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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淡年华!月光缕缕!茶香悠悠!伴

一曲古筝!品的是茶!静的是心!悟的是

人生"

!!!题记

茶!一个曾经对我来说熟悉"但又

充满距离感的事物! 一次偶然的际遇!

拉近了我与它的距离#

那是一年前的一个夏天!炎热的天

气!使得本来就不是很大的漯河车站候

车厅像一个蒸笼!嘈杂的环境使人饱受

煎熬!而火车晚点的消息!更是差一点

就点燃了人们本来早已接近临界点的

燥热$

我坐在座位上!烦躁地扫视着拥挤

的候车厅!整个候车厅人满为患!让人

感觉相当压抑$我的目光机械地扫过每

一个角落!一个中年男人吸引了我$ 只

见他席地盘腿而坐!慢慢地往一个紫砂

茶杯里放上茶叶! 然后用水冲开茶叶!

盖上杯盖!微微闭上眼睛!静静地在等

待$ 与周围的人相比!他显得那么格格

不入$ 过了三五分钟!中年男人打开杯

盖!抿了一口茶水!原本略微皱着的眉

头一下子就舒展开来$看完这一系列动

作!我的整个身心竟然也神奇般地沉静

了下来$茶!第一次深深吸引了我!让我

产生了一种想要去接近% 品尝它的冲

动$

后来我就在不同的场合!品尝了不

同种类的茶!感觉各异!各有千秋!有绿

茶的淡淡清香" 茉莉花茶的浓郁芬芳"

铁观音的醇厚甘甜&&我也从一个对

茶不甚了解的门外汉!逐渐与茶结下了

不解之缘$我的生活!从此离不开茶了$

我最喜欢在两种环境下喝茶!一是

晚上!二是绵绵细雨天的下午$夜深了!

我习惯于打开台灯!泡一杯不甚浓郁的

茶!忙一下手头的事情!或是看一本自

己喜欢的书! 享受这难得的片刻清闲$

在绵绵细雨天的下午喝茶! 相对于晚

上!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了$午后!雨悄

然洒落!轻轻地在天地之间形成一幕薄

薄的%透明的纱$ 此时!搬上一把椅子!

坐在院子里!闭上眼睛细细聆听'沙沙(

的雨声!手边放着一杯散发着清香的绿

茶!或放一曲舒缓的纯音乐!或翻阅一

本喜欢的小说集!整个人就这样融入了

雨中# 品茶是静谧安逸的!你可以独处

一隅!独自品饮!独自沉思!也可二人对

饮!畅所欲言!品茶交心#

喝茶是一种心情! 品茶是一种心

境!手执香茗!人淡如茶!心素如简#

在浮躁的今天!人需要寻求一种可

以让心灵得到一丝闲暇的方式!淡然超

脱!怡然自得!赋予生活更多的闲情逸

致# 茶!恰恰就给我们这样的可能#

一杯清茶!观沉浮人生# 每一片茶

叶都经历了从孕育到成长%从采摘到烘

焙的过程!生命由厚变薄!又由薄变厚!

最终在水中得以复活#人生与之何其相

似啊)

一颗静心!看纷繁世界# 人无论处

于何时何地!切忌心浮气躁!要学习茶

的低调!在最合适的时间!迸发出最动

人的香气#

一杯茶在手!便可将平淡的日子梳

理成诗意的风景#

"赵佩佩 漯阜铁路公司材料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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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不成功!但不可以不成长***这

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这句话使我有了面对

挫败和打击的信心$

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是在一本叫+演讲与

口才,的杂志上$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心

情十分烦闷!独自一人坐在教室里翻阅着杂

志!突然看到了一篇关于杨澜的报道!我就

仔细阅读起来$然后!我就读到了你-人可以

不成功!但不可以不成长$

你知道吗. 当我第一眼看到你时! 我

就爱上了你! 感觉你就是为让我看到而出

现的$ 我立刻把你摘抄到笔记本上! 还经

常向朋友们说起! 你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当我沮丧时! 我会想起你/ 当我与人交谈

时! 我会提起你/ 当我写作时! 我会写到

你$ 我把你当成我的座右铭! 伴随我走过

生活中的每一天$ 一路有你! 失败不再那

么可怕$

我亲爱的!你知道吗. 当我在高中阶段

因不想面对那让人头疼的数学题而想放弃

走进大学的梦想时! 是你给了我向前的勇

气/ 当我在写稿被别人否定而想放弃努力

时!是你给了我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信心$ 生

活给了我许多意想不到的挫败与考验!但是

我不怕!因为有你$

亲爱的!你知道吗. 自从你出现在我的

生活中!我就觉得幸福来得好快!就像一棵

枯萎的小草遇见一场甘露时的那种幸福与

兴奋$ 亲爱的!感谢你陪我走过的每一个日

子! 感谢你让我懂得了如何看待成功与成

长$

亲爱的! 请赋予我爱的力量与鼓励!让

我继续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飞翔于美丽的

星空中吧)

人可以不成功!但不可以不成长$ 一路

有你的日子!我不再孤单%彷徨!因为幸福就

在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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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相思情未了
!!!

