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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然间， 到了四十的年龄。 如同初初的秋， 燥
热刚退， 寒凉未至。 恰恰好的温度， 少了燥气， 多
了沉稳。

看过太多的分分离离， 经过太多的磕磕碰碰，
辗转人事， 悟得通透， 终把自己盘成一块润泽的玉。

且安宁， 且和暖， 且豁达。 如同戏剧 《锁麟囊》
里的唱词： 他教我， 收余恨、 免娇嗔， 且自新、 改
性情， 休恋逝水， 苦海回身， 早悟兰因。

这个 “他”， 是岁月， 亦是生活。
时光是最好的磨石， 把曾经的棱角， 慢慢雕琢，

终于， 活成一株温和的草本植物。 远离名利， 绕开
流言， 放下得失。

把爱盘心间， 把暖展脸庞。 不浓不轻， 不烈不
薄， 不张不扬。

如同一缕透明的秋日阳光， 明亮， 清澈， 带着
37℃的体温， 温暖自己， 煨贴他人。

年轻的时候， 喜欢鲜衣烈马， 那些五彩的裳，
玫红、 草绿、 金黄、 雪白， 越是浓烈， 越是迷恋。
也曾喜欢夸张的妆， 睫毛要长， 粉底要白， 最是那
唇瓣， 火焰一般才好。 只怕不惊人。 惹人频频回头，
才高兴。 也不掩瞒， 任那得意， 洋洋洒洒。

那样的张扬， 到底是虚的。
心虚的虚。 怕人群里淹没， 怕单位里不拔尖，

怕心上的他， 飘渺无着。
可真的要强。 时时刻刻要赞美， 要认同， 要攀

比。 如同绷紧的弓。 几乎断了去。 也烈性， 容不得
一颗沙， 一个不如意， 哭得天崩地裂。

太过用力， 总会反噬。 得意的背面是失意。 生
活成了简单的反义词， 不是甜就是苦， 不是白就是
黑， 不是爱就是恨。 总是这样极致， 冰山与火海切
换着， 鲜花着锦， 烈火烹油。 从未想过， 还有一种
词叫中性词， 温和， 无害， 淡然的中性词。

悟了。 悟了。
人到中年， 终是懂得寻常的好。 比如健康， 比

如家人， 比如粗茶， 淡饭。 闲闲妆， 淡淡容。 着布
衣， 穿布鞋， 缓缓行。 读书， 写字， 听乐曲； 栽花，
种草， 赏自然。 小半生， 倏然而逝。 以前的以前，
忙学业， 忙工作， 忙家庭， 忙儿女， 似乎从没好好
地歇一歇。

那时的那时， 一截突兀的枝， 长着荆棘， 伸着
刺， 好鲜衣， 好名利， 好美食。 受不得半点委屈，
经不得半点磕碰。 现在呢？ 不了。 仿若湍急的水瀑
卧在一弯深潭， 静水流深， 无波无澜。 不再往外蹦
跶， 不再嫌弃母亲的唠叨。 年岁越长， 越发珍惜寡
淡的日常。

家门口的桐花开又落， 母亲坐在树下挑挑拣拣，
红豆红， 绿豆绿， 一颗又一颗。 日影长长， 鬓角苍
苍， 她抚了抚额， 遥遥地说， 待会给你熬豆汤。

我欢喜这样的话语， 欢喜余生还有老母可依偎。
是什么时候？ 与家人， 成了同根的藤本植物， 缠缠
绕绕， 相依相偎， 有多深情就有多深爱。 陪丫头写
作业。 她写她的， 我写我的。 她写的是英语， 数学，
科学； 我写的是小说， 散文与诗歌。

静谧无言， 相视一笑。 她在， 我在。 都在呢。
一颗心， 妥妥安放。 偶尔， 也会涟漪四起， 只因她
说， 妈妈， 我的题目全做对了！ 抬眼， 轻笑， 一个
拥抱环住了她。 如今的她， 比我高， 比我聪明， 却
依然贪恋那小小的鼓励与陪伴。

