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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旧物， 不经意间， 翻出了一
袋旧线， 暗黄色的， 沾满岁月的风尘。

它原本乳白色， 是我第一位男友
买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初冬， 遵
父母之命， 我不太情愿地和一个男孩
相处 。 那年冬季流行手工编织围脖 ，
他不声不语地给我买来半斤腈纶线 。
当时我刚参加工作， 起早贪黑， 加上
无缘爱的绝望 ， 从内到外苍白冰冷 ，
的确需要温暖帮我抵挡风寒。

这是我第一次织东西， 求人起了
头， 利用业余时间我笨手笨脚地织起
来。 在编织过程中我试图培养和他的
感情， 想把我的织完后给他也织一条，
可我实在萌发不出对他的爱， 总是想
着别人， 内心充满了矛盾、 痛苦。 他
看透我的心思， 主动提出分手。 我如
释重负， 又心生歉疚。 望望手中没有
完工的 “作品 ”， 不知如何是好 。 他

说： 你别拆， 好好把它织完， 今年冬
天冷。 我的泪莫名其妙地落下来。

那年冬天的确很冷， 是我人生中
最寒冷的冬天。 一条半米宽、 两米多
长凹凸不平的乳白色的围脖映着圣洁、
希望的光泽， 陪伴着、 温暖着我走出
人生中最阴冷、 灰暗的冬。 第二年的
春天， 我决定向过去挥手告别， 把这
条围脖放进了箱底。

三年后， 儿子降生了。 翻出这条
大围脖， 样式已过时， 颜色也有些泛
黄。 我把它拆了洗净， 和一件旧毛衫
一起到染衣房染成了嫩黄色。 给儿子
织了身衣裤。 儿子穿上它， 在我的怀
里呵呵地说话， 浑身散发着奶香， 慢
慢睡着了， 如抻长了脖颈酣睡着毛茸
茸的小鸡娃。

一年后， 儿子满地跑了， 这套衣
服小了， 两件并成一件上衣。 到儿子

上幼儿园时， 它又旧又小， 我把它拆
了放进了箱底。

往事云卷云舒般浮过记忆的天空，
望望眼前这袋旧线 ， 哪还用得着它 ，
扔掉又舍不得。 想了又想， 我决定钩
件东西。 像当年织那条围脖一样， 用
最简单的手法， 把所有的线都用上。

我借来钩针， 学会了钩小辫， 一
有时间就钩个不停。 手中的针裹着线
一寸寸地拽我回到过去， 我又闻到了
那套亮晶晶暖融融的小衣服散发出的
奶香， 见到那条乳白色围巾上结着的
寒霜， 还有无缘的他， 在心间划过的
印痕。 带我重温一遍三十年前的心路
历程。 伤心处， 针线涩滞， 温馨时轻
快飞舞。

往事的温馨让手中的线柔软， 回
忆的陶醉使钩编成了享受。 不觉中线
到了尽头。 把它铺展在床， 自豪感油

然而生。 它一米见宽， 近两米长， 一
团团小辫半扇行地连缀， 散发出手工
的拙朴， 厚道。

用它做什么呢？ 当沙发巾？ 它不
华丽； 铺在桌子上？ 它旧得不好意思
见人。 随手把它搭在身上， 不觉中睡
着了。 香甜的一觉醒来， 很舒服， 正
想买件凉被呢， 这不最好？

其实生活就像这条夏凉被。 它最
初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它纯洁、 美
好得纤尘不染， 在充满期待里， 编织
进一个个故事； 在一回回失望中， 拆
洗掉一段段情节。 到最后， 浸满了烟
熏火燎的日子味， 没了当初那份美丽、
憧憬， 但只要你不放弃， 便会有意外
的惊喜。 同样， 在生活中， 你向着美
好的目标出发 ， 失败了 ， 从头再来 ，
坚持下去， 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体会感悟享受人生。

西方一位哲学家说过， 人有避苦
趋乐的本性。 这个世界上， 也许只有
快乐是没有人会拒绝的 ， 漫漫人生 ，
每个人孜孜以求的无外乎幸福和快乐。

放眼周围， 也许你也会有这样的
发现： 有些人我们怎么看他都应该是
个快乐的人， 但他就是不快乐。 可是
另一些人， 每天都有很多难题要面对，
但他们却非常快乐。 很显然， 快乐并
不取决于物质条件、 外在环境或周围
的人， 因为快乐不是最终目标， 而是
感恩之心附带的产物。

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各式各样的
难题， 人人都要面对风险、 挑战、 时
间和不能预见的遭遇， 无一例外， 所
有人都是这样。 然而很多人越来越自
私， 习惯为自己考虑， 很少用感恩的
心看待周围的一切， 殊不知， 有感恩
之心才会快乐。

感恩亲人的陪伴， 感恩友人的温
暖， 感恩同事的并肩， 感恩自己现在
拥有的一切……怀着这样的心境生活，
你的内心每天都洋溢着幸福感和满足
感。 而且感恩之心是消极思想的天敌，
感恩之心不只是一种感觉， 它还是一
种思维方式 ， 一种心态 ， 一种选择 ，
为什么说是一种选择呢， 因为我们要
自己决定把目光集中在痛苦上还是福
分上。

仰望星空， 在令人生畏的宇宙里
陶醉； 每天的日出日落都有自己独特
的风采；抬头看看云，你会发现你所看
到的一直在变， 看得见的东西总是在
变，没有什么一直和以前一样，他们将
来也不会是现在的样子，这些景象会让
你心旷神怡， 重新得力。 眼睛只能看，
耳朵只能听，而一颗感恩的心却能领悟
这一切背后的深意：每一天都是一份独

一无二、绝无仅有的礼物。 当我们把自
己放在更广阔的画面里，着眼于更长远
更重要的事情时， 我们就可以从容地
面对生活的变幻莫测。

感恩之心是喜乐得以成长的沃土，
所以要敞开心扉感受身边美好的事物，
还要把你内心的感激表达出来， 这样
你才会大大喜乐， 这种喜乐会挂在你
的嘴角， 闪烁在你的目光里， 流露在
你的一言一行中。 感恩之心能让你的
生活成为一份礼物， 而不是考验， 它
会为你带来方方面面的改善， 你的家
庭、 婚姻、 事业。 你会从自我为中心
的世界走出来， 不再苛刻挑剔， 而是
成为一个温暖的， 对别人有积极影响
的人。

感恩之心会让你更有爱心、 包容
心 、 同情心 、 也更舒心 。 因为感恩 ，
所以快乐！

□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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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潮气重
湿久易发霉
人书不胜水
多向风中吹 雨敲莲叶

水珠， 轻滚动
脚踩泥土的潮湿
心如荷
体内的丝绸
典雅， 绿

身后的脚印已被风吹淡
抖落半生尘埃
扮一个荷花妆
蘸着阳光的胭脂
把安静扑在荷田
置心间
涂一抹透明的唇线
荷花的粉

蹲下来
与田田荷叶拥抱绿
减去浮华
嘈杂和忧伤
用碧波补个含露的菡萏妆
袅袅薄雾
香
四面八方

轻绾长发

将夏日的烦热扎起
绾成髻
着一身白牡丹旗袍
手执香扇， 绢帕

高跟鞋轻叩青石板
露珠式耳环摇曳
转身
隐入江南故事里

□王景云

荷花妆问天
一片汪洋都不见
车如石子人如鱼
每遇天灾如考问
街巷如何变水居

多喝水
天热多喝水
减肥水多喝
听话喝多水
却把睡眠豁

造清凉
烈日炎如火
花娇需降温
殷勤造清凉
聊尽草木心

（外 一 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