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 正在开放 □查晶芳

周末在家大扫除。 清理阳台时，
掀起了侧面窗帘， 拉开许久未动的小
窗， 一丛青翠直奔眼帘。 惊愕， 短暂
的思维短路之后， 我这才想起， 可不
就是被我遗弃的那盆大蒜吗？

那是数日前的事了。 清理佐料盒
子时，我发现几瓣大蒜干瘪萎缩了，本
想扔了，转而一想或者可以插活，做打
汤时的佐料呢？ 就随手把它们插在了
一个小花盆里。为了这点希冀，我还特
地跑到运河边挖了点营养土， 可侍弄
了半个多月，盆中依然是黑土白蒜，绿
意全无。 不是说好了十来天就可以发
芽吗？我耐着性子又等了几天，盆中还
是静悄悄，不由得泄了气，便将盆端到
了阳台角落上，任它日晒雨淋，自生自
灭。 没想到，一别数日，这会儿绿叶盈
尺，袅袅亭亭，实是意外。

我忍不住乐呵呵地说给朋友们
听 ， 一个擅养花的朋友噗嗤笑了 ，
说， 你傻呀， 夏日气温高， 大蒜不易

发芽； 入秋后， 天气渐凉， 又有雨水
浸润， 大蒜就自己醒了， 就长成了，
这是必然之喜哦！ 是你所做一切的必
然回报啊！

原来如此，辛勤耕耘，必有收获，
只是有时候，收获会来得迟一点。想到
自己的急躁与不耐烦，我不禁赧颜。确
实，叶子，从来就不是立马就能变绿，
花，也绝非一天就能开；但只要你种下
了“因”，不论你在不在意，“果”已在那
静静相候了。

世间事莫不如此 。 我们种下梦
想， 为之洒下辛勤的汗水， 虽然一时
未见花开， 但迟早有一天， 你会发现
你一直没关注的地方已长出了嫩芽、
开出了花朵 ， 往往就在你灰心沮丧
时， 它一跃而出， 炫亮你的眼。 即便
真的达不到你预想中的结果， 你也绝
非毫无收获。 因为播种的过程本身就
是一种收获。 回想种蒜那段时间， 我
挖土、 浇水， 没事就盯着小盆看， 想

象着绿苗已抽芽， 心里似有所盼， 总
喜滋滋的。

播种， 就是种下了一束希望， 而
希望在任何时候都是支撑生命的强大
力量 。 它无声 ， 无形 ； 但有光 ， 有
热。 它像远方的灯塔， 照亮你迷茫的
眼， 让你不再茫然无助。 或许你永远
也不能真正走近那束光， 然而你在前
行路上洒下的汗水， 起码也锻炼了身
体， 磨砺了意志， 并且你没有虚度时
光。 时间因为你的目标而有意义， 日
子因为你的努力而充满期待。 他年回
看 ， 你也曾逐梦前行 ， 也曾踏浪高
歌， 你的年华或许并不炫目， 但一定
是饱满莹润的。 最重要的是， 你问心
无愧。 这些， 都是珍贵的收获。

也许你也跟我一样， 懊恼耕耘未
见收获， 着急花蕾不见花开， 那么，
请放下你的焦虑和急躁， 继续你手上
的工作 。 无论如何 ， 请相信 ： 花 ，
正在开； 好消息， 就在路上。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蚊斗
关灯嗡嗡絮语
开灯杳无踪影
斗智斗勇周旋
谁都没输没赢

挑瓜
上下掂量轻重
左右拍打细听
以为甜甜蜜蜜
结果脆脆生生

友邻
天生吃货性
暑热胃奇佳
殷切散邻友
蛋糕配凉茶

新衣
量体裁肥瘦
式样赶新潮
时髦谁不爱
擦肩屡回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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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人王维的 《鸟鸣涧》 一
诗 ， 想必是十人九知 。 “人闲桂花
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
春涧中。” 闲， 静， 惊， 鸣， 单单这
四个字， 细细品来便颇具诗意， 回味
无穷。

