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麓山情
□杨峻

山者， 破地而出， 聚土而
成 。 或高凌万仞 ， 或秀极八
方， 或连绵千里。

岳麓山， 上承南岳， 下启
洞庭。 卓立崇山峻岭， 声震三
山五岳， 更以人杰地灵， 源远
流长； 标情夺趣， 继往开来。

曰欢悦之情。 若夫春光萌
动、 莺飞草长， 秋日寥阔、 枫
叶红艳， 携好友知己， 树影迂
回 ， 拾级而上 ， 嗅清风之扑
鼻， 闻鸟语之悦耳， 可叙事，
可磬心 。 人生如梦 ， 风花雪
月， 岂不快哉。

曰英雄之情 。 湖湘滥觞
地， 古今报国情。 书院刻文化
图腾， 朱张立学者师表。 深涧
菊洁， 幽谷兰雅。 多少书生慷
慨赴死， 战士血荐轩辕。 扶危
救困， 弦歌不绝。 匡时济世，
精神永存。

曰天地之情。 会当登高望
远， 开阔视野， 荡涤心胸。 纳
日月光华， 养浩然正气。 彩云
南来， 高高低低， 卷舒无意。
湘江北去， 浩浩荡荡， 浮沉自
知。 横尽虚空， 思接千载， 可
恃者谁？

嗟夫！ 湘地多情， 麓山为
最 。 然众皆为睹风物一时之
美 ， 其情之深浅 、 远近 、 雌
雄， 不为人所识也。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弹球儿
小球大宇宙
胜败皆不休
玻璃藏花心
快意恩与仇

燕归来
洒扫庭院做清理
窗台洒下黄金米
昨夜东风送消息
紫燕仍归旧檐栖

丢手绢
小小一个圈
手绢丢后边
默契缄群口
秘密要快传

荡春风
天晴气爽花好处
读书喝茶赋闲情
忽觉少了春风吹
手动荡涤阿狗惊

常有人说，生命中每一次旅行，都
是一次人生的修行， 是平凡生活中最
不平凡的延续。 旅行的意义从不在于
走过多少地方， 领略多少美景。 而在
于，有多少触碰心灵的感动扎根记忆，
集结成册，封印留存；有多少与自己灵
魂对话的声音，穿过耳畔，触动灵魂，
直抵心底。

踏着细浪，漫步海边，偶尔微闭双
眼，倾听海风掠过耳际的声音；登上珠
峰塔顶，张开双臂，任凭灵魂出窍，肆
意徜徉于天地；背起行囊，徒步丛林沟
壑、田间乡野，荒野露营，感受最朴实
的真、最震撼的美；又或者，坐在一个
不容易被发现的角落， 来上一杯卡布
奇诺，用相机记录形色各异的人群，描
摹不一样的人生。

天地之大永远禁锢不住一颗年少
的心，远离尘世风雨，告别喧嚣浮华，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记我的旅
行———乌兰布统之行。

凌晨五点，迎着朝阳，启程。 十月
的秋，已是遍地金黄，深吸一口气，怡
人、清爽，远处松柏矗立，散发着独有
的沧桑气质， 随手拾起一片金色的落
叶， 小心翼翼的将其夹入随身携带的
书页里。忽然想到了人生，虽说长路漫
漫，却又稍纵即逝，纵使曲折坎坷，也

要处之淡然，待之从容，搏之精彩。
戴上耳机， 循环播放我最爱的歌

曲 《I hope you dance》，怀着难以抑制
的激动，踏上旅途，青山碧水，环路相
磅，高天阔土，林木成行。云随风行，心
也随着音乐在欢快的跳动。

痴迷风雨洗礼过后， 万物重获新
生的奇迹。一排排的杨树，摆着苍劲挺
拔、顶天立地的傲然姿态，演绎着傲然
正气的凛凛风骨， 却怎么也隐藏不住
那几经千锤百炼、 残留于一身的千疮
百孔。没了青涩，多了一份饱经沧桑的
沉稳，褪去稚嫩，多了一份迷人成熟的
风韵。

