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路如歌
李德才

翻看着这本名为!心路如歌 "的书

稿# 读着那一篇篇饱含激情的文字#心

头禁不住涌动着一种感动$ 这是海军同

志在文学方面多年来辛勤耕耘的结晶#

也是他曾经走过的一段历史#通过这长

长短短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从农

村走出来的年轻人# 带着对生活的渴

望#带着对人生的追求#带着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走进了军营#走进了社会$ 读

完这本书# 总感到一种激情在涌动#为

海军同志的为人%为文$

海军同志是从天中大地走出来的

农家子弟# 那条长长的乡间小路伴着

他走过了多年的风雨历程# 无论在军

营还是到地方# 他魂牵梦萦的仍是那

条乡间的小路$ 小路的这头连着海军

多年在外的奔波 # 为生活 % 为工作 #

为了一切美好的东西一路歌来& 小路

那头连着他儿时的村庄# 几十年的生

活轨迹都因她而起$ 村庄是梦的起因#

也是希望% 追求% 拼搏的原动力$

海军同志对于文学的缘分是伴着

那条乡间的小路成长的# 是一步一个

脚印# 靠辛勤和执着慢慢走来的$ 他

与文学的结缘多半因之于工作# 再加

上对文字的灵性和感悟# 使他在报告

文学% 诗歌% 散文及歌词等方面# 都

有广泛的涉猎和较高的感悟# 从 !心

路如歌" 这本集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一点$

海军同志的作品 # 以一种大气 %

正气为文魂$ 可以说# 多年的军营生

活和早年的乡土滋养# 为他积累了厚

重的文化底蕴# 时代变革的大潮也使

他涌动着一股创作的激情$ 作文以言

志% 作文以抒情# 手提尺寸小篆 # 纵

横天地文章 $ 海军用手中的笔写诗 %

写报道% 写评论% 写小说% 写散文等#

笔走三尺龙蛇# 快意人生文章$ 如他

在军营中发表的长篇通讯# 且不说先

后被 !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 等登

载# 引起较广泛的影响# 仅那文笔之

洒脱# 就有一种酣畅淋漓之感# 虽说

时隔多载# 但至今读来仍有一种民族

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是我读这本书最

大的感受# 在目前我省交通事业实现

快速发展中# 尤其需要这种激情$

!心路如歌" 的出版对海军来说 #

是他对过去一段辉煌历史的总结# 是

他对人生历程反复思考的总结# 是他

对人生% 对社会% 对自我超越的另一

种诠释# 对交通系统从事文字工作的

同志也是一种激励和鼓舞$ 作文如做

人# 坦坦荡荡地做人# 勤勤恳恳地作

文# 也是他几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

不改的人生信条$

!心路如歌"# 人生之路 # 是昨天

的终点# 是今天的起点# 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 是希望% 是鼓励# 与海军共

勉之$

无心斋夜话
范闽杰

文学不独属于青年#但青年太容易

文学化$

无论哪个时代的孩子#蒙学都是从

认字开始#从学文章入手$ 孩提年代%青

春时光正是多梦的季节$ 整天浸泡在文

学作品的精神世界里#时时游荡在小说

描述的虚幻人事间#文学便注定要走过

他们的生活#留下自己的印迹$ 只是这

种印迹对有的人深重刻骨#对有的人如

微风掠塘$ 我属于那种当时稍稍留意一

下'她(#便误入歧途的人$ 上学时#多读

几本书#多写几张字#不想竟至于毒入

骨髓#形成终生的痛$ 现在已经参加工

作二十多年#却始终无法戒掉她对我的

诱惑$ 身心受累)

