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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孩子

□黄健

假期后， 老公和儿子恢复到上班
和上学的状态， 临出门前， 儿子朝我
挥手： “妈妈在家里不要太孤单哦。”

送走老公和儿子， 我会给自己做
上一份精致的早餐， 现烤的全麦面包，
抹上玫瑰酱， 再手磨一份黑咖啡， 然
后坐在餐桌上细细地品尝。

早餐后， 我去洗手间洗衣服。 当
干净的衣服晾在阳台上之后， 早餐的
食物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 于是我坐
到电脑前进行今天的写作……期间 ，
我会给自己一些运动的时间。

午餐， 我会给自己做上一份精致
的小菜， 为了健康， 大多是水煮或清
蒸， 然后就着米饭和大红的剁椒， 小
小的一碗， 不会太撑， 但有着一种满
足的美好。

餐后小憩一会儿， 醒来我会一边
做面膜一边看书， 走进作者的世界里，
慢慢地感受文字的美好。 也会在网上
和朋友们聊聊天， 或看看新闻， 了解

一下我的生活和最新的消息及资讯。
我喜欢这样的午后时间， 它让我

和世界瞬间亲近了许多。 再写一个小
时的文字后， 就开始思索晚餐应该做
些什么 ， 能够既有利于儿子的成长 ，
也对已过不惑之年的老公有很好的保
养作用。

不是天天如此， 偶尔我会约朋友
去最新的日料餐厅吃上一顿， 我也会
自己到电影院里看一部已经快下线的
电影……渐渐和朋友们聚会的时候 ，
即使我不说话就静静的坐在那里， 也
会有人说我很文艺， 很有女人味。

我忽然明白 ， 是独处时的状态 ，
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我能够享受独处
时的平静， 也能够在繁华中淡然处之，
我可以在独处时学会充实自己， 便已
习惯时时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 而这
样的一份淡泊与学习心， 造就了朋友
们眼中的我， 也成就了比以往更好的
自己。

汇报会上 ， 钱副局唾沫星子乱
飞， 讲得头头是道。

郝局问， 这些， 你是听到的， 还
是实地考察到的？

钱副局迟疑一下， 听到的。
难怪天花乱坠， 十全十美。 我想

下去看看， 你作陪。
好的。
钱副局赶紧钻进洗手间打电话。
从洗手间出来， 见郝局正在等他，

钱副局挥挥手， 走， 去盘河镇旮旯村。
车驶出县城没多远， 郝局叫停。
路旁有一溜蔬菜大棚。 郝局走近

前， 问一位络腮汉子， 你有收到无息
贷款吗？

络腮汉子将脑袋摇成了拨浪鼓 ，
没有！ 真的没有！ 听说过这码事， 没
人给， 我也没去问。

车又往前开， 经过另一个村庄时，
又看到一溜蔬菜大棚， 郝局又叫停。

你有收到无息贷款吗？
响晴天打雷 ， 淋 （轮 ） 不到咱

……
郝局再叫停时， 被钱副局拦住了，

求求您别看了， 我、 工作没做好……
作为督查部门， 要紧的是一竿子

插到底， 而不是听风就是雨。 郝局意
味深长地说。

之后不久， 钱副局邀请郝局再下
去看看。

不必了！ 郝局说， 我接到十几个
电话， 都是村民打来的， 他们替你汇
报过了。

散文 夏日赏兰可清心
□□徐徐学学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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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 摄那山那树那人

不知从何时起， 我的生活已离不
开兰花了 ， 虽说她看上去并不起眼 ，
但其淡淡的幽香却宛若一股清泉滋润
着我的心田。

去年秋天一位好友帮我从外地捎
回了几株建兰， 并再三叮嘱我说建兰
喜湿润但又怕水涝， 畏阴暗但又惧烈
日。 我素爱兰花， 但却疏于管理， 只
是随意地将其插入到阳台上一个空余
的花盆里， 不浇水， 不施肥， 任其自
然， 随心所欲……没想到今夏却蕙叶
茂盛， 四处伸展， 叶根部悠悠间现出
细细长长的鹅黄色茎苞。

