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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理

岁月如歌

●青春是人生的一段历程，是无所畏惧
的心态和充满希望的世界。青春时光，有人
懂得珍惜，有人肆意挥霍。珍惜青春的人，
心有信仰，能坚持前行的方向，不虚度人
生；肆意挥霍青春的人，心无信仰，或者信
仰低级趣味，青春对他们而言也就只是一段
碌碌无为的回忆罢了。
●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城市就
像一个巨大的机器，逼迫你不断向前，否则
就要淘汰出局。如果内心不够坚强，但仍要
假装坚强，要不就成了被欺压的对象，即便
没有人故意压迫你，也会被社会的浪潮压得
透不过气来。当你前脚跨出校门，后脚还在
校门内的时候，就注定生活的压力要自己
扛，别无选择。
●人生在世，都过得不容易，你不要嫉
妒别人的幸福，其实每一种幸福背后都有心
酸的故事。只是，内心更加坚强的人，懂得
从容面对生活，总会显得优雅些许；那些性
格急躁、内心还软弱的人，总会让人看着萎
靡不振。
（止水）

地方戏
母亲这辈子一直都很喜欢听我们河南的
地方戏，不论是豫剧、曲剧还是越调，甚至
河南坠子和河南道情戏。
母亲住在老家的那座老房子里，房顶上
长满了厚厚的青苔，一副风雨沧桑的样子，
哥哥说要拆掉它盖新房子，母亲却坚决不同
意，母亲留恋在这老房子里留下的旧时光。
老房子的屋檐很低，里面的光线很暗。
这些日子，母亲的腿疼病犯了，坐在这昏暗
的老房子里，尽管穿着姐姐给她买的新衣
服，看上去依然陈旧。一个晴朗的日子里，
我和哥哥把母亲扶到院子里的阳光下。
母亲坐在椅子上，一脸的安详。我欣慰
地看到母亲露出了笑容。
“要唱戏了，可以听戏了。”母亲轻声说。
院子里的阳光很明媚，几个人沉浸在金
色的朗照里，微笑着。我和母亲说着话，声
音很大。母亲的听力不太好，我怕她听不清
楚。
“要唱戏了，可以听戏了。”母亲斜靠在
椅子上，重复着对我和哥哥说。
母亲得了一种老年病，神志总是不太清
醒。可是，母亲说，前两天她就想到院子里

看看阳光，更想听听地方戏。她还早早把新
衣服放在床头，就像盼望过年的孩子一样。
我和母亲说着话，还给她按摩疼痛的
腿。哥哥给母亲梳头，母亲开心地微笑着，
脸上流露出一种幸福的神情。然后，我和哥
哥又把母亲扶到老房子里，打开影碟机，给
母亲放起了地方戏的唱片。
母亲听得非常入迷。我也觉得地方戏的
唱腔虽然穿越了岁月的沧桑，却把一个个故
事演绎得淋漓尽致。
听着听着，我觉得窗外的阳光忽然淡
了，金色的朗照，萌芽的绿树，孩子的笑
声，都在那一刻退到了别处，退到了时光的
角落里，剩下的只是这在某些人眼里有点不
合时宜的古老通俗的地方戏的身影和声音，
里面弥漫着让人动情的古典和美丽。
地方戏是纯正的中国式的艺术和故事，
爱也是真爱，情也是深情，苦也是悲苦，怨
也是幽怨，里面有善良的愿望，也有善良的
劝戒，有真挚的渴望，也有真挚的祝福。地
方戏演绎的每个故事流露出的都是善良，是
无限真诚的愿望和令人落泪的多情。
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好东

西，光彩照人，珠圆玉润，胜过了许多昙花
一现的时尚事物。传统文化带来的心灵上的
愉悦和情感上的温暖是不可多得的。可是，
这些又让我觉得朦胧，就如心灵中遐想的倩
影一样，既美丽，又隔着遥远的时空，仿佛
会转瞬即逝。
其实，我喜欢这样的境界。有很多坚强
和力度就藏在朦胧和柔弱里。
有些人在传统文化中仅仅只是看到了一
个个缥缈的影子，就如看地方戏，有些人只
是看到了热闹，却没有看到真正的戏。
地方戏总是要一直唱下去的，也是会一
直唱下去的，就像生活会不断延续下去一
样。虽然现代生活是那么热闹和缤纷，有那
么多的浮躁，许多人其实一直在渴望拥有一
个像地方戏的清音一样美好动人的天地。
尘世中人来人往，无数的人在奔波忙碌
着。可是，老房子的门关着，窗户也关着，
把喧嚣的世界轻轻关在外面，母亲和我们在
静静倾听着。
地方戏一如既往地在尽情唱着自己的声
音和感受，声情并茂，流光溢彩，美不胜
收，风姿总是那样楚楚动人。
（王吴军）

