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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神医扁鹊
□潘江忠
最近，笔者穿越时空，邂逅战国时期 要治好它，就要查找“病根”，查看“病情”，
的神医扁鹊，并与他进行了一场对话。
才能“对症下药”。 领导干部要经常“照镜
笔者：扁鹊先生，您是战国时期民间 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看看自己的
著名医学家，也是中医学史上第一位有正 言行对不对， 闻闻自己的官气重不重，问
式传记的医学家， 您努力总结前人经验， 问自己的良心在不在，查查自己的毛病大
发明了“望、闻、问、切”四诊法，堪称中国 不大，然后及时“对症开方”、“照方抓药”，
传统医学鼻祖，人称“神医”，后人奉为“脉 确保“药到病除”。药不对症，病难断根；药
学之宗”，当之无愧！
若对症，标本兼治。 贪官污吏，以权谋私，
扁鹊：医乃仁术，治病救人，救死扶 往往“面不改色心不跳”，靠我那套“土”办
伤，乃我职责。
法恐怕难以诊断，得借助测谎仪等高科技
笔者：您原名为秦越人，后来被人们 产品。 当年，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说
尊称为扁鹊， 据说是因为您医术高明，走 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现在，习近平
到哪里就能为哪里带去安康， 就像喜鹊， 总书记说，反腐败就是要“猛药去疴、重典
飞到哪里就能给哪里带去喜讯。
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两者如出一
扁鹊： 这毕竟是民间的一种传说，不 辙，异曲同工，都是掷地有声的经典语录。
可全信，不过我倒乐意接受这种说法。 古
笔者：现在有不少官员也像当年齐桓
人多把医术高明的医生尊称为扁鹊，所以 侯面对您那样，讳疾忌医，怎么办？
扁鹊也不是我独享的名字，就像现在人们
扁鹊：当年，我路过齐国都城临淄，见
也称医术高明的医生为“华佗再世”、“扁 到齐国的国君齐桓侯的气色不好，断定他
鹊重生”一样，患者病愈出院后赠送给医 生病了，要给他医治，他却不承认自己有
生的锦旗上就是这么写的。
病，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才想起要找我，
笔者：您总结确立的四诊法对中国医 而这时齐桓侯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官
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您是怎样理解并运用 员讳疾忌医，不是好事。小病不医，大病难
四诊法为民解除病痛的？ 我愿闻其详。
治。到了齐桓侯这种程度，悔之晚矣，就等
扁鹊：四诊法的确是我发明的，我原 一命呜呼了。现在的一些官员没有勇气承
来称之为望色、听声、写影及切脉，是阴阳 认“寡人有疾”，想方设法隐瞒自己的“病
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的 症”，自欺欺人。 其实，官员本应该经常进
综合运用。具体而言，望就是观气色，闻就 行“健康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软骨病、
是听声息，问就是问症状，切就是摸脉象， 冷 漠 病 、浮躁 病 、享 乐病 、 梗 阻 病 、 懒 散
根据这四种方法， 诊断病人患何病症，病 病”，看看自己精神上是否“缺钙”，是否有
情轻重，然后才确定怎样疗疾。
“软骨病”的征兆。如果有病，请遵“医嘱”，
笔者：您的四诊法本来就是用来诊病 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 如不及时施治，