大学期间# 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

叫*'田相($

假期回家#在自己卧室的柜子上煞

有介事地摆几本书# 便取名叫*'无心

斋($ 总之两者都是从'思想(二字演化

来的$

上世纪末开始流行上网#我也学着

时髦$ 感觉'田相(有点土#便给自己取

了一个网名*江泛舟$ '无心斋(却一直

是我非常喜欢的书斋名$ 闲暇无聊的时

候#还自己为自己刻了一方硕大的'无

心斋藏书印($ 二十世纪初#终于有了自

己的房子#和父母搬开另住#也终于有

了一间自己心仪多年的书房$ 我在心中

一直都默默地唤作'无心斋($ 曾想过让

人刻块小斋匾挂在门头$ 但夜静细思#

总觉得依我这种学识的人#未免太过附

庸风雅$ 担心贻笑大方#且尚存自知之

明#也就悻悻地作罢$

前段从美国回来#除了日间照常的

读书之外#脑子里总不自禁地冒出很多

感触和想法$ 想到要去网上建一个自己

的博客#便立时有了主意$ 我的博客应

该叫'无心斋()

用这来代替书房门额上的斋匾#也

正可了却一桩压在我心底二十多年的

夙愿$ 就是他了)

且慢$ 我喜欢熬夜#总觉得黑夜是

最好的隔离墙#它挡住的不只是我们的

视线#同时它还能阻断我们野性游荡的

心灵$ 当你在潜意识中明白#此时没有

谁愿意被打扰#你的性情就不会再浮飘

躁动#你的心就会自觉地接受被夜包裹

的落寞$ 既然黑夜能叫停凡尘俗世中的

诸多应酬#黑夜就让孤独成为了一种德

行$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种 '夜猫(理

论#还是再加两个字吧$ 且称这博客为

'无心斋夜话()

中国梦

姜玉海

中国梦自远古来!

相传一代又一代"

张骞郑和通西域!

心游万里关河外"

主席北京绘宏图!

大国之梦巧安排"

中国之梦百姓梦!

梦中你我心花开"

中国之梦民族梦!

团结和谐向未来"

中国之梦强军梦!

航母导弹展风采"

中国之梦富国梦!

民富国强多豪迈"

中国之梦全民梦!

共筑大梦多壮哉"

追梦你有小天地!

唱梦我有小舞台"

圆梦自有大世界!

梦想成真乐开怀"

通欧联非唱大戏!

一带一路红花开"

全民共筑中华梦!

喜看龙腾云天外"

在商水寻找孔子!外一首"

