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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快过年了，书房换了新书柜。一大堆
或新或旧的书横七竖八躺地上，等着我将
它们重新整队码上新居。

收拾得脚火巴手软。正待稍歇，目光被
一本剪贴本吸引。稍旧，封面略褪色，应是
多年前的。干脆坐地上翻起来，果真，都是
十几年前发表的东西。如今再读，有
些脸红，为当初文字的幼稚。突然，
一篇短文跃入眼帘：《宝贝，期待你
的降临》，发表于2006年1月1日
《重庆晚报》。

天啊！犹记当时，《重庆晚报》
夜雨副刊编辑朱一平老师说，又快到
新年了，有心愿祝福吗，写一篇给我们啊。
于是有了这篇千字散文。结尾：“我将一本
宝宝成长纪念册轻轻放在小床头，想象着
某天，当我们终于见面时，我惊喜地搂着他
（她）道：亲爱的宝贝，欢迎你加盟！”

呆坐良久，恍若隔世。记得短文大致
内容，记得朱老师约稿细节，却不记得写下
心愿的时间距今已 14 年。14 年长吗？
长。足以让一个生命从牙牙学语到豆蔻初
绽、从青春勃发到年届不惑。世界很难按
每一个人的期望运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14年间，会有许多人的人生走上巅峰，或坠
入谷底；14年间，会有许多生命诞生，许多
生命凋零。

这14年，我过得与许多人一样，酸甜
苦辣五味杂陈。回首望，一切仿佛发生在
昨天。人生像黄葛树，无数枝蔓缠绕。真

正铭记于心的，只有那么几件事。
我失去了母亲。家，于我来说缺

了重要一块。从此，每个团聚的年
节，憧憬里带着惆怅，祝福中夹着思

念。所幸我承续了母亲的性情，有她
的正直、良善。她去世那年春节后，有个

常在小区里揽活的力哥兴冲冲提了一大块
腊肉，说专门从老家带来的，感谢老太太对
他的照顾。听说她去了，力哥呆了，悲叹

“好人啊……”多年了，也不知他过得怎样
了。前几日拆旧书柜安新书柜，师傅只带
了手锯，干活有些吃力。我有点跃跃欲试，
也有点想替他换换手，就提出帮忙。我看
见了师傅眼里的惊讶和感动。几天后，柜
子有点小问题，一听我提起，忙着要回家过
年的师傅马上爽快地答应来解决，说你都
这么耿直的嘛！嗯，我坚信善意换来的多
半还是善意。这是母亲教给我的道理。

我有母亲的敏锐。我喜欢在人群中静
静地看，能读懂哪些是真诚，哪些是伪善，
哪些是冷面下的热心，哪些是笑脸下的凉
薄。道不同不相为谋，同道者必定珍惜。
我更爱在安静中兀自开心，为一本书、一首

音乐、一束将开未开的腊梅。
我有母亲的“玩心”。她总在菜市场买

菜时捎回一大束鲜花，一枝一枝将花插进装
了清水的水晶花瓶，因常年操劳而疲惫的眼
里浮起孩子般的笑。生活实苦，需要自制一
点点甜。无法抗拒时光之变，唯一能做的是
力所能及保留一点点童心与诗心。

我有了儿子。那本成长纪念册装满他
从呱呱坠地到蹒跚学步留下的记忆，包括
一只手环、一枚小手印。每年我会精选他
当年照片设计制作一本挂历，直到如今。
在他 5岁时，我出版了专为他写的一本
书。书的后记写道：“妈妈留下这本书，是
想教会你去爱、去珍惜爱，教会你用自己的
方式去表达爱。还想藉此，请你将来能记
起妈妈，记起你和妈妈这一段深深的母子
缘分。”

如今儿子12岁，见风长，和我一样穿
37码鞋，头顶能挨到我眼皮，学会了顶嘴，
过后会拿吃的哄我，出行会给我带礼物。
每年，他会随我去给他的外婆扫墓。每见
他默默燃香、烧纸，临别时虔诚地伏地叩
头，我百感交集。我想，他正在学会爱，学

