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孤 独
□劲风

孤独是一间黑房子
把什么都囚禁
但我心甘情愿

守住黯淡的空间
尘世的喧嚣远了
自由自在， 起舞弄清影

孤孤独独其其实实是是一一座座山山头头
我我们们藉藉此此守守住住自自己己
守守住住通通往往明明天天的的道道路路

散文

自北宋周敦颐的 《爱莲说》 流
传开来， 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
涟而不妖的高洁形象影响深远。 他
称菊花为花中隐逸者， 牡丹是花中
富贵者 ， 唯独将莲花视为花中君
子， 毫不掩饰对莲的喜爱之情。

莲花， 又名芙蓉花。 唐代诗人
白居易在 《长恨歌》 里用 “芙蓉如
面柳如眉” 来形容爱情。 在民间 ，
年轻的女子更是将并蒂莲绣在荷包
上 ， 作为定情的信物去送给意中
人， 让莲的美丽、 纯洁、 高雅深入
人心。

南宋杨万里的诗句 “小荷才露
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则将
初夏时节小荷的灵秀妩媚， 自然鲜
活表达得淋漓尽致， 栩栩如生， 后
来 “小荷才露尖尖角” 被广泛用来
形容在某个领域初露头角的新人。

在三位诗人的作品中， 周敦颐
眼中的莲是谦谦君子； 白居易笔下
的芙蓉是美人； 杨万里笔下的荷则
是娉婷少女。 同样的莲花， 在不同
诗人眼里， 是多么的千差万别， 如
同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一样。

诗人们眼中的莲， 因为作者所
处的朝代不同， 阅历不同， 心性和
欣赏角度不同， 在他们的作品中，
不仅形态和品质差异明显， 而且莲
的象征和寓意， 也呈现不同风采各
有千秋。

在中国文学中， 不计其数的文
人墨客以莲为题材， 赋诗填词赞颂
莲的高洁和美丽， 在绘画史上， 有
关莲的艺术精品更是林林总总， 不
胜枚举。 唯有周敦颐先声夺人， 让
莲在国人眼中， 成为洁身自好、 不
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象征。

无独有偶的是， 在西方的文学
界， 也有一个诗人有关莲花的诗句
广为流传。 他就是黎巴嫩著名诗人
纪伯伦， 他有一句诗语： “灵魂绽
放它自己 ， 像一朵千瓣的莲花 。”
与周敦颐的 《爱莲说》 可谓殊途同
归， 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释迦牟尼行走七步， 步步生
莲， 佛祖的雕塑便常常是端坐莲花
台。 莲花也因此成为佛教的四大吉
祥之花 ， 莲花被描述为四瓣 、 八
瓣 、 十六瓣 、 二十四瓣 、 三十二
瓣、 六十四瓣、 百瓣、 千瓣。

纪伯伦此句诗歌， 更是将莲花
的自然美， 提升到人性的真善美，
形象而生动， 智慧贴切， 将宗教象
征和人性的多样化巧妙地结合， 表
达得丝丝入扣、 直达人心。

岁月如织，白驹过隙。进入网络
时代， 人来人往的网络过客川流不
息。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将这一句
诗歌作为签名使用。 若说网络是一
面镜子， 照出我们的灵魂一角。 那
么，曾在何时，又在何处，你的心莲
悄然绽放，正随清风徐来。

小说 糊糊涂涂老老爹爹

随笔

来到意大利那不勒斯，酷爱咖啡的
我最先做的便是走进咖啡馆，享受“只
需尝一小口就会迅速被其浓郁的口味
和香气所折服”的纯正意式咖啡。

就在我安静地享受着咖啡时，两个
意大利人来到柜台前对服务员说：“四
杯咖啡，其中两杯待用。 ”然后，他们付
了四杯咖啡的钱， 却只端走了两杯咖
啡，而直到他们离开咖啡馆时，也没再
提那两杯“待用咖啡”的事。