见此情景 ， 之后我便日日观察 ，
发现其茎苞慢慢抽长变壮且逐渐脱萼
吐蕊， 前不久居然串出了两株亭亭玉
立的花梗， 绽开了两组微黄鲜嫩的蕊
群， 还散发着阵阵幽香。 笑靥半含还
半吐， 素心皎皎濯醍醐。 对此， 我欣
喜欲狂 ， 连忙将这宝贝儿搬入室内 ，
细细赏玩。

夏日赏兰不由得总会让人想起与
兰花共享 “四君子 ” 美名的梅 、 竹 、
菊 。 花因其品性方才享有君子之名 ，
人更应注重品行才能修君子之德。 中
国文化历来重视君子之道。 孔老夫子
最讲究君子立德， 他在 《孔子家语·在
厄》 里强调： “芷兰生于深林， 不以
无人不芳； 君子修道立德， 不为穷困
而改节。”

兰花生于幽谷， 悠然飘香， 不显
摆， 不张扬， 有君子之风范， 故而文
化人都喜欢以兰自喻。 爱国诗人屈原
在 《离骚 》 中就多次歌颂兰花香草 ，
“扈江离与辟芷兮 ,纫秋兰以为佩 ” 、
“朝搴毗之木兰兮， 夕揽洲之宿莽” 等
等。 他不仅以兰为佩， 朝露夕饮， 还
以兰花为范 ， 洁身自好 ， 嫉恶如仇 ，
他最终以投江的方式向世人证实了自
身的价值取向和人格魅力。

历代诸多文人贤达对兰花的颂词
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我最喜欢的还要

数李白的那句： “幽兰香风远， 蕙草
流芳根”， 轻轻一说， 流传千古。 还有
他的 “若无清风吹， 香气为谁发”， 将
清风与兰香此二雅合为一处， 足以显
示出他孤傲不群的个性。 “扬州八怪”
之首的郑板桥是画兰花的一代宗师 ，
他的那句 “兰竹石， 相继出， 大君子，
离不得” 也是其自身的真实写照。

古人将纯洁高贵的友谊称为 “金
兰之交”； 也将美好的地方叫做 “芝兰
之室”。 兰花的历史悠久， 品种繁多，
所以其文化自然极其丰富， 我对兰花
也是感慨良多。 而今河清海晏， 能于
斗室之中看到自己亲手栽种的兰花含
苞怒放， 细细观赏， 犹如对佳丽尽闻
幽香 ， 让人不由忘却了烦恼和忧愁 ，
只留下一丝兰韵芬芳， 还有内心的一
份清凉。

酷暑炎夏， 赏荷理所当然， 然而，
赏兰倒也是别有一番情趣 。 窃以为 ，
赏荷更可悦目， 而赏兰， 足以清心也！

你是我播下的那茬麦子
繁花喧嚣的六月里
我看着你
在原野上郁郁葱葱

你熟稔的声音
如此纯粹
不带一丝尘世
每一次俯身倾听
无以复加的幸福
在我身体的角角落落里开满

你温柔的笑靥
如此阳光
活泼了季节美丽的边框
每一次亲切回望
层层叠叠的喜悦
在我绽开的心湖里放声歌唱

你葳蕤地生长
如此恣意
远远地就能闻到馥郁的芳香
每一次努力拔节
都会惊喜我的目光
甜蜜了坚守在田野上的梦想

大海与孩子

多少奇妙的构思
一座小小的城堡
在一双稚嫩的小手中渐渐成形
城堡里藏着一个梦想
也藏着一颗晶莹透亮的童心

海风送来热烈的掌声
波浪抛洒如花的阳光
孩子笑了
他要把城堡送给大海

波涛欢快地跑来
将礼物拥进怀里
这件艺术品将被放进水晶宫
和无数的瑰宝在一起

波涛又一次跑过来
亲吻着孩子的脚丫
送给他一堆美丽的贝壳
孩子又笑了

呵， 你送给大海
一座小小的城堡
大海回赠给你
一个永远怀恋的童年

□罗俊士

听听 汇汇 报报

独处，成就最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