有风无风的清明! 翻开的都是思念/有

雨无雨的清明!滴洒的都是泪水/有歌无歌

的清明!吟唱的都是祖宗/有酒无酒的清明!

斟满的都是乡愁$

又是一年芳草绿!清明即将到来$ 大自

然依然以风清景明%芳草萋萋的温情拥抱着

人们$ 青烟一缕%心香一炷!缭绕在天际!带

去眷眷思念***我的亲人%我的同胞!你在

天堂还好吗.

清明时节! 或许本身就该是个雨季!一

年之中! 没有哪个时节的雨水会如清明这

般!丝丝缕缕都牵扯着疼痛!牵扯着血脉!牵

扯着绵延不绝的追忆$细雨轻寒!沾衣不湿!

却如此锥心刺骨!令人黯然魂销$ 太多的记

忆就这样涌上心头!来回翻腾着!一刻也不

得安宁$ 想来人世间的悲欢如是!在清明这

一天!都会被释放为漫天飞扬的雨丝吧$

年年清明! 今又

清明! 我们总是相约

着给九泉之下的父母

和亲人扫墓$

小时候父母是极

疼我的!十几年前!父

亲去世的那个晚上 !

细雨蒙蒙&&很清晰

地记得!我是在父亲背上长大的$ 记得
8

岁

的时候!我突然得了麻疹!那时还很贫穷!自

行车我都不知道是几个轮子!而我家离县城

有
0

华里!父亲情急之下!背着我就往县医

院跑!到了医院医生给我瞧病!而父亲却累

得喘着大气瘫坐在地上$

母亲晚父亲
1

年也去世了!她在饱受了

病痛的煎熬之后!安详地走了$ 至今我的手

心还仿佛留有母亲手掌的余温$遵照父母的

遗愿!我把他们二老合葬在了一起$

每年的清明节是我最伤感的日子!我会

忆起父亲和母亲与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忆

起他们关心我们% 呵护我们的每一个细节$

亲人是一生中最难忘记的人% 最难舍弃的

人$每年清明!我总是起得很早!在父母的坟

上插上柳枝! 留下我对父母亲情的永久思

念$ 生命!总有不断的离开与不断的得到和

失落$已经离开的!还能否于梦里相见.那烙

在生命中的印记!能否永不消逝.父母走后!

我常常希望他们入我的梦!再亲昵地与我说

话$

而更多的时候!我希望年年的清明能够

静静地坐着!沉浸在自己安适的幻想或者寂

寞的怀念中$人生的欢欣%伤怀!生命的起始

与终结!都是必不可少无从回避的经历与遭

逢$正如清明!不过是春天的一个细节!年复

一年!淡淡划过!过不去的!是心底的沟沟坎

坎%悲欢离合$

而彼岸! 有着永远不会回转的身影!消

逝在开满鲜花的天堂$ 留在此岸的!是永远

翘首以待的泪眼%细碎漫长的倾诉和情思$

风渐起!漫野的纸灰飘扬!烟火低悬在

半空!无从寄存!唯有相思情未了$

"高保峰 扶沟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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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女儿$

三年前!你在学习上有过迷惘!成绩一

度下滑!爸爸心急如焚!曾给你写过一封信

和你进行了一次文字交流和心理沟通!你虽

没大彻大悟! 但也起到了茅塞顿开之效!经

过短暂的调整!轻装上阵!你还获得了一张

沉甸甸的奖状呢"

如今你即将小学毕业!马上就要跨入初

中的大门!此时此刻!爸爸有许多话想再和

你聊聊"

在学校里你是高年级学生! 是 #大姐

姐$! 就有责任有义务去爱护和照顾低年级

的学弟学妹们%你要给他们树立一个学习的

好榜样! 只有你们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七年

级!他们才会更努力"

小学六年级!承上启下!是小学阶段的

归纳和总结!是你向学校&向老师&向家长汇

报你六年来所学知识的一次展示"你要放下

包袱!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时时保持快乐

向上的心态! 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要努力地去克服!做一个自强不息的人"

近三年来!你除了学习功课外!每天还

坚持练习钢笔字" 字体是一个人的门面!老

师也喜爱工整干净的卷面" 练字贵在坚持!

你也想偷懒!有过懈怠!但这只是前进路上

的小石块!跳一下就过去了!在你的不断努

力下! 你的字体虽赶不上书法家的刚劲有

力!但依你现在的写字水平!对于一名小学

生来说!已经是合格有余了"

为了戒掉你的网瘾!我从电脑上给你下

载了'三国演义(&'水浒全传(等长篇历史评

书!你利用在家扫地&洗衣服的时间!聆听着

袁阔成& 单田芳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幽

默&诙谐的精彩演说!既休息了大脑!又放松

了心情!还丰富你的课外知识!同时保护了

眼睛!一箭四雕!收获颇丰%

时间如白驹过隙!掰指算来!距小学毕

业会考还有三个多月!愿你在这有限的时间

里!积极备考!劳逸结合!我和妈妈会做你的

坚强后盾!时刻伴你前行%

爱你的爸爸

"刘长征 太康县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