对于整日奔忙的人们来说，忘记了
一两件小事再正常不过，但服务员自始
至终都没有提醒一下，让我心中很是不
悦。 虽然身在异国，但我仍然气冲冲地
走到柜台前，怒视着服务员道：“你这样
做是不道德的，刚才那两个人明明点了
四杯咖啡，但他们却只喝了两杯，还有
两杯‘待用咖啡’没有喝，你应该提醒他
们才对！ ”

起初， 服务员被我的怒气吓了一

跳，但当他听完我的话，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很礼貌地对我微鞠了一躬， 说道：
“您好， 谢谢您的正义， 但请您不要生
气，可能您对‘待用咖啡’不够了解，请
听我解释。 ”

服务员说，“待用咖啡”并不是某种
咖啡的种类或者调制技艺，而是一种最
温暖、最有人情味的咖啡。 “待用咖啡”
起源于二战时期，当时的意大利经济萧
条，很多人因为囊中羞涩而“望咖啡兴
叹”， 而对于视咖啡如命的意大利人来
说， 没有了咖啡便没有了温暖和希望！
这时，一个名叫维托里奥的军官为了纪
念他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每次去咖啡
馆都要点上一杯“待用咖啡”，此举不仅
感动了更多的人，也让人们找到了帮助
那些喝不起咖啡的人的方法。 于是，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自己的需要之外再
多点上一杯“待用咖啡”，让喝不起咖啡
的人免费享用， 以此来传递温暖和希

望！
听完服务员的解释，我的怒火渐渐

变成了感动。“对不起，我为刚才的冒失
向您道歉！麻烦您，帮我点两杯‘待用咖
啡’。 ”听到我要点“待用咖啡”，服务员
又微鞠一躬道：“我就知道您会被‘待用
咖啡’所感动，我代表它的受益者向您
表示感谢！ ”

正说着，一位穿着破旧、貌似乞丐
的老者走进咖啡馆。他来到服务员身前
轻声问道：“请问， 现在有 ‘待用咖啡’
吗？ ”“您好，有的。 ”

看着老者喝着“待用咖啡”时露出
的笑容，我的心中充满温暖，当然，老者
的心中应该也是一样！

我坚信，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身
边也会有更多类似待用咖啡的事物出
现，可能是待用快餐、待用衣服、待用被
子……这些待用品，传递的是人与人之
间最宝贵的真情和温暖！

待用咖啡 □于永海

□吴丽英

□ 李叶茂 摄情投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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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盛开，

□王文莉

清风自来

夜深时分， 我接到母亲的长途电
话： “你爸越老越糊涂了， 做事老是
丢三忘四的。 前天到市场买东西， 他
买了菜却漏了肉； 今天到银行取钱取
不到， 他却把身份证都丢了。 你爸可
能患了老年痴呆症， 你快点回来吧。”

经过一天的颠簸，我终于回到家，
发现父亲坐在家门口，就说：“爸，外面
风大，容易着凉，进屋坐呀！ ”

父亲直愣愣地看着我： “你是谁？
你有我家钥匙？”

哎哟， 父亲居然连我也不认识了，
这病可不轻啊！ 我赶紧给母亲和两个
姐姐打电话， 让她们火速赶来商量送
父亲去医院的事情。

两个姐姐赶来后， 父亲却耍起赖
来： “我不去医院， 我没病。 我要和
大妮、 小帅、 小康玩！”

大妮是我大姐的孩子。 小帅是我
二姐的孩子。 小康是我的孩子。 父亲
既然还记得他们 ， 我就哄着父亲说 ：

“好， 我让大妮、 小帅、 小康陪您去市
里的公园玩吧！”

第二天， 我让妻子带着小康来了，
两个姐夫也把大妮和小帅带来了。我们
一大家子浩浩荡荡朝市里的医院出发。

经过二叔住的集镇门面时， 父亲
突然高喊： “下车！ 下车！”

我说： “爸， 这是二叔家， 我们
去市里的公园玩！”

父亲说： “我不去市里， 我没病，
你看———” 他变魔术一样， 从口袋里
变出自己的身份证。

母亲生气了： “好啊老头子！ 原
来你是装病！ 你为何骗我们？”

父亲说 ： “今天是我妈的八十大
寿， 我等了十年， 今天终于把人凑齐
了， 我要好好陪我妈吃顿团圆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