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笔

□赵国培

花的世界
花的天下，
花的大本营
花的家！
好个花字啊
将数不清的美
收归麾下！
顺风顺水啊
宝地佳！
五颜六色
千娇百媚
万般风采，
纷纷来报到
齐齐把根扎！
无尽芳菲
无穷魅力
无限绽光华！
引来五洲四海
脚步放下，
小游耳福大饱
美名飞满天涯！

鲜花港感怀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小说

一一个个转转身身的的距距离离
□彭晃

捧着医院的确诊报告， 她的嘴角
忍不住微微上扬———良性。

想起一个月前单位例行体检， 她
却被查处腹部有个肿瘤， 疑似恶性。
那时候她觉得天地一片混乱， 甚至觉
得这是上苍对她的惩罚。

她有一个平庸乏味的丈夫， 五年
平淡的婚姻生活把她对生活的美好向
往都抹杀得干干净净 。 直到雷的出
现。 雷是个幽默风趣而懂生活情调的
男人 ， 他重新点燃了她对生活的热
情。 雷爱她， 他让她离开丈夫和他结
婚， 她当然同意。

离婚协议已经拟好了， 她把它交
到丈夫手中的时候， 他只是皱着眉沉
默， 然后重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报应真的来了吗？ 她知道她的丈夫其
实是个难得的好男人， 憨厚、 朴实、
顾家、 体贴， 只是缺乏她渴求的那种
浪漫与情趣。

她发短信告诉了雷和前夫她的体
检情况 。 雷说 ， 你再去做个全面检
查， 说不定是良性的， 那样就不用担
心了， 你放心， 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
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前夫说 ， 你再去做个全面的检
查， 说不定是良性的。

她想，到底还是雷更爱她一些的。
而前夫，或许真的是人走茶凉了吧。

令人忐忑的确诊报告出来后， 她
终于释然了。 在汇报喜讯前她突然有
了一个恶作剧的想法。 “我被确诊恶
性了。” 她把这条短信发了出去。

她想， 雷一定会很担心地跑来，
她喜欢看他为她担心焦虑的模样。 可
是久久没有回信， 她又发了一遍， 很
快手机便滴滴收到了回信， 她迫不及
待地打开， 却是前夫的： “我们复婚
吧， 我带你去上海， 那里有最好的肿
瘤医生。 我会一辈子照顾你的。”

一查发信记录， 原来她第二条短
信错发给了前夫。 再打雷的手机， 却
是： 对不起， 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泪 ， 那么迅速地就滑落了 。 原
来， 只是一个转身的距离， 她差点失
去了她真正的爱情。

散文

“文学是照进单调贫乏生活中的
一束光， 是对平淡生活的救赎。” 作
家蒋勋如是说。 我们需要救赎的， 不
仅仅是苦难和痛苦的生活， 平淡的生
活也需要救赎。

人们常说， 平平淡淡才是真， 但
很多人的所谓平淡生活， 不过是一成
不变的刻板生活。 这样的生活， 僵化
枯燥， 人在这样的生活中一天天重复
着毫无新意的日子， 生命几乎成了静
态的。 这种生活， 带来的不是宁静的
心态， 反而更容易生出怨气和戾气。
这样的所谓平淡生活 ， 真的需要救
赎。 平淡容易滋生出无聊， 无聊容易
滋生出事端。 如果我们能够把平淡生
活打点得多姿多彩， 充分享受生命的
趣味和美好， 整个人所散发出来的就
是积极阳光的正能量。

给平淡生活以救赎， 把生活当成
一条流淌的小溪， 翻几朵漂亮的水花
才更有趣； 把生活当成一面美丽的花

墙， 有几点漂亮的点缀才更诗意； 把
生活当成一座葱笼的春山， 有几棵绚
烂的花树才更有韵致。

给平淡生活以救赎 ， 关键在于
“情趣” 二字。 人生这么长又这么短，
一定要与情趣相伴， 才能让每一个日
子都生动起来， 明丽起来。 有情趣的
人， 是生活的艺术家， 也是了不起的
哲人， 他们最能看透生命的本质。 如
果不能过得愉悦和幸福， 生命就是干
瘪空泛的， 没有价值的。 古人以竹为
伴， 与梅为友， 都是为了让生活富有
情趣。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的 《闲情
偶寄》， 记述了他的情趣人生。 李渔
算得上是个生活达人， 他经常搞一些
小 “发明创造 ”， 什么夏天的凉凳 ，
冬天的暖椅等等。 他还在墙上的巨幅
花鸟画鸟的地方挖了个洞， 里面再放
上一架真鸟。 这样， 观赏花鸟画， 会
看到鸟是活的， 妙趣横生。 他在树上

