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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莲藕
屋前排劲竹
再把藕荷埋
雷电风霜日
且来云水斋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栽竹
宁可食无肉
屋前必有竹
闲听风叶谈
霜节入心熟

阿狗想
母鸡真好看
入锅成美餐
可惜只能想
主人要鸡蛋

读书闷
推敲复句读
读书伤脑筋
狗儿寻骨肉
兴味似相闻

从北海东门
能亲近你，
出故宫北门
可对话你。
你 站在四九城内，
你 活在历史课本里。

名满天下的那棵树
上了年纪，
始终歪着脖子
不仅在演绎。
比起众多兄弟姐妹
它毫不起眼
却好大力气———
吊死过
一段历史
一个皇帝，
吊死过
桩桩丑恶
笔笔劣迹。

历经多少风雨
树仍不停呼吸，
日日夜夜
记录远去往昔，
朝朝夕夕
告诫未来世纪———
阴谋并未死去
仍散发霉腐气息。
或隐蔽在
犄角旮旯，
或游荡于
明里暗里。

无数个我和你，
身系中轴线
漫步风景里，
哪个人心中
不渴望碧空如洗———
恼人的毒雾霾罩
溃不成军无踪无迹，
喜人的朗朗乾坤
清爽亮丽天下无敌！

随笔

晨曦里，我与绿萝不期而遇。
那是手术后的第三天， 我躺在病

床上，入目是无边的素白，耳际是恒常
的静寂，岁月就如冻僵的河流，在这里
凝滞，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懑和绝
望席卷而来，几乎要淹没了我。我挣扎
着爬起来，提着引流瓶，逃出病房。

长长的走廊， 靠着外墙都加设了
病床，只留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世界也
生病了！ 这么多的病人！ 这么多的苦
难！ 我慢慢地走着，悲伤逆流成河。 这
时，病床中间的绿植闯进我的眼帘。砖
红色的花盆里，挺立着茂密的枝条。每
一个枝条，都举着一片心形的绿叶，逗
引着晨光。 我走过去，蹲下身子，伸手
触摸叶片，触感温润。

“你也喜欢绿萝呀？ ”39床的病友
问道。

原来，这种绿植叫绿萝！我感激地
看着39床病友。 她约摸三十岁，白色的
光头格外醒目。三十岁的女人，就像一

朵盛开的玫瑰， 她却因长时间的化疗
和放疗，一头青丝全部掉光了。脸色也
是病态的苍白， 但却看不到一丝沮丧
和伤心。 相反，她很热情，也很热心。
“绿萝是生命之花，” 她说，“我家有一
盆绿萝，我忙着治乳腺癌，两个月没管
它，绿萝叶子都枯黄了。我一气之下把
叶子都剪光了，把盆子扔在院子里。没
想到一场雨后，绿萝竟抽出了新芽，没
多久，又是蓬蓬勃勃的一盆鲜绿……”

39床病友坐在病床上， 轻轻地把
粉扑在脸颊，涂上腮红，又用眉笔细细
地描着眉毛， 最后她用唇膏涂抹自己
的嘴唇。 眼眸澄澈，双颊红润，眉眼弯
弯，红唇鲜艳，那苍白的面容，顷刻间
便潋滟出青春和活力！ 她拿出一面小
镜子，冲着镜中的自己笑了笑，戴上假
发套，哼着曲下楼了。

她的背影越去越远， 渐渐幻化为
一盆绿萝，潋滟在我的心间。 瞬间，体
内的那些负面情绪被挤出了我的身

体，慢慢飘远……
上午，我输完液后走出病房。 40床

病友， 一个被病痛折磨得形容枯槁的
女人。 白色的液体在输液管里滴答着，
汩汩地流进她的身体。 她抱怨着：“治
了这么久，怎么还不见好？ 我什么时候
才能出院啊？ ”

