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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黄昏了，天色渐暗，暮色四合，该休息了。
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完成一天的教

学任务后，从教学楼里走出，身体仿佛撞进
一片轻轻浅浅的金色光晕中。扭头一看，
是西斜的落日，露着一张笑脸，在西方的天
边，和蔼地看着我、榕树、校园和整个小城。

那时候的校园，西面还没有楼，是一方
矮矮的围墙，不远处是矮矮的老街，再往后
一点是孝子河，再远处就是公园的山。彼时
的那轮落日，正斜挂于公园的西山上。偌大
的脸庞，红中透黄的色泽，虽有无数的光线
射向广袤大地，但是却没有半点威力。如果
给它画上皱纹和笑唇，堪堪一慈祥老人哪！
这样的落日，任谁见了，都心生欢喜。

我驻足仰望落日。身边，簇拥着我的
一群学生也停下脚步，我们一起望着落日。

我们的前面，一落日，一西山，一小河，
一老街，简明的内容勾勒出一幅清爽的画
面，仿佛林风眠的花鸟画，元素稀少，但充满
生机，令人神清气爽。我们的身上，沐浴着
落日余晖，温暖的光轻轻照拂着我们，仿佛
母亲的手，轻柔而充满爱意地抚摸着童稚的
孩童。这是“水光潋滟晴方好”的一天，空气
中满是跃动的阳光，仿佛搅动了人体内的积
极、活泼的因子，令人心情舒畅、脚步轻快。

“老师，今天的落日真美！”“老师，今天
的夕阳好像格外大！”……叽叽喳喳，好像
一群小鸟围着我嬉笑。

“对啊，那我们来赞美赞美落日。你们
知道有关落日的诗句吗？”

一只只小鸟争先恐后地啼鸣起来：“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夕阳无限好，只
是近黄昏。”“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
黄昏！”“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白日
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
巷口夕阳斜！”……孩子们越背越大声，汲
取知识并释放魅力的过程让他们自信满
满、笑声嘹亮。

这是最直朴的《诗词大会》的舞台，是
最开怀的吟诵诗词的片段。以至于多年以
后，这样的场面仍旧能让我在见到落日的
时候瞬间涌上心头，瞬间顿觉生活的美
好。有时候，追求太多，只会令自己迷失并
反复，只有纯真的心态与对知识的热爱，才
能令人回归初心，回归本我，同时摒弃物质
的丰富和世俗的富有，获得最简单的感动
与欣喜。

一如我见到唯美的天边落日的每一刻。

二
黄昏中，风暖雀翔，天光红彤，一切看

不出黄昏的模样。
信步走向郊外的青山湖畔，风儿徜徉，

温暖中带着丝丝凉意。是夏日的傍晚，天色
尚明，但蛙鸣和虫鸣都来得比较早。“呱呱”

“咕咕”“唧唧”……湖畔周遭蓊郁的林木和
草丛里，青蛙和各种虫儿在竞唱，被越来越
暖和的气温蒸腾着，躁动着一颗飞舞的心。

一轮金灿灿的落日悬挂在湖面上，映
照出同样金灿灿的倒影。难怪天色明艳。
抬眼望着此时此刻的落日，惊诧得张大嘴
巴，大自然的奇景也算见识了一面。

白亮亮的落日周围，不知什么时候晕
染出一圈厚重的金圈，真是金子一般的亮、
金子一般的纯，仿佛给太阳紧紧戴上的一
个金项圈，夺目，耀眼，光彩四射。

落日周围的霞光此时全都一片火红。
天仿佛一块巨大的幕布，被高明的画家挥
动画笔，饱蘸红的黄的颜料，一勾一皴一点
一染，幕布顿时焕发了生机，散发出霞光万
道，红与黄交织、黄与红穿插，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诞生了新的色彩——橙。巨幅幕
布上，流动的霞光有着自己的轨迹，形成炫
彩版的《星空》，形成你追我赶的情势。轻
飘飘的云朵此时也来凑热闹，在红橙黄中
添加几处灰白，在黄橙红中点染几抹黑褐，
再加上它们身形轻盈，瞬息万变，天幕上的
图案成了流动的画幅、变化的色彩，仿佛电
影速放的某些场景，叫人目不暇接。

同样的精彩不只在天上，还因为青山
湖的清澈水面，映射在了水中。相同的画
面，镜面的倒影，色彩增大了一倍，光亮增
添了无穷。流光溢彩、瞬息万变的青山湖
落日，叫人惊艳、令人讶异。