戚富岗

驾一辆马车

满载一车的虔诚和春光

循着#论语$的足迹

去一个植满传说的地方

让思绪把采桑女的戏言揉碎

任其在辩日的嬉笑里翻飞

飞入商水上空的云

和风里的桑叶丛

如丝弦乐声声逼近

那位和夫子一起

将心灵舞在弦上的后生

是子路还是颜回

一棵树和一个传说

也许是因了一个不渝的誓约

那千年后的相拥

一棵树和一个传说

树 已越千年

传说 亦已越千年

在那个已越千年的传说里

刘秀饰演了主角

在树前!只一脚

就踏出一片不灭的记忆

然后

真诚的白果树

质朴的白果树

痴情的白果树

用绿叶扩展阳城的厚重

用根系汲取历史的深邃

用年轮放大岁月的沧桑

用苍劲的枝条

把那个风里的故事

延伸再延伸

拉长再拉长

七月七!送给爱人
尚纯江

你是否还保存着那迷人的目光

乡村的小路

再也无法找回

当初的模样

被岁月蚀尽的青春

在眼角纹里变成回望

你是否记得此前的过往

牵牛花的花瓣

在一个个秋天的黄昏

变得老迈沧桑

田野寂静!涡河欢唱

在一片夕阳里

三十多年的牵手

走过青春!走过中年

在一棵葡萄树下!咀嚼

匆匆而过的时光

不会忘记

在一座卫生院的郊外

在一所学校的操场

一棵合欢树!还有一棵梧桐树

在一片清凉的月光下

眉黛传情

一只鸣蝉

唱出第一首幸福的响亮

烛光摇曳在风中

一枚圆圆的月亮

在梦境里挥洒银色的光泽

熹微的晚风

用一枝并蒂莲洞察爱情

抚摸着保存在心头的既往

头发斑白!布满皱纹的脸膛

从不埋怨流逝的岁月

相亲相爱!牵手一生

清淡的芬芳!吮吸爱的虹光

源源不断!深邃的皱纹

在一双日渐浑浊的眸子里

大海荡漾!蓝天荡漾!云彩飞扬

不曾长大何谈苍老
侯婷婷

有这样一个故事#发生在自驾去西

藏的路上# 主角是六位任性率真的男

子$ 在这长达二十多天的旅行中#抱着

对未知旅程的向往#热情着%想象着#或

率真%或执着$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

一看世界的繁华$ (耳边响着熟悉的摇

滚#载着美丽的心情#行驶在川西高原

上#游走于青藏公路间$

这所有的一切是美的 # 不顾一切

的$美#怎能缺少姑娘)旅途中偶遇少女

伸出大拇指信任的对接#完美地诠释了

'进藏(%'途搭(%'邂逅( 等关键词的传

说$ 上车后#姑娘直呼'叔叔(的称呼#随

意自然#一气呵成#也彻底打破了大叔

们对'美(的所有幻想$ 这位貌似金庸笔

下'岳灵珊(似的少女#虽非'容色绝丽#

肌肤胜雪(也是'黄蓉(精灵般畅言不停

歇#内化于心的这声'叔叔(叫醒了男子

们童心未泯的恻隐之心#也许姑娘从他

们深情的皱纹里#隐约看到夹藏有无限

的沧桑和阅历#那种迷人#太难抵抗$ 接

下来的旅程中#大叔们并没有拉着少女

合影# 也没有故作深沉的端一杯摩卡#

点一支香烟#配上岁月静好的文字发朋

友圈# 而是默默地聆听她进藏的故事#

远远地欣赏她天真的神情$

在这段跨越时空的旅程里#大叔们

天真诚挚%随心所欲$ 不需要刷这所谓

'到此一游(的存在感#不需要背负世俗

对中年的要求# 也不用刻意的对付人

生$ 他们可以不谈老板#不谈老婆#不谈

孩子#不谈车子%房子%票子$ 胸中只有

飘荡的江湖#心里埋着深爱的女人$ 或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地得瑟着#或'好

死不如赖活(地颓废着$

他们喝着酒#唱着歌#轻装上阵#肆

意而行$ '醉卧沙场君莫笑#今朝有酒今

朝醉$ (他们没有中年危机#因为他们根

本没有长大#何以谈论苍老$ 他们并没

有逃避自我#只是选择用旅行来沉淀心

灵#因为旅行时#才不用扮演任何角色$

听从内心且漫无目的地燃烧自己#热烈

地追逐着对自由的无限向往$ 这所做的

一切#只是为了留住心中的那个'孩子(

久一点#再久一点$

旅行# 其实无法承载太多的意义#

她只是告诉我们#你所知甚少#而这个

世界如此美好$ 我们虽向往的是远方#

厌倦的是日常# 但走的久了也会发现#

远方一样是茶米油盐的样子$ 最近有盲

流喜欢把梦想和工作% 生活对立起来#

比如卖掉房子去周游世界#辞掉工作去

翻山越岭# 去一趟云南回来就不想上

班#去一趟西藏就要浪迹天涯$ 其实#如

果你连楼下花园的美景都欣赏不了的

话# 跑到天边也未必能读懂那里的美#

因为我不相信一个对生活麻木的人#对

诗和远方会有什么样感知$

人心只能赢得#不能靠人馈赠$ 随

着年龄增长# 我们开始用双手掂量生

活#更看重'果实(而非'花朵($ 美是危

险的#因为美排斥平淡中庸$ 美#需要多

姿又多彩$ 正因如此#才少有人把美的

东西引入世俗中$ 所以#人们通常在进

行审美以后#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于

是 #搭载姑娘一段路程后 #便 '义无反

顾(的让她'随风而去($

'曾让你心疼的姑娘# 如今已悄然

无踪影$ (!曾经的你"依然继续着#生活

也在继续$珍惜现在#活在当下$用顺其

自然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才是最

好的活法$

珍惜拥有 幸福长久
徐萍

好久不见的一对好朋友在一家精

品服装店里不期而遇了# 她们看着漂

亮的衣服迫不及待地想要试穿$

!