的，但是喜欢投机钻营的官员不用它来为 就有断送自己政治生命的危险。 切记，世
自己“诊病”，却借用来当作为官之术，玩 上没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千万不要因
弄权术。 比方有个成语叫“察言观色”，指 一念之差，耽误了治疗最佳时机。
琢磨别人说的话，观察别人的脸色，以揣
笔者：您讲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让
度对方的心意。在官场上混的人对这种您 人有“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名之为望、闻诊的运用就十分娴熟，让人 特别是您古人犹知今人事，更令人佩服得
嗤之以鼻。
五体投地。我忽发奇想，倘若您还在人世，
扁鹊：这种做法，看似是对四诊法活 我们想请您来给政府官员上一堂“治病养
学活用，实则偷换概念，断章取义，曲解四 生”专题讲座，我想，那堂课一定讲得很精
诊法，是对四诊法的亵渎，把四诊法套用 彩，会赢得满堂喝彩，可惜您已作古。
到官场谋官之术上，实在荒谬至极，我表
扁鹊：过奖了！如果我能重生，我很乐
示极力反对。 要说学用四诊法，我倒建议 意接受这个任务， 只可惜我已作古千年，
官员们将之运用到时下正如火如荼开展 帮不了这个忙，实在抱歉！不论谁去授课，
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窃以 都可以引用我的四诊法去比喻去说教，我
为：望，就是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闻 ， 就 也不会去告发人家侵犯我的知识产权的。
是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百姓疾苦；问，就
笔者：感谢您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中
是 问 政 于民 ，问 计 于民 ，问 需 于 民 ； 切 ， 医诊病经验，我们会时常怀念您，不只是
就是为国计民生把脉开方，为一方百姓 身体出了问题想起您，思想出了毛病更要
排忧解难。
想到您。
笔者：“望、闻、问、切”四诊法传承至
扁鹊：谢谢！祝愿国人身体强壮，思想
今，千百年来，不知治愈了多少疑难杂症， 健康，兴我中华，强我华夏！
也不知道挽救了多少条生命，可谓贡献巨
大，功德无量。当今官场腐败现象堪忧，请
您为诊治当今官场顽疾开列一剂良方。
扁鹊： 官场顽疾与身体的毛病一样，

五色灯花

大诺，一个地处边远，锁在深山里，
地图上也难以找到的村庄， 近年来却在
报纸上、电视里、网络中得到不少的宣传
报道， 一跃成了江城镇乃至田东县一个
秀美的新景点和名片， 吸引远近的文人
墨客、观光旅游者趋之若鹜，纷至沓来，
以品自然之精华，采奇山秀水之灵气。
那天，从江城街上出发，沿着古榕江
边的水泥公路往西，车行 5 公里，再从桑
洞水电站绕上盘山公路约 2 公里， 眼前
出现两面高山拥抱的狭长峡谷， 峡谷中
间一条弯弯曲曲的古榕江自西向东，河
两岸鳞次栉比的楼房， 村头在鲜花拥簇
点缀下的凉亭， 在村头小广场的一头熠
熠生光， 而路旁一间楼顶上飘着五星红
旗，门口挂着”大诺村民委员会“的门牌
格外醒目，它示意着大诺到了。
走访大诺， 恰好是在一场淅淅沥沥
秋雨放晴之后，经雨水洗礼过的大诺，犹
如刚出浴的美人，晶莹光亮的水泥路，似
染过的青黛色的榕树和竹林， 河两岸已
泛黄的稻田，依山傍水村头村尾的宗祠，
倒映在蓝蓝江水中的楼宇、小桥、芦花，
都成为大诺身上美丽的装饰衣物。 可我
更喜欢的还是古榕江因地貌原因而形成
的一串瀑布群， 大诺也因有了这瀑布群
而美而奇。瀑布群总落差近百米，分成二
十多处落差大小不一的瀑布， 从最西端
的驮安屯一直延伸到那蒙村， 而绝大多
数处于大诺境内。人在高处远眺，只见幽
潭相连，瀑布叠加，奇景不断。 如果把飞
瀑的水柱当作一根连带， 把幽潭比作蓝
宝石和珍珠， 那么这瀑布群就像是戴在