《比美》
人比花娇花无色，花在人前亦黯然。显而易
见，孩子比花儿更美。
拍客：胡光鸿

诗路花语

人生歌
我从娘胎出来第一眼
一看世界真美妙
到十岁

成长很快

好好读书
天天向上
到二十岁

有梦想

找个好工作

《疯狂发型节》

寻个好对象
到三十岁

疯狂发型节，只有你想不到的发型，孩子们从
中得到了角色扮演的喜悦。
拍客：王凌云

有方向

成家立业钞票赚
到四十岁

不简单

创业路上老板当
到五十岁

更是不一样

事业越来越像样
到六十岁

退休回东阳

前前后后仔细想一想
家庭和睦事业当当响
做人心肠好
身体又硬朗
来到世上走一遭
有穷有富不一样
富的人也不要骄傲
穷的人也不要气馁
二十年江南

麦子的哲学

太阳底下忆往事
子孙满堂

孝子孝女好幸福
到了一百岁

幸福路走到头

来到天堂见爹娘
做人个个都一样
来来去去很简单
空手而来空手去
一切皆为平常事
只要心中有理想
生活就有正能量
快快活活过日子
潇潇洒洒走一回
唱唱跳跳精神好

潮水退去时， 众多游客怀着激动不已的心情
前来观赏美丽的景色。
拍客：王泽民

随笔小札

更要快活相

老夫老妻赛鸳鸯
到了九十岁

李红锋 摄
《退潮观景》

讲讲笑话搓麻将
到了八十岁

层林尽染

二十年江北

财主穷人家大家轮流当
到了七十岁

艺 苑
记得台湾散文家林清玄写过这样一个故
事：上帝有一天心血来潮，来到他所创造的
土地上散步，看到麦子结实累累，感到非常
开心。一位农夫看到上帝，说：“仁慈的上
帝，这五十年来，我没有一天停止过祈
祷，祈祷年年不要有大风雨，不要有冰
雹，不要干旱，不要有虫害，可是不论我
怎么祈祷，总不能样样如愿。”上帝回答：
“我创造世界，也创造了风雨，创造了干
旱，创造了蝗虫与鸟雀，我创造了不能如你
所愿的世界。”
农夫突然跪下来，吻着上帝的脚：“全能
的上帝呀！您可不可以明年允诺我的请求，
只要一年的时间，不要大风雨、不要烈日干
旱、不要有虫害？”上帝说：“好吧，明年不
管别人如何，一定如你所愿。”第二年，这位
农夫的田地果然结出许多的麦穗，因为没有
任何狂风暴雨、烈日与灾害，麦穗比平常多

了一倍还多，农夫兴奋不已。
可等收成的时候，奇特的事情发生了。
农夫的麦穗里竟是瘪瘪的，没有什么籽粒。
农夫含着眼泪跪下来，向上帝问道：“这是怎
么一回事，您是不是搞错了？”上帝说：“我
没有搞错，因为你的麦子避开了所有的考
验，麦子变得十分无能。对于一粒麦子，努
力奋斗是不可避免的。一些风雨是必要的，
烈日更是必要的，甚至蝗虫也是必要的，因
为它们可以唤醒麦子内在的灵魂。”
人的灵魂也和麦子的灵魂一样，如果没
有任何考验，人也只能是一个空壳而已。每
一个人，从出生特别是少年以后，就开始面
对各种考验，并开始收获各种考验所带来的
宝贵人生特质。如果拒绝来自现实的新一轮
考验，时时幻想温煦的常态，那么他从一开
始就输给了生活。
如果有人看上去信誓旦旦，却患得患