因为水中画面轮廓不再那般清晰分
明，而是随着风儿轻轻晃动，随着水纹轻轻
漾动，水中落日有了褶皱，有了折痕，反而
耐人寻味。跟杜比尼那幅《落日与渔夫》有
相似之处，落日在水中跌落成由远及近的
数个，越远越清晰，越近越模糊。近的仿佛
触手可及，一触水面却知相隔甚远。“镜中
月水中花”，“湖中落日”，也是这个意思。

有农人躬耕在湖畔的庄稼里，等待辛勤
播种的种子和秧苗在成熟季节回馈给自己一
番收获。这些农人多为鸡皮鹤发的老者，问
及他们自耕自种是否为了自己吃，答曰：是给
附近农家乐的菜肴增添泥土味、本土味。

三
黄昏中，登高望远，徜徉山风，眺望落

日，是开阔视野和胸襟的一大法宝。
因俗事缠身，偷得浮生半日闲，到了黑

山灵官殿登高远眺。灵官殿是一处极为突
兀的山体，在公路边不远处陡然隆起，四周
山壁近乎直立，山顶有平坝，远远望去犹如
一顶明代官帽。此山名为“灵官殿”，源于
清朝末期山顶曾建有一座灵官庙。因此，
当地人多称之为灵官山或官子山。

沿着曲曲折折的小道登上灵官殿山
顶，山风飒飒，令人神清气爽。这不大的平
坝上镶有小块石板，四周皆有栏杆，中间建
有一八角亭。风儿东蹿西跑，在栏杆边缠
绵，在亭子里迂回，在平坝上舞蹈，在山顶
周围盘旋。这里的风比别处多了几分罡
烈，吹得人头发直飞，衣衫簌簌，还有那些
潜藏在心间的忧愁与烦恼，也一并随着迎
风吞吐的气息烟消云散去。

站在围栏边，极目眺望，视野一下子开
阔起来。群山在眼前绵延开去，一层之后
再一层，青色渐褪，山廓隐约。那些极远的
山峰此时也好像相邻不远。横山、老瀛山
仿佛低了一截，在自己脚下。近处的万盛
城仿若一个聚宝盆躺在最底部。

尤其是那轮静静地瞅着大山大河的落
日，此刻正高悬于逶迤的群山之上，金黄的色
泽沉静而缄默，丝绒般的晚霞波纹一样延展
开去。苍茫大地都笼罩在落日的金黄光晕之
中，除了山风，山脉无语，大地无语，城市无
语，天地万物都被落日轻抚着，犹如母亲怀抱
中的孩子，恬静而安详。金黄的落日，绚烂的
霞光，曲折的山脉，迷茫的远山，一切元素都
简单而原始，却充满了古朴、渺远与苍茫。万
物都褪去了繁华与躁动，在落日的照拂下，回
归了本来的面目，沉静，古拙，肃穆。

随着时间的推移，斜晖渐渐轻柔，霞光
变幻莫测，落日一点一点地往下坠。苍茫
的黑山越发青黛，照拂在身上的霞光也渐
渐没了温度。山风越发猛烈，带着些许的
凉意。每一处被霞光笼罩的地方都暗了一
个又一个度，直到落日完全隐没在西山之
下，周遭的色彩才停止了幻变。而天幕却
仍旧留下了绚烂的晚霞，映照着西天。仿
佛一首歌曲的余韵，久久不绝，令人回味。
美哉！黑山落日！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嘉陵江边
初夏的日头穿过云的缝隙
拉出一道一道光的痕迹

斜斜的掠过高高低低的树叶
投下的阴影将我淹没在
冷清的街角

走过纤夫、船商曾经滴落汗水的石板路
我掩紧衣衫，唯依一棵百年的枯树
看着俊男靓女相依相偎

嘉陵江流水声
被嘈杂的声音淹没
目光漠然
心已不在

我似愚钝的木偶
目光凝视街边
木屋、枯树、牌匾
让心静如水
不问世事
不关红尘
任时光雕刻成滑稽的角色

站在街角
看着冰冷的石板和
人潮退去
看着……
努力把自己融入
这个被吵闹的世界

我站在街角
站在陌生里
站成了一块石头
站成一尊雕塑

（作者单位：北碚区司法局）

如果，随风飞一会
可能遇到些不寻常的模样
那个下午，窗前
微风拂过时，只见娇羞的颜色
恰似花朵的脸庞
太阳投射的一束追光
成就她无与伦比的迷人美妙
然后生出几声叹息
禾苗般的诗歌便生长心房

如果，共饮一壶酒
可能被突来闪电击中头脑
多话的你，惊慌地目睹
她隐忍的泪水，沉默的火焰
烧断绝壁间栈道
仿佛年少天真的回归
太阳让每滴泪若稀罕的珍珠
然后生出多少感慨
稻香般的序章便写于故乡

