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养颜 画 信
随笔

□王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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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托老乡捎来一双老棉鞋。
我打开包裹， 发现鞋子里塞了张

纸条， 上面画一件棉袄， 两床叠在一
起的棉被， 还有几粒用斜线划去的药
丸。 纸上的铅笔画， 隐约有多处反复
擦拭的痕迹。 我仿佛看到母亲僵硬龟
裂的手， 握着铅笔和橡皮， 一次又一
次， 不停地画着、 擦拭着。 我的眼角
不觉潮湿了， 心里一阵阵酸楚。

老乡拿过画纸一看， 很是不解地
问我： “你妈妈这是画的什么啊？”

我哽咽着解说： “我妈讲， 天气
冷了， 要多加些衣裳， 晚上盖两床被
子， 记得睡觉前掖好被角， 不要着凉
感冒了。”

他听后 ， 万分惊奇地望着我 ，
说： “这么简单的画， 你竟然能懂你
妈妈的意思？”

我心中五味杂陈， 告诉他， 像这
样的 “信”， 母亲曾经也 “画” 过。

高三那年， 为了能多些时间在学
校复习功课 ， 我两个月都没有回过
家。 母亲便托到镇上赶集的乡邻送来
生活费。 乡邻临走时递给我一张很小
的纸条。

当时，正是课间，走廊里挤满了同
学。我看着纸条，一个家住镇上的调皮
男生飞快地掠过我身旁， 从我手中抢
走纸条， 跑到教室， 站在讲台边打开
了，他神情怪异地看了几秒，随后向我
扬起纸条， 嘲笑地喊道：“你妈画的是
什么东西啊？ 你妈不识字呀！ ”

顷刻， 我脸颊通红， 迅速地奔上
讲台， 抢过纸条， 看见上面画着： 一
个苹果， 一个鸡蛋， 一头猪， 还有一
打人民币。

刹那间， 泪水止不住了。 我怎么
也没想到， 大字不识的母亲， 居然会
想出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告诉我： 家里
有钱， 在学校不要苦着， 多吃些水果
和鸡蛋， 到食堂多买些荤菜……

当我把信 “读” 给同学们听时，
包括抢我纸条的那个男生在内， 很多
同学眼睛都湿润了。 平日沉默不语的
一个男生吼道： “为了乡下那些不识
字的母亲们， 我们更应该珍惜时光，
发奋读书！” 教室里一阵沉默， 大家
悄悄地把头埋进书本……

其实， 在贫瘠闭塞的乡村， 那些
面朝黄土背朝天， 围着灶台操持家务
的母亲们， 她们大都不识字。 她们生
活的全部， 除了一家老小， 就是鸡鸭
田地。 屋里屋外， 穿着儿女不要的旧
衣， 挑水砍柴挖地种菜。 寒来暑往，
清晨 ， 第一个起床 ， 烧饭换洗 。 夜
晚， 最后一个睡下， 缝补衣袜。

转眼， 时光一去好多年， 早已事
过境迁； 可那个调皮男生， 一句不经
意的话， 却至今让我耿耿于怀， 为目
不识丁的乡下母亲心酸难过。

如今， 再次看到这样的 “画信”，
我的心依旧被一股暖流搅得汹涌澎
湃。 在岁月长河里， 总有一种强大的
信念始终支撑着这些最淳朴善良的母
亲， 历经千辛万苦， 飞越千山万水，
也要将一份牵挂送至儿女心间。

□汪亭

北宋诗人黄庭坚说： “士大夫
三日不读书， 则义理不交于胸中，
对镜觉面目可憎 ， 向人亦语言无
味。” 由此可见， 阅读不仅让人明
理增慧， 还能使人谈吐优雅， 风度
迷人。