“生活就像拔萝卜和开瓶盖，前面
99%的时间，萝卜和盖子看上去都是纹
丝不动的， 在最后一秒才会破土和松
动。 慢慢地拔，轻轻地拧，总有一天会
成功。 耐心地治疗，总有一天，我们会
迎来健康！ ”39床病友安慰道，她清澈
的眸子里写满了希冀和坚定！ 说完，她
搬动绿萝，走进煦暖的阳光里，细碎的
阳光星星点点落在她的身上—————俨
然一位圣洁的天使！

阳光下， 绿意从娇嫩青翠的叶子
上潋滟开来 ， 在逼仄的空间里 ，在
病痛的日子里， 让人生出无限的勇气
来……

病房里的绿萝 □胡喜荣

□朱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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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班路过市场， 计划内是要
采购的。 特别是家里连颗粒大米的存
货都没有， 等米下锅呢。

于是我首当其冲地来到粮油销售
部， 想挑选好吃的大米。 询价之后，
人常说一分行情一分货， 我也认为价
格略高的应该好些 。 老板娘微蹙着
眉， 漫不经心地说那边上的一种大米
便宜。

啊 ， 原来我郑重其事得来买大
米， 被自己刚收工回来的外在形象捉
弄了 。 我在工地热火朝天地劳动一
天 ， 就成了现在这副丢魂落魄的样
子。 我想每个投身工地的人都会是汗
水浸染着灰尘， 有点污。 可能我真的
让人眼球蒙尘， 但我大可不必为别人
的眼光而低声软语 。 我不卑不亢地

说， 请问哪种大米好吃点？ 老板娘说
长粒香。 我这人还是挺相信人的。 我
仔细看了一下生产日期， 再看看产品
介绍， 就它了。 付款后， 我让老板娘
帮我搬米送到车上。 老板娘说你还会
开车呀， 还真不糙。

我在想， 为什么我们农民工就一
定是脏乱差， 呆笨傻？ 待我脱下工作
服， 拾掇清爽后， 我也是不折不扣的
小家碧玉呀。 我就是毫不吝啬自己的
力量， 舍得挥洒自己的汗水， 为文明
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就算一天给我百
儿八十， 让我在那里偷懒耍滑磨洋工
混日子， 虽然清闲我还不干呢。 我就
喜欢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制度， 多劳
多得 ， 不劳没得 。 人有力量不舍得
用， 也有浪费生命之嫌。 再说， 自己

动手， 丰衣足食， 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 以后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

的仪容仪表。 一副头发凌乱、 衣衫褴
褛的样子 ， 总会影响人们的审美效
果。 可是我做不到啊， 谁让我干起活
来就全力以赴呢？ 到了收工时候就精
疲力尽 ， 我也顾不上什么形象体面
了。 然而我的内心对世界总有一丝温
良的歉意。 我没有为她增光添彩， 反
而在她脸上抹灰。 但是我的灵魂深处
是一片冰雪聪明的世界。 我爱纯美无
邪的星月， 我爱热情洋溢的太阳， 我
爱秀丽壮美的山河， 我爱热气腾腾的
人间……因为有爱， 我生命不止， 奋
斗不息。

物质生活在一层楼， 精神世界在
二层楼， 灵魂升华在三层楼。 你在几

层就决定着你有怎样的眼界与胸怀。
闲暇之际， 我常常偷偷溜达到三

层， 读读书， 写写字。 迷恋这些看似
无用之事。 有时看芸芸众生， 挤挤挨
挨， 焦头烂额， 窃喜自己没有被物像
所累， 偷得人生半日闲。 我觉着喜欢
上 三 楼 的 不 是 人 而 是 鬼 ， 常 常 魂
不附体， 游戏人间， 疯疯癫癫， 做着
人间的事， 许着天上的愿。 一不小心
坠落到了底层， 不喊冤不叫痛。 孟子
说， 穷则独善其身， 富则达济天下。
自给自足是小善， 达济天下是大善。
各人有各人的活法， 各人有各人命中
的定数。

生命没有层次， 而灵魂有三六九
等。 无论我们住在几层都可以面向大
海， 春暖花开。

散文 生命没有层次

景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