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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庆作

小说

朋友阿雅觉得自己活得不如别人
风光， 经常郁郁寡欢， 其实在我们眼
里， 她已经相当不错了， 孩子听话懂
事， 老公对她宠爱有加， 她在公司是
一名高级主管， 每月工资收入非常可
观。 按理说， 她应该每天快乐得跟神
仙似的。 可我经常听她说， “烦死了，
没劲透了， 等到我升到经理之后， 我
一定会很快乐。” 或是 “等到我女儿上
了小学， 我一定会很快乐。”

可是， 等她升到经理， 她虽然兴
奋了几天， 但后来依然不快乐， 孩子
上了小学， 她虽然快乐了一个月， 但
后来也不快乐了。 每个人的欲望都是
无穷的， 一个愿望实现了， 又新生出
另一个愿望。 结果是， 那些原本可以
即时享受的快乐， 却被她一点一点延
误了。

而我另一个叫小慧的朋友， 她却
懂得享受当下的快乐。 哪怕是小快乐，
也能让她兴奋好长一阵子。 她整天乐
呵呵的， 连散步都哼着歌。 超市里抽
奖， 她抽中一包纸巾， 虽然只是省了
点小钱 ， 但她觉得是自己特别好运 ；
接到一单生意 ， 或是签下一个合同 ，
她都会认为是老天特别眷顾她， 心存
感恩， 要快乐好一阵子。 有一次， 我
和她逛街， 她看到一款打折的大衣兴
奋极了， 立马买下来。 原来， 她相中
这款大衣好长阵子了， 但一直觉得贵，
她还一直担心这衣服款式好会被别人
买走呢， 哪知道竟然还留着， 这不刚
换季打半价， 她就碰上了。 她拧着衣
袋爱不释手， 满心满眼都是快乐， 说
自己真是太幸运了。

发现生活里的小快乐， 及时地享

受它， 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 有些人
说， 我不快乐，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才
是真正的快乐。

三毛在 《雨季不再来》 里说： 真
正的快乐 ， 不是狂喜 ， 亦不是苦痛 ，
在我很主观的来说 ， 它是细水长流 ，
碧海无波， 在芸芸众生里做一个普通
的人， 享受生命一刹间的喜悦， 那么
我们即使不死， 也在天堂里了。 享受
生命一刹间的喜悦， 那就是真正的快
乐。 一刹那间的喜悦太多了， 何止升
职加薪， 何止结婚生子， 只要你用心
发现， 每个清晨都是最好的礼物， 每
个日子里都有数不尽的惊喜与感动。

我们每天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
么， 不要延误快乐， 好好地享受快乐，
珍惜生命里的每一天， 快乐幸福地生
活， 用感恩之心成就美好人生。

□杨刘普 摄踏春

□杨会福

征 途

我们从泥泞中走来
我们从坎坷中越过
始终保持着微笑
始终坚定着信心
我们齐心协力改革创新
我们扬长避短发挥才智

前进中的道路依然艰险
也许会有狂风巨浪
也许会有险滩泥泽
但是
我们从前是个 “兵”
部队的熔炉练就了我们
我们始终保持并传承着
优良传统和作风
勇挑重担
奋发图强再创佳绩

征途是接力赛
一个时期一段空间
一拨前辈一代新人
征途是荣耀
老当益壮精神焕发
年轻有为勇于开拓
征途是一种激励
召唤我们迎着曙光前进

不要延误快乐
□刘亚华随笔

“老公， 我今天去参加同学聚会，
穿哪套衣服好呀。” 一大早， 红梅就在
家里嚷嚷道。

“你穿哪套都漂亮。” 大刚提包正
准备和儿子出门。

红梅最不喜欢大刚这点， 结婚后
就没了激情， 明显在敷衍。 “我还是
穿那件紫色的吧， 康老师最喜欢紫色
了。”

“你都说了一万遍康老师了， 她对
你就那么重要？” 大刚有点不耐烦。

“那可不 ， 康老师是我一生的贵
人。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就康老师对
我……”

“就康老师对你好， 不嫌弃你学习
差， 每次见到你都会微笑说你好， 才
给了你信心和勇气， 不然你初中都读
不下去了， 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幸福生
活……是吧， 老妈？” 儿子接过话， 发
了个 “连珠炮”。

