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陋岩

没有见过微笑的油菜花
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黄

花是黄的 空气是黄的
微笑是黄的 阳光是黄的

我的情人 端坐在花朵的中央
那些翩翩起舞的蝴蝶
每一只都携带着我的多情
叩开了一个又一个
春天希望的门窗

每一朵油菜花
都是歌手

这一层一层的黄
这一波一波的黄
这一朵一朵的笑脸
这一捧一捧的芳香

田野是一个剧院
每一朵油菜花都是
土腔土调的歌手啊
每一声都准确地点在了
娇妹儿的心上

（外一首）

随笔

□蔡淼

在我们的身边 ， 常听到这样的
话： 等我退休了， 我就去旅游。 然后
他等到退休了恐怕还是没有迈出那关
键的第一步； 等我有钱了， 就把爸妈
接到城市来住。 然后等到他有钱了，
爸妈也老了走不动了， 更有甚者双亲
离世， 只能空对着时光慨叹。

我每次听到当我怎么样的时候要
咋样， 就会很反感。 这些事情， 不一
定要等到了某个时候才去做， 为什么
现在不去做呢？ 我们是活在当下这个
世界里， 想做的事情那么多， 为什么
偏要等到那个时刻才去做， 等你真正
等到那个时刻时， 恐怕早已物是人非
了。 说白了， 这只不过是给自己的懒
惰找一个借口。

我在大学写的诗歌很多都发表
了， 那个时候我大部分只写诗歌和散
文。 我对自己说， 等我毕业了我一定
要写小说。 可毕业之后发现还有很多
属于毕业之后要做的事情， 写小说可
能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我常常在想， 如果我从大学开始
写小说 ， 现在恐怕都完成好几部了
吧？ 很可惜我没有做。 所以现在我绝
口不提未来要做什么 ， 我要做的就
是把握现在 ， 活在当下。

那天一个朋友问我说： “我以前
也在学校实习的时候， 和现在的任务
量基本相当， 做的事情也差不多， 可
是为什么现在感觉异常疲惫， 没有一
点幸福感呢？” 我说： “其实很简单，
放下过去的昨天， 拿起现在的今天。
不要和过去对比， 自然就没有那么疲
惫了， 认真做好当下的事情， 找到工
作的意义， 打开自己的内心， 看见学
生脸上洋溢的笑容和天真， 看见每一
个孩子都在慢慢进步， 这样不就有了
幸福感了吗？”

台湾著名散文家林清玄说过 ：
“心打开了， 就明白了。 每天要静心
要活在当下。” 时光过一天就少一天，
所以不要忙于给自己找理由。

人生的时光是有限的， 我们可以
让自己的生活意义过的无限。 要珍惜
眼前的一切， 活在当下。 要学会让自
己的心沉淀下来 ， 及时行乐行善行
孝， 莫等白发苍苍空悲恨。

阳春时节， 从城里携妻带子回老
家， 沿途的杨树、 柳树摇曳着一簇簇
春色。 远处的麦苗绿得滴翠， 一片片
的油菜花点缀在麦苗中间， 绿色和金
黄色相依成一幅油画。 从遍地枯黄中
看到新绿， 从寒冷中感受到暖意， 心
也轻盈了起来， 目光也和蔼起来。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 可是春雨
贵如油， 真的下起雨来才好呢， 和大
自然一起享受春雨的滋润。

春天的景物总给人初恋的味道，总
是感觉心头隐隐的疼。 在老家的小院
里，在生活了多年的屋子里，我轻轻掸
去家具们身上的灰尘，忆旧的心绪翩翩
起飞。

妻子说下雨了，我侧耳聆听，果然
有噼噼啪啪的声音。 到院子里，纷乱的
雨滴从天而降，淅淅沥沥，不疾不徐，落

在房檐上，落在枝头的嫩芽上。 我伸出
手掌，抚摸着星星点点的湿；我张开嘴
唇，感受那丝丝缕缕的凉。

春雨竟然越下越大， 洇湿了地皮，
如少女呢喃， 没有停止的意思。 雨水
汇聚在一起， 形成涓涓细流， 流到大
街上， 流进土坑里。

我搬一个低矮的板凳， 坐在屋檐
下 ， 看雨水的降落 ， 听雨水的声音 。
小时候， 每逢下雨， 人们可以休息了，
躺在床上睡觉。 而我喜欢坐在屋檐下
看雨， 母亲说我是个心重的孩子。