阅读， 能够培植心性。 阅读，
让读者潜移默化地拥有 “腹有诗书
气自华” 的气度， 在人群里显得卓
尔不凡。 他们不张扬媚俗， 也不捧
高踩低； 不寻衅滋事， 也不惧事躲
事； 懂谦让知进退， 处世稳重不乏
淡定。 这样的人， 必然是书香长期
滋养心灵， 不仅谈吐洒脱， 性格温
润， 而且幽默睿智， 还保持了练达
通彻的心性。 他们对人生坎坷一笑
置之， 既能安贫乐道， 也能审时度
势， 包容淡定地面对困境， 骨子里
处事不惊， 自有一种笑看人生的淡
泊心境。

阅读 ， 可得良师诤友 。 明代
于谦有诗曰： “书卷多情似故人，
晨昏忧乐每相亲 。 眼前直下三千
字， 胸次全无一点尘。” 在书的世

界里， 你足不出户地恣意驰骋： 可
以和历代伟人的灵魂对话； 还能纵
览世界各地的千山万水； 借助网络
和书友促膝谈心， 发表见解和心声
……有人说： “读未见书， 如得良
友； 读已见书， 如逢故人。” 一本
好书就像一位导师， 引领我们探求
未知领域的奥妙， 越发懂得 “学然
后知不足” 的真谛。 激励自己坚持
不懈地阅读， 追随心灵的召唤和精
神追求， 也在求索过程中不断地结
识良师益友。

阅读， 让心生安宁。 喜欢读书
的人， 甘于放弃应酬和交际， 静坐
一隅捧卷而读。 只需一书， 一椅，
一灯足矣 ， 坚守内心的纯真和澄
澈。 阅读， 不仅让我们倾听外部的
声音， 更让我们唤醒自己心灵深处
的低吟。 宋人程颐有语： “外物之
味， 久则可厌； 读书之味， 愈久愈
深。” 读出书的味道， 应该是进入
读书的高级境界。 与书相伴， 是闹
中取静和灵魂自我放逐， 稍有收获
便会心生喜悦， 恍若佛号入耳， 觉

得心安神宁， 感恩知足。
阅读， 还能怡情养颜。 美国总

统林肯说： “一个人过了40岁， 就
该对自己的脸孔负责。” 人不能改
变相貌， 那就改变气质， 对脸孔负
责， 也就是对自己的气质负责。 有
气质的人， 就像拥有一种看不见摸
不到， 却与众不同的俊逸灵气， 一
种自然而然的从容神韵。 不因富贵
而骄横， 不因贫穷而怯懦， 这种由
内而外的书卷气， 突破了性别和年
龄界限， 多年的沉淀和积累， 雕琢
出君子温润如玉， 佳人优雅从容的
人格魅力。

台湾作家林清玄盛赞一位化妆
师的话 ： 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
妆， 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 一
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 神奇的化
妆术改变的是面子工程， 生命的化
妆则改变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毋
庸置疑， 唯有读书， 并且是几十年
如一日地读书， 才能真正地反转时
光， 琢颜如玉， 成就君子无双， 美
人如玉的传奇。

等一朵梅花开

在这个寂寞的黄昏
我在等一朵梅花的盛开
我和你的距离
在一杯酒之间
却相隔着纷纷的飞雪
看不见各自的容颜

我把酒擎在空中
手指未曾散开
等你的时候你也在等
踏雪寻你的人为何迟迟

不来
凛冽的寒风从指缝里穿过
那杯酒的温度
也降到了零点

此时
只能想象你开放的模样
你的玉指以怎样的姿势
遥指着春天
好想将一缕诗韵
化作催开你花朵的风
好想借一滴翰墨
描画你雪的睫毛下多情

的媚眼
然后 小心翼翼地掬起那

缕寒香
轻匀 喝下
醉了
就把我的魂魄
泊在你的花间

□李波

□张文泽/画 冷冰/文红袄漫话

以书为房
呆人读书成痴
以书砌墙为房
不分春秋冬夏
聊写心语几行

日常之事
偶有麻烦不畅
纯属生活日常
咱是如尘凡人
多学兵来将挡

野趣随心
风吹看草长
荷开闻香来
田野多少事
随心得自在

各得其乐
狗啃骨头我嚼文
各取所需自得神
假若角色可互换
是否相安无事人

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