世人皆忙碌， 一刻不停歇。 桂花
细小而轻盈 ， 香气诱人醉人 ， 但试
问： 几人曾好好欣赏一番桂花落？ 不
要说桂花落， 纵使槐花落， 桐花落，
这些北方常见的花， 缤纷而落也是少
人驻足 ， 少人体察的 。 人们在赶路
呢， 心里想着领导布置的任务， 想着
回家要做的饭菜， 想着手机里某个虚
拟的问候。 只有停下来， 坐下来， 至
少一个小时， 什么也不想， 静静地感
受到风的温度 ， 感受到空气里的味
道， 感受到自己的心跳， 这才算是片
刻的闲。

曾在半年前， 与几位诗友在酒桌
上约定， 择日去往城西山中小住， 看

山 ， 听水 ， 品茗 。 酒散后 ， 各自忙
碌， 虽同在一城， 鲜有见面， 早已将
那个浪漫的约定忘在了脑后。 今日，
忽想起唐代著名诗人李涉的七言绝句
《题鹤林寺僧舍 》： “终日昏昏醉梦
间， 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竹院逢僧
话， 偷得浮生半日闲。” 半日闲？ 恐
也难！

有些东西 ，你闲不下来是看不
见的。

没有俗事庸人烦扰， 内心不忧不
虑 ， 不怨不怒 ， 不悲不喜 ， 平静如
水， 眼睛方可看见那些细微的美好。
如黄米一样小的美好却足以养育一个
人， 行一路， 走一生。

秋桂深情。想想看，一个烟雨蒙蒙
的秋日午后， 一个闲人漫步于落着桂
花的幽仄小巷。 石板路，老木屋，潮湿
的空气里氤氲着芬芳桂花香， 偶有桂
花从枝头随风翩然飘落，落在脚边，栖
在湿漉漉的小路上。星星点点的黄，丝

丝缕缕的香，是数不尽的优雅，看不够
的浪漫，道不完的情愫……

人闲桂花落。 倘若不是在诗意的
南方， 无事的时候， 徘徊树下， 比如
一棵柳， 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秋叶静
静地落下， 纷纷扬扬， 飘飘洒洒， 如
细雨随风飘， 如雪花簌簌落， 那般美
好。 不要只知道走走走， 人生可不是
不停地走， 再长的路， 不停地走也会
变短。 走一段路倦了， 你就停下来，
坐下来， 躺下来， 闲下来。 千万不要
说 “人闲是非多”， 那不是真正的闲，
那还是忙， 一种没有自我、 无中生有
的忙。 人闲黄叶落， 人闲雀儿飞， 人
闲月儿美， 人闲清泉流。 闲一闲， 看
一看你久违的 “桂花” 是不是真的在
落了。

你在忙， 我在忙， 一天又一天，
怎么也忙不完。 是时候强制自己闲一
闲了， 不然， 真不知道要错过多少桂
花落！

□张彦英

人闲，桂花落

□赵国培

从前门出发

一座厚重气派
一方端庄尊严，
在一城古老的前沿
在一线中轴的南端，
你高大多少年
敢与十万大山
叫板比肩，
你高贵多少载
默听历代圣贤
敬献礼赞！

前门啊前门，
四九城的骄傲
北京人的心肝！
“有钱去买前门楼子”
一句戏言
调侃多少年！
金车银马
翠海玉山，
岂能拐走你
一梁一木
一瓦一砖？
你花朵般
惹人怜爱啊，
你国宝般
不容冒犯！

前门啊前门
你是沧桑的
一个句号，
你是辉煌的
一个起点！
传统与时尚
倾心交谈，
继承和发展
携手并肩，
当当车哐哐啷啷
讲述峥嵘，
新大街亮亮堂堂
延续浪漫，
老字号
焕发少年情怀，
新门脸
凝结庄重祈盼，
历史与未来
交接换岗，
光荣同梦想
举杯联欢！

前门啊前门
你大书新的诗篇！
我们在前门集合
目标正前，
我们于前门列队
拥抱无限，
我们从前门出发
奔向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