余景

走，看前方
美丽的风景

杨辉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