看着身材微胖 % 皮肤白皙的
"

发出啧啧称赞* 好羡慕你啊# 身材如

此风韵# 这衣服穿在你身上# 简直就

像量身定做的一样恰到好处# 况且皮

肤这么白# 每年不知要省去多少化妆

品钱呢$ 然而#

"

看着身材苗条% 气

质姣好的女孩
!

却表达着自己的羡慕

之情* 你身材这么纤细苗条# 好像永

远都不必操心减肥# 随便一件衣服穿

在身上都合适# 你才真正让人羡慕呢$

她们互相羡慕的对话# 让我想起

了以前曾经读过的一则寓言故事$

一只乌鸦住在森林里# 过着自由

自在的生活并且感到很满意 $ 但是 #

有一天# 他看见了一只白天鹅# 他就

想* 天鹅全身的羽毛多白啊# 天鹅一

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鸟) 于是# 他向

这只天鹅表达了他的想法$ 天鹅回答

说* '事实上# 我一直感觉自己就是

世界上最开心% 最漂亮的鸟# 直到有

一天我遇见了一只鹦鹉$ 鹦鹉身上有

两种颜色的羽毛 # 看上去非常漂亮 $

现在我认为鹦鹉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鸟$( 听了天鹅的话# 乌鸦就去找到了

鹦鹉$ 鹦鹉却向他解释说* '我过去

一直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 直到有一

天我遇见了一只孔雀$ 你知道我身上

只有两种颜色的羽毛# 而孔雀全身的

羽毛有着多种不同的颜色# 看上去异

常美丽漂亮$(

然后# 乌鸦就去拜访了美丽的孔

雀$ 在公园里# 乌鸦看见许多人正聚

在一起欣赏开屏的孔雀# 并发出啧啧

称赞$ 当人们离开之后# 乌鸦才有机

会走近孔雀# 说* '美丽的孔雀# 每

天都有那么多人来看你# 欣赏你# 赞

美你# 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鸟)(

然而孔雀却回答说* '我一直以为自

己是世界上最美丽% 最幸福的鸟# 可

是# 正是因为我的美丽# 我才被人们

关在公园里# 每天供人们观赏$ 我仔

细地观察了整个公园# 意识到了只有

乌鸦才是唯一没有被关进笼子里的鸟$

所以# 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是一只乌

鸦# 我就可以自由地去我想去的任何

地方了$(

乌鸦羡慕孔雀的美丽# 而孔雀却

羡慕乌鸦的自由$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常常遇到

这样的情形* 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总是

别人拥有的美好的东西# 却看不到自

己已经拥有的一切$ 因而# 我们总是

在盲目羡慕别人的同时# 不对等地与

他人比较$ 同时# 自己在纠结着% 痛

苦着# 自寻烦恼# 这往往使我们感到

很不开心$ 就像文章开头的那两个女

孩* 我羡慕你的风韵# 你羡慕我的苗

条$

别再盲目地羡慕他人了# 因为世

上有些东西是无论怎样羡慕别人# 自

己终究也是无法拥有的# 结果只能是

自寻烦恼$

珍惜自己眼前已经拥有的一切吧$

只有那些对自己的拥有感到满意的人

才是世界上真正最幸福的人$

岩沙燕
焦辉

我听说城郊工地因为岩沙燕筑巢

繁殖#停工了#很受感动#背着照相机去

了工地$ 采土的几辆机械车零散地停在

工地上#我走到土崖前#举起相机#岩沙

燕巢像无数瞪圆的眼睛#岩沙燕群飞像

褐色云朵般舒卷$

日头渐高#热浪落下来$ 很多岩沙

燕躲进巢穴$我准备离开$这时#工地角

落的小房子里走出来一个女孩$ 女孩个

子不高#扁平的鼻子#大眼睛#黑汗衫#

牛仔裤#蓝布鞋蓝得像天空$