会表达爱，也渐渐学会珍惜爱。
这14年，我与文字之缘一波三折。自

小成绩平平但有文字表达欲，从小学到中
学大学，我的作文总是上墙。自母亲去世
后好几年，工作忙碌、抚育幼子，诸多琐事
致心力交瘁，写作一度几乎停摆，到5年前
开始再度起步。我发现，写作依然是我打
望世界、对话生活，记录心情、表达思想的
最佳方式，没有之一。

有人说何苦累？确也累，尤其工作之
余烧脑码字的每一个夜晚。但当文字被许
多人分享交流的时候，尤其文字里所表达
的情感被读者读懂的时候，那种快乐与成
就感远超付出的艰辛。在这样的累并快乐
中，日子充盈而畅快，于俗尘中绽出明灿的
花。那时我的表情与心情，当与当年插花
入瓶的母亲一样罢。

回首只为看清来路。汲取绵力，方能
走好未来每一步。

人生能有几个14年呢，我说不准。生
命无常，贫穷也罢，富贵也好，无人能真正
把控其长度，但它的厚度却可掌握在手
中。有生之年，好好地活，认真地爱，去做
并做好每一件想做的事，去爱并用力地爱
自己爱的人。

这就是继14年前之后，我许下的不算
心愿的心愿。岁月不居。祈愿所有人都能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祈愿新的时光里，所
有祈愿都能破土拱芽，各自开出美好的花。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跨越14年的心愿
程华

山在虚无缥缈间，趣藏云雾缭绕里。
山趣之多，堪称恒河沙数，无人可以穷尽
吧。故每次择山而登，常有寻幽览胜的新
鲜感悟。兴致偏好有别者，认知也颇
多差异。我以为富趣味的，他人或
不屑一顾，所谓的各美其美了。然
而，山耸立那里，奥妙隐隐，十足魅
惑，犹如磁场般的吸引力，有多少人
终能拒绝入山一窥究竟呢？此刻，我
的右手握笔，左手正抚摸着桌上的石头，它
通体墨色，形似崎岖起伏的山峦。恰是我
的小情调，捡石为曾来过此山的纪念。若
是你某时于某山中，遇一俯首四处探看的
背包客，嘿嘿，相当的概率可能是我呀，君
勿笑我痴也。

山的美岂可少了岩石？其壮观见石，
其婉约也见石。亲近山岩，默默对话，内心
盈满喜悦。石可寄情，可铭志，与石伴游乃
登山一大乐事。藏石作游山证明，我是改
不了这个癖好的啦。

喜欢山中石头，非仅数日热忱，说来话
长了。早年所居的地方，城边缘处，得山屏
障，状如昂昂然的大公鸡，因此名鸡公山。
爬至山顶俯瞰全城，乃当年阖城儿童少年
的好游戏。山上遍长野蒜苗，初攀此山，即
跟着同院的伙伴去采摘。那日蹿高跳低，
辛苦几番，兴高采烈地收获一捧，回家献
宝。妈妈做了一盘野蒜苗炒鸡蛋，做晚餐
的加菜。至今犹记香滋味，妈妈亲手烹制
的最可口、最深情的菜啊。多年以后，曾到
长白山寻参，随参把头行礼如仪，挖掘时未
觉得什么不容易。心想简单嘛，和我小时
候采野蒜苗的要求一样，力争人参全须全
尾，练过童子功，有何难哉。但鸡公山真正
让我惊诧，感觉神秘莫测，私心揣度不己
的，却是山腰部的三五个石窟，能容十数童
稚嬉哈打闹。何年何月开凿？何种用途？
发生何事？当年现场勘查，烧脑推理，依然
猜不透。今天你要问我，哈，还是不明真相
啊。唯一确知的，由此至今，我就喜欢上山
林里的岩石了。美不胜收的千峰万岭，上
佳风景必有各抱地势的悬崖峭壁奇石。又
历经些年月，好事之人将鸡公山，换了一个
据说漂亮的名字。不过，我固执地以为旧
称好。闻鸡起舞，一唱雄鸡天下白，想想看
多么励志提神，多么气派非凡呵。

