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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就要享受大好春光。
换上春装，约三五好友，或者陪伴

家人，去春游吧。在大自然中寻找春天
的影子，欣赏春天来临时的样子，品味
春天的风景。

上个周末， 办公室几个同事到山
中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去了， 看到的是
一片片桃林，一片片粉红。向阳坡上的
桃花开得正艳，像一个个美艳少妇，裙
裾飘飘，眉目传情；背阴处的桃花蓓蕾
初绽， 则像一个个妙龄少女， 婀娜多
姿，低头含羞；而老乡屋后那晚开的几
树，正是新芽满枝，一簇簇花蕾挤在一
起，像落在电线上唧唧喳喳的鸟儿。人
们纷纷拿起相机、 手机咔嚓咔嚓留下

一张张桃花的倩影， 或者把自己安放
在桃花中间，来衬托桃花的艳丽。

也可以，骑上单车，在街头徜徉，
把速度放到最低，看穿着时尚的女人，
展示各种款式的风衣，甚至，早早裸出
了粉白的胳膊；看街边的杨树、柳树，
春风吹拂之下，轻轻摇曳，白色的絮，
飘来飘去，一会儿钻进了衣领，一会儿
落在了发梢；看卖花的老人，把一盆盆
精心种养的花草规律摆开， 任爱花的
男男女女蝴蝶一样围着绕来绕去；看
一群疯跑的孩子， 像刚钻出地皮的幼
苗，肆意地欢叫，头上冒出了密密的汗
珠，脸上是一道道汗水流下来的痕迹，
黑色的，使孩子们更显得可爱了。

那些鲜花和绿树， 那些大人和孩
子，那些河流和风，那些来往穿梭的车
辆，都在享受春光，因为，春光就是用
来享受的。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享受
属于自己的这个春天， 享受那一架架
风筝，享受那春雨淋下来的感觉。

就是啊，春光就是用来享受的。到
松软的田野里采摘鲜嫩的野菜是享受
春光， 到村头的树林里给孩子做一根
柳笛也是享受春光， 到小河边看鱼儿
游弋是享受春光， 到山间听鸟儿鸣叫
也是享受春光。

每个人享受春光的方式是不一样
的，但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这就足够
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享受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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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可以认知自己， 了解社会；
可以增进学识， 提升修为； 可以洗涤
内心， 净化灵魂。

一个爱好读书的人， 必将是一个
有智慧、 有前途、 有希望的人。 古往
今来， 大师们的智慧人生都离不开书
籍的滋养。 对于读书及方法， 他们有
着自己的态度与见解。

学者胡适认为读书必须精读和博
览。 精读要 “眼到， 口到， 心到， 手
到”。 “眼到” 须字字认识， 不可随
便放过 。 “口到 ” 须句句念出来 。
“心到” 是每篇每句每字的意义须用
心考究。 “手到” 是将看过听到的知
识做一些提要说明， 然后用自己的语
言重新记述。

理想中的学者， 既能专业精深，
几乎惟他独尊； 又能旁搜博览， 几乎
无所不知。 这样的人， 对社会极有用
处， 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
读书的目标， 胡适认为： “为学要如
金字塔， 要能广大要能高。”

武侠小说家金庸曾在《艺术人生》
节目中，讲述了一段关于读书的看法。
主持人问金庸：“您写了一辈子书，您
怎样评价读书？ ”金庸回答：“读书是人
生最大的乐趣。 ”主持人又问：“如果有
十年时间让您重新选择生活， 您怎么
选择？ ”金庸答：“如果这十年中，一种
是让我坐牢，但给我书看；另一种我有
自由 ， 但不让我读书 ， 我选择第一
种———在牢中读书。 ”

金庸的这番话， 表达了他对书籍
无限而执著的热爱。 金庸以为读书更
重要的是得到心理的满足， 从学习中
得到无穷的乐趣。 书是一生最好的朋
友， 一个人身处逆境的时候， 在书中
能够得到安慰。 金庸先生希望年轻人
养成读书的好习惯。 只要学会读书，
人生中遇点挫折、 不如意， 都不会放
在眼里。

文学家鲁迅， 少年时候便与书籍
结下了深厚情缘。 鲁迅平常十分爱护
书， 看书前总要先洗手。 他从不轻易

把自己用过的书借给别人， 如果有人
借书， 他宁愿另买一本新书借人。 鲁
迅常年整日地看书， 利用一切可利用
的时间读书， 从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
上， 以至于养病时喝茶时都在读书。
鲁迅的读书方法有 “消闲的读书随便
翻翻”， “自愿的嗜好读书” 等。 鲁
迅读书讲究 “三性”， 即目的性、 灵
活性和广泛性。

思想家梁启超读书 ， 第一遍鸟
瞰， 第二遍解剖， 第三遍会通。 一般
的粗读， 有价值的细读， 格言类的精
读。 语言学家林语堂觉得一个人读书
必须出其自然， 有胆识， 有眼光， 有
毅力， 这样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趣
味。 哲学家冯友兰的读书经验总结为
四点： 精其选、 解其言、 知其意和明
其理。

大师谈读书， 虽各有说法， 但都
一脉相通。 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领悟
文字的真谛 ， 用自己的智慧辨别真
伪， 取其精华， 为己所用。

□汪亭

大师谈读书

当柳树泛绿
春风拂面时
我意识到春天来临了
我还没来得及
脱下心灵负载着沉重的盔甲
还没有对严冬怨声载道
一缕春风拂面
让我记忆短路

其实生在春天的我
理应对春天
有着神祗般的敬畏
我敬畏母亲在春天里
诞生了我
也敬畏春天的花花草草
簇拥着我
更敬畏春天
给我一个又一个盼头
令我不至于在严冬面前
表现出来的颓废和懦弱
我知道对春天
有所表示的方式
就是和她来一个热烈的拥抱

□陈家忠

站在你的面前
我显得渺小
站在你的肩上
我感觉崇高

我亲吻你黢黑的面庞
我羡慕你宽阔的肩膀
我仰望你魁梧的身影
我用热情靠近
你炽烈的胸膛

我是你的兄弟啊
你是我的兄长
与你日夜依偎在一起
我们共同冶炼
性格和力量

出铁啦———
那悠扬铿锵的钟声
震荡着我的胸怀
那红彤彤的耀眼铁水
让我心明眼亮
意志坚强

出铁了
你孕育了钢铁的生命
出铁了
你锻造了兄弟的臂膀

紧紧抱住你高大的身躯
让你的体温
温暖我永远的
挚爱情肠

□梅伟

致高炉

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