那时候， 我为瓦垄之间的一株小
草而担忧。 它可能是小鸟衔来的一粒
草籽， 丢弃在瓦垄之间， 雨水让它发
芽了。 可是没雨的日子， 这株小草是
可怜的， 我曾经上到房顶上， 专门去
看望这株小草， 看看它跟别的小草有

什么不一样， 竟然那么有胆量， 敢在
房顶上生长。

一个个初绽的嫩芽和雨水相遇 ，
该是多么神圣的沐浴啊， 就像出生的
孩子吃第一口奶。 刚刚酥软起来的土
地， 有多少粒种子在等待着这场春雨
啊 ， 雨水过后 ， 又有多少生命诞生 。
他们都是春天里的生命， 被雨水唤醒，
在雨水的滋润中萌芽。

房是瓦房 ， 雨滴从瓦垄滴下来 ，
渐渐成了一条线。 于是， 我忙着找个
瓦盆， 迎接这来自天上的水。 儿子为
我撑伞， 我拒绝了， 我终于走进春雨
的怀抱 ， 在春雨中行走是一种享受，
还用雨伞吗？

空气清爽， 细雨蒙蒙。 我踩着一
路水花， 仿佛听到整个乡村、 整个世
界都在这沙沙的春雨中纵情吟唱。

□王立华 摄赏花

散文
走在春雨中 不需要伞
□□赵赵明明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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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雄
小说 签签合合同同

李大江是个水果批发商。 这天，
他准备去庙子岭收购新上市的脐橙。
前两天， 他已经联系好了水果种植
大户刘进， 约好下午三点签订货合
同。 刘进的脐橙十分抢手畅销， 深
得水果批发商的青睐。

车子刚拐进乡间公路 ， 李大江
突然看到前方几十米的路边躺着一
位老人。 马路上撒满了一地的青菜，
一只竹篮已经严重变形。 看样子是
刚出了交通事故， 肇事车辆早已不
见了踪影。 李大江见状， 赶紧停车。
他下车查看老人的伤势。 老人神志
还十分清醒， 表情却十分痛楚。 李
大江问： “老人家， 伤到哪里啦？”
老人呻吟着： “心口痛。” 说完就昏
迷过去。 李大江连忙把老人抱上了
车， 调转车头驶向了市区医院。

到了市区医院， 李大江又忙着
挂号缴费， 忙活了大半天， 等他有
空闲时， 天色已晚。 他赶紧给刘进

打电话： “刘老板， 真对不起 ， 今
天临时有事， 不能去签约了 ， 咱们
明天签约可以吗？” 电话里传来刘进
愤怒的声音： “李老板， 你也太不
讲信用了吧？ 我的脐橙好多人都排
队等着要呢！ 不在乎你一家吧？” 李
大江连声道歉，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刘进已经挂了电话。

第二天一大早 ， 李大江再次给
刘进打电话 ， 刘进却不耐烦地说 ：
“我没有时间， 等以后再说吧……”

正说着 ， 刘进却走进了病房 ，
他一眼看见了李大江 ， 一愣 ， 再
看 看 病 床 上 的 老 人 ， 连 忙 叫 了
声 ： “爹！”

老人说： “进儿 ， 这位 ， 就是
我在电话里告诉你救我的好心人 ！
从昨天下午到现在， 他一直留在医
院照顾我了……”

刘进满脸通红 ， 他羞愧地低下
了头。

活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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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开
希望的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