“好了 ， 臭儿子 ， 和你爸一个德
性。 快上学去吧， 我也要去坐车了。”
红梅生气地敲了敲儿子的头。

聚会在福德山庄。 红梅终于见到
了康老师， 她依旧是那样端庄、 漂亮，
始终面带微笑， 她身边围了一大圈同
学 。 红梅好不容易瞧准了一个机会 ，
走到康老师跟前激动地说： “康老师
您好， 还记得我吗？ 谢谢您一直对我
的鼓励。”

康老师微笑着肯定地说： “记得
啊， 你不就是这个班的吗？！”

红梅激动地点点头， 一种从未有
过的幸福感流遍全身， 康老师居然还
记得她。

聚餐的时候， 红梅激动地和边上
的春玲、 蓝天明又说起她和康老师的
往事。

春玲和蓝天明哈哈一笑， 异口同
声地说： “康老师对我们都是这样微
笑啊！”

散文
每个生命都是春天的主角

春雷惊蛰， 万物复苏。
经过一场春雨的洗礼， 那些在春

风的抚慰下已经苏醒过来的花草树木，
争先恐后地抽出嫩芽。 那妩媚的桃花
更加妖娆， 金黄的迎春越发醒目， 那
些树木刚刚抽出的新芽， 更是一味的
清新翠绿。 春风荡漾的农田里， 经过
春雨的滋润 ， 麦苗拔节 ， 蔬菜吐绿 ，
一片生机勃勃。 在野外， 几朵盛开的
野花之间， 三两只淡黄色的蝴蝶已经
按捺不住春色的诱惑， 开始翩翩起舞。

田埂的一处地砖缝隙处， 正孤零
零地盛开着几小丛深紫色的地丁。 这
些花是这样小， 每一朵花小得只有米
粒那般大， 不小心就注意不到； 这些
花是这样的俏， 每一朵花的花柄都从
顶端顽强地弯曲下来， 向下挂着花朵，
每一朵花都有翘向后面的管状花距 ，
五片花瓣， 四片两两相对在上， 一片

在下， 使她们看起来就像一只微型的
蝴蝶。

我在好奇心的催促下， 忍不住做
了一次 “摧花辣手”： 我要拔下一株来
看看。 一拔， 叶子和花都从根部断了。
再拔， 又都断了。 我只好小心地将手
指抠向土中， 捏紧根部， 这才终于完
整地拔出了一株。 看到这种多年生草
本植物宿根粗壮， 我似乎领悟到了它
们敢在早春开花的秘密 。 地丁 ？ 丁 ，
不就是小吗？ 小， 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它也是在春天里最早开花的植物之一
呀， 难怪它在 《本草纲目》 中还有着
一个 “独行虎” 的威名呢！

花儿似乎不懂人们加在它身上的
春天的意义， 只是恣意地开放， 一拔
一拔地 ， 老了的就任由它谢了落了 ，
新开的正在次第进行着自己精彩的表
演 。 每一片树叶都有自己专属的绿

色， 或柔嫩， 或深沉， 深浅不一地挤
挤挨挨着 ； 最不淡定的就是蜜蜂了 ，
它们嗡嗡嘤嘤地在花朵间闹腾着， 忙
碌又贪婪地与每一朵花儿相恋。 枝头，
各种鸟儿的鸣叫声在明媚的春光里显
得更加婉转动听， 似乎能将湿漉漉的
空气激荡起圈圈涟漪。

在这里， 每一个生命都是春天的
主角。

我的眼睛看不过来这么多的颜色，
我的鼻子分辨不出这缕花香来自哪一
个枝头， 在这个和煦阳光照耀着的春
日里， 我的耳朵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
又好像什么也没听到。 不经意的一瞥，
一户农家的院墙上， 几枝桃花探头探
脑望向墙外 ， 花影丛丛 ， 随风摇曳 ，
是如此的摄人心魄。 那一刻， 我的心
脏也莫名地跳得更快了， 我知道， 这
是在跟随着春天的脉动。

□□徐徐学学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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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微笑笑的的魅魅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