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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
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家庭相册

三三角角梅梅一一样样的的奶奶奶奶

那个周末， 因急需一箱招待
客人用的食材， 菜场卖干货的罗
嫂让我随她到商居楼后面巷子里
的 “库房” 取。

罗嫂豁达精明， 待人热情 ，
说话走路风风火火。 她所说的那
条陋巷以前听说过， 但从未见识
过真面目。 穿过宽敞的马路， 原
来它偏居在几幢高楼丛中的一
隅。 在巷口， 我看见一大片花红
叶绿一直延伸到巷口深处。 现代
都市里， 小巷春意分外浓。

一路上， 罗嫂不停地跟住户
们打着招呼， 说卖海产品老张家
门口那株花开正艳的月季就是她
张罗着种上的， 还催促左边二楼
开出租的大李在阳台上弄出了个
空中小花园， 姹紫嫣红， 绿色盈
盛。 因为是老租户， 罗嫂兼任维
环小组长。 她尽心尽责， 管理不
辍， 一改以前这条以租户为主简
陋、 脏乱差的小巷形象， 向社区
争取来路改资金， 铺上了洁净的
地砖， 靠墙边砌了两排花栏。 虽
然有商户在家里加工卤味， 但安
了排气扇， 闻不到异味； 还对划
玻璃的住户发出的噪音进行了隔

离处理。 总的印象， 小巷环境整
洁， 花草养眼， 温馨和谐， 宜居
舒适。

那会， 正巧碰到罗嫂的老公

郭子开着电动车进货归来。 可能
是怕开车声 “扰民”， 郭子在巷
口熄火 ， 推着满载的电动车过
来。 打过招呼后， 我发现郭子更

健谈， 也是个热心肠。
趁两口子取货的功夫， 我参

观了他们的居室。 整个屋子虽然
只是简易装修， 但室内拾掇得干
净整洁， 电视、 宽带、 热水器、
空调、 洗衣机等一应俱全。 最显
眼的是客厅里摆放着好几盆奇花
异草， 散发着淡雅的香味， 洋溢
着温暖的家的气息。

步入货物码放整齐的 “库
房” 里， 突然蹿出一只小花猫。
郭子不好意思笑着说： “我这里
摆放的是各种调味品和 ‘进口’
的东西。 养只猫是为了防鼠患，
也是对顾客负责 。” 我点点头 ，
心里被他在这些 “看不见” 经营
环节上的用心良苦所触动。

罗嫂要去招呼菜场摊位的生
意， 提前走了。 望着她消失在花
团锦簇的小巷尽头的背影， 郭子
意犹未尽， 诚恳地又拉着我再坐
一会儿， 吐吐他们这些外来商户
的心迹 。 想想妻子交代的 “任
务” 已完成了， 我愿意腾出 “空
闲” 倾听， 以了解他们这些外来
打拼者的生存状态。

郭子递过一根中档香烟， 跟

我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也是怀
着满腹的理想进城拼搏的。 创业
不易， 立业更难。 生意靠守， 不
忘初心 ， 更要靠建立良好的信
誉， 稳定的租住地， 从容的心态
才能做得长久。 现在商户的生活
观变了， 赚了点钱， 在生活上不
再委屈自己。 他们把这里看成是
自己另外的一个家。 既然是家，
就要精心打扮它。 种些花， 浇水
养护， 时常扫扫屋子内外， 也不
费什么劲， 可以换来一天的好心
情。 我和妻子动员这里的商户也
这么做。 虽然我们做的是不起眼
的小生意 ， 但给市民提供了便
利 ， 奉献了力气和精力 。 偏住
‘蜗居’， 但一样也可以种出大都
市春意盎然的样子来。”

出了郭子的 “安居屋 ”， 我
顿时感叹良多 ： 一滴水能见阳
光。 珍视临时租住地， 虽然还有
些方面不尽如人意， 但静下心变
其为整洁 ， 并用花草来点缀生
活 ， 这样的人生终将会取得成
功。 伫立在巷口尽头， 我领悟到
春天的美好和这些打拼者为追求
幸福苦中作乐的心境。