俯瞰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不禁在
想，或许上天有意安排，将这些怀着对
生活同样痴迷的行者聚集在了一起，
脚踏同一片沃土，头顶同一片蓝天，呼
吸相同味道的空气，刻意摆出了“心”
的形状。

此时的我， 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
激动， 停下车， 推开车门， 拼命地奔
跑着， 尽情地驰骋于这无边的旷野，
张开双臂， 拥抱深爱的这片蓝天， 俯
身亲吻着这广袤的土地， 我对着天空
深情地呐喊， 然后痴痴地对望， 静静
地等待着回音———“我爱的世界， 你
好， 我， 来啦！”

随笔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徐国敬 文/图

□宫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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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雨瓢泼而下， 雨水如注倾
泻在塑钢窗上，不久，我发现窗台漏雨
了。那雨弯弯曲曲湿了墙壁，好像一个
侵略者闯入了领地，令人在惊骇之余，
不得不想应对之策。

我给物业公司打了电话 ，物业
文 员说 ，等天气好了 ，就让维修师
傅来修。

雨在某种程度上是很有诗意的，
我记着汪曾祺大师的 《昆明的雨》 那
篇散文里， 雨是很讨喜的。 “昆明的
雨季是明亮的 、 丰满的 ， 使人动情
的。 城春草木深， 孟夏草木长。 昆明
的雨季， 是浓绿的。 草木的枝叶里的
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 ， 显示出过分
的、 近于夸张的旺盛。” 但是， 雨一
旦打湿了衣襟， 淋湿了家里的壁纸，
雨在诗意之余， 所附加的破坏性， 也
着实令人头疼。 我望着墙壁上那不请
自来的雨水， 在乳胶漆上画了不规则
的地图， 没有丝毫美感， “漏雨” 总
是让人产生诸多联想。

记得小时候，最怕下雨。家里的房
子是老房子了， 屋顶的旧瓦片不堪雨

的淋漓， 任凭雨滴滴答答从破损处流
下来，于是，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
成为不惹人待见的一大景观， 家里的
瓶瓶罐罐， 大盆小碗都加入接雨的队
伍中，屋里一片潮湿，身上的衣服都是
潮潮的。那个时候，即便是外面的雨生
花，也没有心思去欣赏，因为雨淋湿了
我那时的岁月。

那段淋湿的岁月里让我学会奋发
图强 ，将来一定要住上不被淋雨的
房子。

我得到的第一笔奖学金， 就寄回
家， 让父亲修修老房子， 换上新的瓦
片。那年雨季，老房子换上了红红的新
瓦片， 家里不再漏雨， 我可以坐在屋
里，看着外面的大雨从天而降，落地生
花， 从不知道大雨原来可以这样的美
丽，一朵朵水花如莲花绽放。

不被雨淋湿的时光， 才有心境欣
赏雨的芳姿。

雨落在该落的地方， 岁月才不会
有淋湿的囧，才会体会汪曾祺大师《昆
明的雨》的丰满。

2018年1月， 在上海东方艺术中

心，在大腕云集的新年音乐会上，中央
音乐学院大三学生来佳俊应邀独奏世
界上十大最难的钢琴曲之一 《钟》，自
幼失明的来佳俊和朗朗同台演出四手
联弹，被朗朗称为“未来大师”。

双目失明， 是岁月在来佳俊生命
里下的一场瓢泼大雨， 这场大雨下在
一家人的心里， 他的母亲曾一度以泪
洗面， 这场生命的大雨淋湿了一家人
的岁月， 让他们一度深陷在泥沼中不
能自拔。

但是， 他们一家人很快从悲痛里
站起来，来佳俊有出众的音乐天赋，不
到四岁，就能演奏二百多首曲子，经过
不懈的努力，来佳俊远赴美国，新加坡
等十几个国家演出，获得热烈好评。

生命中的雨泼洒在来佳俊生命的
旅程中，那是岁月给他的磨砺，好在他
的意志并没有被雨淋湿， 反而更加执
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别让雨淋湿了你的岁月， 就会发
现雨原来有丰盈的一面 ，雨淋漓也
是 雨激励 ， 把雨挡在岁月之外 ，天
高地阔！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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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雨淋湿了你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