题诗 ， 他制作 “梅窗 ” ……平淡生
活， 被他经营得活色生香。

如果你愿意， 同样也能给平淡生
活以救赎， 给自己一份诗意。 小区里
有个中年男人 ， 平日里看上去很粗
糙， 却是个会生活的人。 他在小区的
空地上种花种草， 架丝瓜藤， 搭葡萄
架， 凡是可以利用的土地都被他利用
了。 他并不在乎收获多少， 用他自己
的话说， 就是要活得接地气儿。

爱上一两种艺术形式， 文学、音
乐、绘画等等，艺术世界的丰富多彩会
让你平淡的日子丰盈生动起来。 多读
书，学会思考，钱钟书说过，如果不读
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一个邮差。 同样
的道理， 如果你不懂得情趣， 生命再
长，也只是一具乏味的躯壳。

给平淡生活以救赎， 会让我们摆
脱平庸无聊、 低级趣味、 冷漠麻木，
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过上有滋有
味的生活。

给平淡生活以救赎 □王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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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前孩子军训住校。 看着孩子
走上校车， 我忙拿起手机拍了几张照
片 。 孩子走到车厢里坐下 ， 车子发
动， 我突然感觉鼻子发酸， 有什么东
西在胸口涌动。 我忽然伤感到， 以后
孩子将会越来越远离我们了。

记得有文章这样说过： 所谓父女
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他的
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
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
端， 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
方， 而且， 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 不
必追。

从前并没有太多的感触， 彼时孩
子相伴身边， 无法体会其中的离情别

绪。 此时看着载有孩子的校车渐行渐
远， 这段话适时跳了出来， 当时就像
给胸口重重砸了一拳， 倍感难过。

路上我把照片发给孩子爹， 照片
上穿着蓝白相间校服的女儿依然大大
咧咧的样子。几秒钟后，一向疏于言表
的孩子爹给我发来几个字：看哭了。看
到这几个字， 我的眼泪顿时像打开的
水龙头一样无法制止，我泪流满面。

孩子军训一周， 家里一下变得空
空荡荡，房间内弥漫着女儿的气息，可
是却没有了女儿的身影和笑声。 拿起
女儿床头的毛绒玩具， 再看看女儿扔
在家里的手机， 想着女儿这个时候在
学校军训的情景， 不知女儿能不能想

家，能不能适应学校的食堂，晚上睡觉
能不能蹬被子， 早晨摘角膜塑形镜能
不能因为动作慢影响军训集合……

好在班主任老师每天都在家长群
里发班级动态。 朝阳初上， 孩子们排
列整齐迈着矫健的步伐随着教官的口
令意气风发地走在操场上， 青春的面
孔上洋溢着少年的自信和昂扬， 看到
这些， 我的心踏实了。

军训结束前一天大幅降温， 征得
老师同意， 我去学校给孩子送衣服。
怕孩子见到我哭， 我先调整下情绪。
孩子看到我高兴地跑过来， 我第一句
话问： “想我没？” 孩子说： “哎呀
没想啊！ 我一天都没哭过！” 我听了

心里轻松许多， 嗔怪地说： “你个没
良心的 ！” 却没掩饰住眼角的笑意 ，
孩子咧开嘴和我一起笑了。

军训结束， 孩子回家了。 她声情
并茂地讲起军训的趣事， 稚气未消的
脸上带着一副小大人的神情， 这时我
意识到， 孩子长大了。

以后我还将面临更多的别离， 更
多的背影 。 孩子的背影是成长的见
证， 他们终究会长大， 会独自面对生
活， 并拥抱世界。

远去的背影 □付群华

□张盛秋 摄深 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