□刘卫 文/图

■图片故事

□徐光惠 文/图

单位在城郊一个加油站旁 ，
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车来人往
的大道， 一条是狭窄、 偏僻的小
路 。 周 末 值 班 ， 我 选 择 了 那
条小路。

这条路很少人走， 寂静、 荒
凉 ， 偶尔有小鸟在空中盘旋飞
过 。 我低头慢慢朝前走 ， 猛抬
头， 在不远处一低矮的院墙上，
一片艳丽的红色闯入眼帘， 那满
眼的红让我眼前一亮， 内心不禁
雀跃， 飞奔上前。

哦， 是三角梅。 绿色的藤蔓
向四周伸展， 爬满整个墙头， 形
成一道漂亮的花墙。 花枝自下而
上层层叠叠、 花团锦簇， 细小的
绿叶被淹没其中， 红红的花瓣一
片片艳丽多姿、 姹紫嫣红， 开得
热情奔放、 肆无忌惮， 宛若一片
灿烂的红霞。 驻足在蓬勃热烈、
满眼招展的三角梅前， 心里充溢
着满满的感动， 我恍若看到奶奶
正倚在花丛边， 满眼温柔地轻声
唤我。

小时候， 几兄妹跟着奶奶长
大。 奶奶是个苦命的女人， 嫁给
爷爷生下三个儿女。 父亲五岁那
年， 爷爷害了痨病， 无钱医治撒
手人寰， 奶奶年纪轻轻便成了寡
妇， 一辈子没有再嫁。

在那个动荡的岁月， 大伯十
五岁时就被抓去当壮丁， 这一去
便再没回来。奶奶受尽磨难，性格
坚韧，艰难拉扯着姑姑和父亲，直
到姑姑长大嫁人，父亲参加工作，
后来和母亲结婚生下我们， 奶奶

又承担起照顾我们的责任。
对三角梅的喜爱 ， 源于奶

奶。 奶奶尤其爱种花， 房前屋后
种满了鸡冠花 、 指甲花 、 栀子
花、 月季花。 每到春夏， 各种花
儿次第开放 ， 红的 、 黄的 、 白
的 、 紫的 ， 色彩缤纷 ， 煞是好
看。 有一天， 奶奶又在院墙边忙
活， 地上躺着一株绿色植物， 上
面叶子都快掉光了， 奄奄一息。
我问： “奶奶， 这是啥？ 那么难
看 ， 能活吗 ？” “这是三角梅 ，
可耐活了， 别嫌弃， 它还会开花
呢！” 看着这瘦小、 弱不禁风的
三角梅， 它是否真能活下来， 我
心里很担忧。

没想到那株三角梅真的活过
来了， 一天比一天精神， 叶片越
来越多， 越来越绿。 有一天， 竟
真的开出了几朵漂亮的红花。 我
兴奋地跑去给奶奶报信 ： “奶
奶， 三角梅开花了， 快去看哪！”
奶奶颠着脚来到院墙边， 一脸欣
慰， 喃喃自语： “我就知道会活
过来， 它一定会开花的。”

三角梅快速开枝散叶攀上墙
头 ， 密密匝匝 ， 盛开时绚丽满
枝， 流光溢彩， 满墙一片红艳，
俨然熊熊跳动的火焰。 花瓣看似
羸弱， 但在烈日下不枯， 风雨中
不败。 奶奶常常倚在三角梅盛放
的院墙边， 看我们读书、 游戏，
轻声唤我们回家吃饭。 还有的时
候， 奶奶出神地望着远方， 眼眸
里透出淡淡的忧伤……

奶奶种下的三角梅年年花开
不败，愈发生机蓬勃，为我们单调
贫乏的岁月增添了色彩和希望。

长大后 ， 读 到 舒 婷 的 诗 ，
更 为 三 角 梅 顽 强 的 生命力折
服： 是喧闹的飞瀑， 披挂寂寞的
石壁， 最有限的营养， 却献出了
最丰富的自己。 是华贵的亭伞，
为野荒遮蔽风雨， 越是生冷的地
方， 越显得放浪、 美丽， 不拘墙
头、 路旁……