几年来，虽然忙碌，亦拜访了五六座名
气大小不一、海拔或高或低的山。依经验，

凡临近山门，便排列商铺，贩卖些旅游纪念
品，而我从未光顾购买。但我每遇一山，又
极爱带回件物品作纪念。我的没有花费之
物，对了，就是此山的石头。上年，游林芝
眺望南迦巴瓦雪山，因峰顶云遮雾绕而真
颜偶露，美名“羞女峰”。那日中午，很幸运
遇见掀起她的盖头来，喜见全貌。在旁边
山头拍摄时，就开始一路留意，寻寻觅觅，
欲得块心爱的石头。挑选的标准简单至
极，借鉴和田玉山料、籽料的概念，不求

石奇，籽料即可。自半山处往下，受
两藏族俊男靓女引导，竟至雅鲁藏
布江大峡谷底，观雪峰插天，江流
浩荡，不免心醉神迷。遂沿江边

捜索，专找雪山滚落、浪涛冲刷之
石。约莫一小时余，发现块溅起水

花的石头，色黑质润，沉甸压手，握掌中仿
佛前世缘分、今生相逢。携归，置案左，不
时摩挲，遥念雪域高原风光。某天，拍图发
微信给雪山脚下的民宿老板，获赞三个。

又一年，受邀与挚友赴武夷山游玩。
门前溪水，安静优雅，澄澈通透，佳树美草
夹岸，似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处子。我见喜
爱尤深。一天清晨，穿越茶园小路，独立河
畔，相看不厌，静思过往。水底石头叠积，
晨光波影里色彩斑斓，恍惚现代主义艺术
展，似魔幻所在。凝视良久，心痒难耐，秒
速脱鞋挽裤，疾步跨入流水。好凉哟，痉挛
片刻，站稳脚跟，躬身弯腰，双手翻捡石头，
拾起把玩欣赏。略感疲惫，就蹲坐河中央
硕大的石头上，看茶山轻笼的岚雾，琉璃般
的水波。哇哦，这两块石头真是美物，乐滋
滋带回，且遵循独乐不如众乐的训教，炫耀
诸友面前。现在，一块做了镇纸用，另一块
则做了烛台。往后再见几位朋友，昔日同
游武夷山，成为共话友情的时间节点，谈及
能会心一笑，眼波如当年欢快的山中清流。

喜山石，仅我的小趣味，莫唠叨才是，
个人暗恋足矣。只我摆放茶桌的那块石
头，总像句箴言提醒着我，予我以不惧艰
难、热爱生活的启示。这石头形貌奇异且
多孔穴，曾受大自然风雨的洗礼淬炼，经磨
历劫不知多少年，但自有一种骨气、一番坚
持，终脱胎换骨成就美石品质。山与人的
性灵，应该相通罢？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山趣之三
屿夫

吴丹头上挂着“企业家”“诗人”“书法
家”诸多头衔，但大家更愿意叫他一声——

“了哥”。
初识了哥那天，我正好去城里办事。

文友刘婷说晚上有一个文学聚会，约我一起
参加。我作为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哥的“月
亮坝”。那是我人生中比较幸运的一天。主
人以“刨猪汤”加“烤全羊”盛情款待大家，还
一人一块猪肉分发回家，最重要的是，让我
认识了一群善良而有情怀的文学大咖和友
人。自此，不轻易无故接受他人恩惠的我总
是在不经意间受这帮人的恩泽。这乃题外
话，在此不一一赘述。后来，但凡城里有大
型文学活动，了哥都会招呼大家“月亮坝”小
聚。了哥和同为诗人的夫人谭萍姐总是热
情款待每一位朋友。等大家准备离开时，了
哥还会笑呵呵地说：“兄弟姐妹们，吃好没
得？吃好了，是我厨师的功劳，没吃好是我
的责任！吃好没吃好都欢迎再来！”五大三
粗的了哥，一身豪气。