失，不肯接受特定现实的不足，甚至逃离生
活带来的某些考验，那么他就像不经风雨、
不历酷热的麦子，就像不耐冬寒、不受冰雪
的草木。地球上为什么有磨难？也许它就是
为了考验人们在困窘的时候，心中是否有持
续不懈的热情，身体里是否有为健康而运动
的执著，眼眸间是否还怀有温暖的诗意？在
缺乏动力的时刻，在面对生活挤压的那一刹
那，你是否还可以微微一笑；面对平凡、无
奈和敌视，你是否能够经得起无休止的考
试；面对冰霜雨雪，你是否已经适应并渐渐
喜欢，甚至从中发现种种欣喜？
人生的通道，往往穿越卑微、困境和风
雨而产生。平凡者可以凭借考验、抓住机
会，最先觉醒、最先锤炼、最先成熟，然后
运用智慧的能力，使自己变得伟大。普通的
麦子，不正是如此吗？
（张春羊）

开开心心身体强
改革开放好政策
小康生活大变样

亲近自然

简约之冬

全国人民喜开颜
祝福祖国万年强
（西田小区 厉修荪）

地址：浙江东阳花园村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冬天，没有什么
比“简约”更合适的了。可能很多人觉得冬
天应该用“寒冷”“沉寂”等形容冬天，我觉
得，寒冷是冬天的表象，沉寂是冬天的性
格，只有简约才是冬天的神韵。
简约是一种卓尔不凡的风格，内敛，含
蓄，铅华洗尽，却有万种风情，是一种修炼
到极致的境界。其他季节是繁复和张扬的，
春的豪华，夏的铺张，秋的丰硕，全是不奢
侈到极点不罢休的姿态，都在极力用万紫千
红增加点缀和装饰。而冬天一到，就如同一
个人经历了一场变故突然彻悟一般，转眼间
抖落了一身芜杂，蜕变出简约之风。少年弟
子江湖老，人生沧桑终归尘，简约，是最终
归宿。
我喜欢简约的冬天。简约之冬，会荡涤
人心中的浮华之气，会解放人身上的凡尘束
缚。你敢在酷寒的冬季在旷野里去吹一场风
吗？萧壮而深沉的北风呼啸而来，把天地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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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清二白。视野里干净、清朗、纯粹，只
有长长的线条勾勒着冬之神韵。地平线那么
远又那么近，天边似乎近在咫尺，再遥远的
距离，也逃不过眼睛的渴望，只要你去追
寻，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冬天的山瘦了下
来，褪去了臃肿的装束才显出风骨。远山的
轮廓曲曲折折，呈现出最优美的线条，仿佛
天际之间的清淡写意，简单而韵味深长。
田野开阔而辽远，没有什么可以阻碍视
线，似乎可以把一颗心投递到梦中圣地。脚
下的土地坚实生硬，有冰冻的迹象，踏上去
有了铿锵之音。冬天的树散落着，如同一个
个象形文字，书写着顽强不屈的诗篇。人也
应该像树一样，承受住严寒的考验，始终牢
记心中的希望。冬日里，少了喧嚣，多了沉
静，适合思索和憧憬。
一场雪，会让冬天的简约之风呈现得淋
漓尽致。千万里洁白的世界，天地之间，只
剩下白茫茫一片。白雪覆盖了一切，冰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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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世界仿佛静止一般。落雪无声，岁月
安宁，人们沉浸在童话一样静美的氛围中，
心也变得洁净如雪。这个世界，除了洁白，
还剩洁白。有什么能像冬天这样纯净简单呢？
简约之冬，沉淀着岁月精华。只有在这
样的时候，大自然才真正袒露出博大而宽厚
的情怀，冷静地与人做倾心的交流。冬天的
大自然是一位历经沧桑的智者，他为我们传
达生存的奥秘，为我们指点迷津，让我们在
这个世界上温暖而诗意地活着。德国诗人海
涅说：“春天的特色只有在冬天才能认清，在
火炉背后才能吟出最好的五月诗篇。”冬季
里，适合遥想往事，适合盘点岁月，适合憧
憬明天，只有在简约的冬天，人的心才能静
下来。
简约之冬，是大自然的精彩篇章。人生
到了某个阶段，也应该学会删繁就简，袒露
出生命的风骨，享受生命的精彩。
（马亚伟）

印刷：东阳日报有限公司

《顽强生命》

高高的塔顶上，在缝隙中长出了几株小树木。
苍劲有力的枝桠，伸向蓝天，彰显着顽强的生命。
拍客：王会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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