不久后，秋凉将浸透田野
挚爱终生的万顷东海
鱼儿游憩眼眸
今夜的梦召唤永不消逝的希望
为瞬间，或刹那
依然奔走道路之上

似夸父之痴
我欲走向无边的宇宙
以文字破除藩篱
而那熟悉到可拍肩的词句
意义边界上的
哨兵，却冷峻地说
此路尽头，已禁止通行

必须若一个星空猎人
发现日月下的新
或往荆棘交缠百战之地
挖掘原矿，炼陌生的话语
疑惑中寻找别样意趣
无比热爱笔划
像是对待自己的父母和家人
仿佛童稚贪玩积木
引我的心跳动异常的
频率，紧贴土地的节奏
如何写出一行诗
能叫女儿欢喜的铭记

痴情者或应似夸父
终将渴极，可是化为林
有一片枝叶绿
一阵风儿清，存些许慰藉

初到两江新区星湖小学，由于和原来
学校的工作相比强度加大，初来乍到工作
还不熟，我一天忙得晕头转向、鸡飞狗跳，
经常加班完成白天落下的工作。每当精疲
力竭，准备回家时，外面早已一片漆黑，只
有虫鸣和偶尔汽车驶过留下的噪声。但我
走出校门却总能看到行政楼二楼发出的亮
光，在深夜显得格外耀眼。“咦？是谁还在
加班？”看看手表时针已指向十二点方向。

一次加班后忘了关灯，返回办公室时
偶遇有人正在安全巡查。这人身高一米七
二，小寸头，皮肤黝黑，身材壮实，初看以为
是一位体育老师，其实却是一位留洋海外
归国的英语老师。他便是星湖“热心肠”，
人称“拼命三郎”的“张进喜”。大家叫他绰
号“张进喜”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偶像是
铁人王进喜，二是他有迎难而上的精神、一
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后来得知我校属于初建学校，千头万绪，
作为校长助理的“张进喜”同志便以校为家，
经常在行政楼二楼的办公室加班到深夜。

“张进喜”总是那个到校最早，离开最
晚的人，一年365天，工作日天天如此。建
校初期，百事为艰，人手短缺，“张进喜”同
志便身兼数职，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然而

他却总能够应对自如，从容不迫，将自己负
责的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让人不禁点赞。

还记得拍摄星湖宣传片，“张进喜”同
志为了保证宣传片的质量，在经费有限的
情况下亲力亲为，为了一个镜头反复拍摄
十余遍。拍摄完毕后他运用视频软件修改
润色一直忙到深夜。

每次行政值周，“张进喜”同志也是早早
赶到学校，逐一查看每个值日岗位，主动与学
生交流互动，指导值周教师维持学校秩序。

“张进喜”同志原是我市某知名小学的一
位优秀英语教师。为提升英文教学水平，毅
然决定出国进修，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方法
与理念，回国后他作为优秀人才引入我校。

“张进喜”同志对教学充满热情，对学
生充满热爱，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为帮助
班上的后进生提高成绩，“张进喜”同志每
天利用早自习的时间指导后进同学。常常
看到他带着学生大声朗读英文的场景。

一次活动，一名学生不会跳绳，一分钟
跳了一个，我忍不住笑出声来。此时刚好
被“张进喜”同志看到，“张进喜”同志先去
安慰那名学生，鼓励他下次努力。事后，语
重心长地对我讲对待学生心中要有“爱”。

“张进喜”同志乐于助人，只要有老师

或同学向他寻求帮助，他总是第一时间予
以援助。如果一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还
会记在心里，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同时，

“张进喜”同志对自己熟悉的领域，掌握的
技能总是毫不吝啬地教授他人。

一次歌唱活动，临场伴奏出现了问题，指
导老师万分焦急。此时“张进喜”同志主动伸
出援手，利用自己的特长快速地重新剪辑了
伴奏带，使演出得以顺利进行。此外，“张进
喜”同志还利用每周一、三下班后的时间免费
培训学校兼职宣传员宣传写作技巧，教授艺
体组负责人使用视频软件剪辑视频，等等。

“张进喜”同志便是这样一位优秀共产党
员，忘我工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不计得
失，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践行初心使命。这
就是新时代的铁人精神！“张进喜”好样的！！

（作者单位：重庆两江新区星湖小学）

黄昏与眺望 万承毅

星湖有个“张进喜” 邓江永

我看见了瞬
间，或刹那

（外一首）

屿夫

街角雕塑

龙宇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