她看我几眼 # 笑着回头喊了句什

么#她用的是河南方言#我没听清楚喊

的是什么$ 房门哗啦大开#一个短头发

的男孩跑出来#他穿着圆领汗衫#灰裤

子#一双带袢的凉鞋$ 俩人牵着手走过

来$

'大哥 # 给俺俩拍几张照片好不

好+ (男孩的普通话虽然像不够火候的

蒸米#倒也能听明白$我点点头$女孩有

点害羞#紧挨着男孩#手攥紧男孩的胳

膊$ 我让他们站在土崖前#以岩沙燕作

为背景#拍了几张照片$

女孩用手捅捅男孩#轻声说了句什

么$ 男孩拉住我#说*'大哥#来#进屋吃

西瓜$ (我推辞$ 男孩死死拽住我$ 我只

好随他们进屋$

屋里很简陋#砖缝里抹的沙灰淌下

来#凝固成一幅幅静止的瀑布$ 靠左边

有个大木板#隔出厨房#右边的床上堆

着被褥#床头前是一块木板%几摞砖头

搭成的桌子#上面放着台电视$ 屋子正

中#也是一个木板%砖头搭成的桌子$ 女

孩从厨房里抱出个西瓜#男孩拎着菜刀

切$ 瓜很好#红沙瓤#蜜甜$

吃着西瓜#我问*'你们不是放假了

吗+ (男孩说*'是呀$ 俺和老婆看工地

呢# 回老家也没啥事# 在这还能多挣

钱$ (女孩笑着看我的相机#问*'大哥#

照片怎么给俺们+ (我这时起了好奇心#

这对小夫妻肯定是九零后#看情形结婚

没多久# 能一起在工地干脏累的活#还

欢欢喜喜#挺不容易的$ 我先答应一定

把照片送来#然后转话题询问他们的事

情$

女孩慢慢熟悉了我#不再如开始的

羞涩$ 她收拾干净瓜皮#擦着手说*'俺

们刚结婚三个月# 家里欠了很多钱#不

出来打工咋办+ 俺和虎子初中毕业#又

没啥技术#只有来工地#工地工钱高$ (

男孩看着女孩接口说*'家里欠的钱咱

爹不是说了吗#不用咱们管$ (女孩白了

他一眼*'咱这么年轻#好意思不管吗+ (

男孩嘿嘿笑#用手爱怜地摸摸女孩的头

发$

原来他们那里的彩礼重#男孩娶女

孩时#欠下了不少钱$ 按那里的风俗#结

婚后# 女孩不用负担男家办婚事欠的

钱$ 女孩看公公婆婆年纪大了#主动要

求还账$ 我笑问*'要知现在# 何必当

初 $ 结婚时不要那么多彩礼不就行

了+ (女孩说*'那可不行) (男孩也说*

'是啊#那可不中) (我觉得他们很可爱#

就逗他们*'中午请我吃饭# 我来送照

片$ (男孩扭头看女孩$ 女孩低头想想#

说*'中$ (男孩也忙说*'中$ (

我回到文联#用彩色打印机打出男

孩和女孩的合影# 去超市买了只烤鹅%

几个小菜# 拎着两提啤酒去工地找他

们$ 他们把我迎进屋#桌上已经摆了几

个家常菜#女孩解掉围裙#接过照片笑

着说*'谢谢大哥$ (男孩接过我手里的

烤鹅和小菜#说*'大哥#你这是干吗+ 俺

这不都准备好了吗#小娟说了#大哥你

是城里人#能看起俺们民工#来家吃饭#

俺们打心眼里一万个高兴$ (

我们围着桌子坐下# 启开啤酒#倒

进杯子里#乳白色的泡沫冒出来#大家

碰杯后一气干完$ 男孩说*'大哥#这都

是俺老婆炒的菜#尝尝$ (我逐个品尝#

的确很好吃#的确很可口#女孩的手艺

不错$ 窗外的岩沙燕忽然一起欢鸣#声

音悦耳清亮#伴着岩沙燕的歌#那顿饭

吃得很舒坦很愉快很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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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的蛙鸣
卞彬

其实

它们每夜都会叫的

只是在雨夜

它们的声音

仿佛被洗过一样

更加干净 清新

就像今夜

雨声淅沥

夜色辽远

一声声五颜六色的蛙鸣

把乡下的夜

点缀得

绚丽多彩

雨夜的蛙鸣

属于乡下

属于诗

更属于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