厨房里， 他炒肉， 我剥豆。 顺手递给他一把勺，
碎碎地嘱咐， 油要少， 盐要少， 味精什么的就免了
吧。 从什么时候起， 喜欢素食， 淡淡味， 轻轻香，
吃在嘴里， 微微甜。

足矣， 足矣。
也有伤心事。 亲人病了， 朋友遭难了， 工作不

顺心了。 却难以波澜壮阔地疼痛了， 懂得和解， 懂
得握手。 不消极， 不厌世， 以微笑， 以平和， 去接
纳， 去包容。

我信， 阴雨绵绵后， 阳光总在不远处。
雨夜读书， 读到一句诗：
草木清供花颜
春天席地诵经
真是惊心。 寻思着， 趁着春雨下呀下， 栽上葱，

种上韭， 再来一盆香菜与辣椒， 是不是也很妙？
等到那一日， 韭绿葱细， 厨房里的他唤一声，

哎， 摘点葱， 拔点蒜。
着睡衣， 趿拖鞋， 左手香葱， 右手绿蒜， 递了，

递了。
日子呀， 就轻轻地生烟了， 淡淡地散香了。

临近毕业， 行走校园中， 时而碰见三两个拖着
行李箱的学生迎面走来。 他们带着青春的骄傲与激
情， 行走在灿烂的阳光下。 阳光毒辣， 地面似乎有
被烤焦的气味。 杨花在风中翩跹， 茸茸的花絮， 随
意落在他们的头顶、 肩上。

下课路过操场， 看见学生正照毕业留影， 笑靥
如花、 灿烂无比。 “青春” 两个字都鲜活在一张张
的笑脸上。

一个男生坐在石阶上， 弹拨着吉他， 轻声浅唱
《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曾经最爱哭的你……

听到这熟悉的曲调、 陌生的嗓音， 我的心顷刻
纠结在一起。 陡然发觉， 日子好似翻书页， 哗啦啦
的， 让人来不及看清纸上的字迹。

傍晚时分， 漫步校园湖畔的小径上， 凉风习习
吹来， 栀子花的香味阵阵弥漫。 不经意间遇见一对
情侣争吵。 到了毕业， 爱情该何去何从？

不久前， 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找我谈心， 主题
就是爱情———他失恋了。 其实， 男孩一表人才， 女
孩温柔可爱， 他们已相恋几年。 他们的爱情， 如山
涧溪水潺潺长流。 可这样的感情， 还是迈不过毕业
这道门槛。

王子和公主终要从童话中走出来， 回到现实的
生活里， 拾起柴米油盐。 校园爱情是人生中最珍贵
的回忆， 可惜多数却成了青春流年里一道伤痕。

池塘里的蛙鸣整夜不断， 密密匝匝， 像位歌手
坐在塘沿， 敲打架子鼓。 挑灯夜读时， 被碎碎的蛙
鸣， 闹腾得理不清头绪。 隔壁的学生宿舍楼， 传来
悠扬的笛箫声， 时缓时急， 在耳畔游荡。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铁打的校
园流水的学生。 每年， 一拨一拨的人走， 而后又一
拨一拨的人来， 匆匆又匆匆。 总说， 毕业遥遥无期，
转眼就各奔东西了。

这是一段美丽、 纯洁的年华， 可以为之赋新词，
可以不食烟火。 但光阴似流水， 一去不返。 一个季
节， 无论多美， 终究不能留连太久。

几场梅雨， 飘洒江南江北。 淅淅沥沥的雨水，
滴滴答答地洗涤杨花。 一尾青春， 就这样， 在岁月
的拐角， 悄然流逝。

拣个晴日， 送几个毕业生离校， 心中五味杂陈。
想起探春远嫁时那句词： 风雨路三千， 各自保平安。
不由感叹， 茫茫人生， 谁都不是归人， 只是一骑红
尘过客罢了。

轻道一声： 同学， 珍重！

□胡曙霞

毕毕业业珍珍重重

抢先
八月立秋处暑到 枝头果子熟红了
嘴馋尝鲜抢时间 阿狗上墙似飞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