很难想象他竟能书善写，书法了得，散
文感人至深，诗歌看似浅显却富含人生哲
理。低调的为人也让人难以看出他统领着
庞大的企业，生意遍布全国，还抵达多个国
家。成功的“企业家”“诗人”“书法家”，怎
样将三者完美结合简直就是一个谜。

2020年的1月18日，有幸参加该年度
新诗学会新年的第一次月会，在“了巢”聆
听了哥聊“诗意人生”，我们可以从中找到
部分谜底。

他讲述的第一部分内容是：人生的旅
途中，诗意无处不在。

他说：“人生的旅途，是不断通过努力
获得成就感、满足感，从而自我提高、自我
完善人身内容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得意
也有失意，有高潮也有低谷,无论处于什么
状态，诗意都无处不在!你只需把我们目之
所及，耳之所闻，心之所想信手拈来，就可
以借以言志，咏怀!诗意无处不在！”

了哥从其第一首诗到其所写的生活中

方方面面的诗歌，佐证了诗歌源于生活，生
活中到处是诗意。进而谈到梦想与成功，
他说：“人生需要梦想！人的成功，梦想是
基础，只有想得到多远才可能看到多远。
只有看到多远，才可能走到多远。”还谈到
成功的三要素：“智慧、勤奋、机会。”他主
张：“通过读书提升智慧，实现梦想。” 他
说：“智慧有利于合适的处理信息，把握机
会。智慧的取得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
读书。”他指出：“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获取知
识与方法，要‘博学、深思、善用’，能读十分
书，做百分的思考，让一分为己所用。”

他还讲述了面对逆境应有的态度，告
诉大家：面对任何事都应有锲而不舍的精
神，面对困难，要有和困难战斗到底的执着。

了哥在第二部分“在诗意中前行”中
讲到：

“由于矛盾的普遍性，万事万物，都离不
开矛盾，人生过程中的各种境遇，实际上就
是各种矛盾的交织，在发现、解决这些矛盾
的过程中的所思所悟，本身也充满了诗意，
而这种诗意，更多了一些哲理，深究起来，无
外乎四个字:取舍，进退!通过写诗表达的过
程，就是思考的过程，能修正人的行为，让人
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至于迷失方向，
始终向前走，起到引领方向的作用! ”

最后以“诗意人生”做了以下总结：“人
生苦短，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用诗意般的灵
魂去探究一二，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
端，得之泰然，失之超然，必定会让人生的
过程更加精彩，让人生的结果更加美好!一
起努力，是让我们的人生充满诗意，于是便
有:诗意人生!”

近两小时的讲座，让听者意犹未尽。成
功不可复制，但方法可以借鉴！重庆新诗学
会会长傅天琳老师总结道：“了哥的诗歌有
他自己的风格，我们无需模仿。我们不一定
要成为多了不起的诗人，但一定要有诗意人
生。我们要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写诗，做最好
的自己！” （作者单位：北碚区文星小学）

了哥的“诗意人生”
王银英

新年飞奔而至
顶着一路的寒彻
加鞭跨过四季
途经之地都说新年欢乐

时间披红挂绿，果蔬私语
年味荡漾着母亲的关切

团聚是亲人们交心的佳期
一顿年夜饭胜过一年的漂泊

即便拥堵在返乡的大潮中
回家是越过千山万水的指令
积攒了一年的开怀畅饮
愈加浓烈节日的祝福

火炉旁，父亲在规划指点
儿孙在接力扬帆远航的远景
春联传递着新年的福祉
良愿正破土而出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

新年帖
蒲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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