无论山间还是沟壑， 繁华还
是贫瘠，只要有一把泥土、一缕阳
光、一滴雨水，三角梅便能顽强地
生长，努力向上，傲然绽放。

我想， 奶奶如此， 生命亦当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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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唐诗宋词是我国古典文学的
巅峰， 那些光彩熠熠的名字和诗
篇， 照亮了千百年来国人的精神
世界。 诗词并不是文人闲暇时怡
情之物 ， 而是充盈着诗人的理
想、 意志、 持守、 道德。 他们表
现在作品中的人格品行和理想情
怀， 是黑暗尘世中的一点光明。
如今， 我们从识字起就在背诵古
诗词， 等到大学结束， 每个人接
触的古诗词数量不菲。 但除了那
些真正的古诗词爱好者能够作诗
填词外， 又有多少人能够创作出
一首满意的诗词来。

事实上， 别说创作， 一些人
就连古诗词也读不懂了， 因为古
诗词多为文言写就， 其中暗含着
大量的典故， 我们如果没有相关
的文化背景， 拿到一首古诗绝对
会不明就里。 这就需要有识之士
来推广古典诗词， 让一心只为稻
粱谋的现代人在古诗词中找到自
己的精神家园。

94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 ，一
生与古典诗词为伴， 对于中国古
典诗词创作、教学、研究做出了杰
出贡献。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
诗骚李杜魂”，叶嘉莹一生著述数
百万言，其影响遍及中华大地。

叶嘉莹是学生眼中要眇宜修
的湘水女神， 也是无数人通向古
典诗词海洋的摆渡人， 她使古老
的诗词获得再生。 叶嘉莹最新出
版的 《沧海波澄》 一书， 以时空
顺序铺陈了其94载的人生经历与
学术生涯。 叶嘉莹用诗词来讲述
自己坎坷的人生， 从叶先生诗词
的优雅意象中， 可以领略传统文
化的深邃精思。 同时， 从叶先生
对古典诗词的阐发中， 可以感悟
到在国仇家难中她的人生大境
界。 在与诗为伴的沧桑岁月中，
叶先生的生命品质与人格魅力成

为一道美丽的景观。
这是一部勾勒大时代与知识

分子命运、 学术生涯的佳作， 字
里行间尽显作者的大家风骨、 诗
人气质与家国情怀， 书中不乏中
华古典诗词创作与研究的新思
路。 本书图文并茂， 包括 《二十
年间惆怅事 》 等四篇以及附录
《我的台大公开课 》， 还收录了
1948年3月结婚照等珍贵照片 。
叶嘉莹早年以鉴赏传播古人诗词
为乐， 而在本书中她却独辟蹊径
按时间顺序讲述自己创作的诗
词， 创作背景、 诗词意蕴、 人生
坎坷 ， 经她抽丝剥茧般娓娓道
来， 格外亲切。

譬如叶嘉莹谈到，“诗歌不止
要背，还要吟诵。 吟诵久了，你不
用学平仄、押韵，自然就学会合辙
押韵了。作诗不是很难，就像唱歌
一样吟唱，吟唱的时候，那个声调
跑到你的头脑、心灵里，你随着声
调就写出来了。 ”现代人之所以畏
惧创作诗词， 其根源就在于诗词
讲究合辙押韵，不能出格出律。而
通过叶嘉莹的介绍我们可以看
出，我们之所以创作不出诗词，还
是因为读得太少及不懂读的方
法。我们要想传承古典诗词，得从
学生时代入手，多朗读多吟诵，这
样才会了解诗词规律， 进而有可
能创作出诗词来。

叶嘉莹说， 当陶渊明、 杜甫
可以在你的感受之中复活的时
候， 诗歌自然会唤起你一种活泼
开放的精神。 当诗歌的生命与你
的生命融为一体， 那是至美至善
的无尽的愉悦。 叶嘉莹的文字真
诚、 深隐、 雅致， 她用真切的生
命体验， 写就了人生的诗行。 在
与诗为伴的沧桑岁月中， 她历练
成了一道美丽的星光， 让我们看
见了人生的担当、 雅致与情怀。

在诗词中邂逅雅致与情怀
□彭忠富———读 《沧海波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