的 天 籁 ， 回 娘拉进场内，学着她们的舞步动作，亦步
大诺这美人
项上的一串
响在我的耳 亦趋地扭起秧歌来。 虽初学舞步有些生
珍珠项链，
际久久不停 硬而不尽如人意， 但心里却充满了有生
美不胜收。
息。 据学校 以来从未有过的惬意， 一种超脱凡俗的
观赏瀑布，
领 导 介 绍 ， 感觉，令人永生难忘。
我还不断地
这里自古以
大诺是舞的天地、 歌的海洋真是一
变换角度，
来就重教好
点不假，而
“大诺秧歌”已被田东县列为
□黄植景
在一处落差
学， 如今全 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加以保护、 挖掘、开
大而极为壮观的瀑布下方旁的岩石上仰 村已基本消灭了文盲， 中青年中初中以 发。不久的将来，艺苑的天地里将会增加
望，但见河水自九天而降，像一匹匹白色 上文化的就占了 95%。 有许多人就是在 “大诺秧歌”这支奇葩。
的绸缎挂在悬崖处， 而飞瀑以雷霆万钧 这所学校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 然后上
一抹斜阳挂在西边的山顶上， 正是
之势倾泻而下，把河床冲出一个深潭，飞 中学，上大学，再到百色、南宁、广州、上 最适合享受大诺飘香的黄昏之时。 我作
瀑的冲力在潭水中挤撞潜入深处， 又在 海等地工作，山区飞出了金凤凰。
客于似是农家乐的一户农家里， 主人豪
几米外的水面冒出， 喷发出无数的浪花
正是大诺人有了喜爱读书的传统和 爽、热情、好客，先是端来本地特产的糯
泡沫，泡沫或瞬间自爆，或随漩涡打了几 文化基础， 于是便产生了许多的非物质 米甜酒加细茶，让你躺在竹质的凉床上，
个转转漂下远方去，而水面溅起的水雾， 文化遗产，大诺秧歌就是其中之一。这里 慢慢地品味甜酒，品味大诺，品味这桃源
在阳光的斜射下， 现出了许多大大小小 人自古就有扭秧歌的传统和爱好。 每逢 般的绿水青山，从而使你把所有的疲劳、
的彩虹，仿佛把人带入仙境一般。 瀑布、 节庆或农闲时，村民们自发组织秧歌队， 烦恼、心事，都化在了醉心的甜酒里，都
浪花、 水雾将现实与梦幻都在这里舞出 头戴自绣花巾花帽，脚穿花鞋白袜，腰扎 抛到身边滔滔东流的古榕江去， 而占据
大诺特有的神奇。
红绸带，到各村屯表演，以增添节日的热 你心里的只有心洁如冰， 静如井泉，平
大诺的山水养育了勤劳、淳朴、好客 闹气氛。 大诺秧歌属自编自创自演的民 和，安逸。 晚餐，我们还享用了驰名内外
的大诺人。 优雅的自然环境培养了大诺 族民间艺术形式， 且代代相传， 虽然曲 的“大诺香鸭伴酸笋”、“煎烤古榕江野生
人的爱好， 文体活动是他们休闲健身的 调、动作略显简单，但很有特色。那天，村 油鱼”、“碎鱼肉馅油豆腐”等佳肴。 菜谱
内容之一。 在村头，在田野，你可以听到 部请来了十多位老、中、青结合的女性秧 虽称不上丰盛， 但都是大诺的特产和风
原味甜润的山歌； 在村里， 尤其是节假 歌舞蹈队员，
味，味美而价廉，生态又可口，这在城里
日，你还可以看到打篮球、踢毽子、打陀
在村部的小广场上，在锣鼓、乐器的 是很难尝到的。
螺比赛。 而办学堂，读书识字，更成了大 配乐下，她们扭起了古老而年青的“大诺
正如一位游客在留言中所说的那
诺人新的追求目标。大诺中心小学，位于 秧歌”。 队员们边唱边舞，踏着整齐的舞 样：“大诺就像一本古老的诗集， 在尘封
村中心风景优美的小岛上， 这里古榕参 步，两手挥动的红绸带似凤在飞龙在舞， 多年之后，现在它又重新打开，它里面的
天，竹林环绕，潭水荡漾，是一个读书修 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令人叹为观止。当 每一首诗，都充满了古韵而优雅的情调，
身的好地方。那天刚抵校门，就听到教室 队员们唱跳告一段落后， 她们便伸出热 征服了我和所有的游客。 ”
是的，如果有可能，我愿把家永远安
里传来学生琅琅的读书声和歌声， 和着 情的手邀请外来游客一起进场起舞。 我
小桥下的潺潺流水声， 组成了一曲动听 这个从未扭过秧歌的游客， 也被一位姑 在这里，我的心哪里也不去。

走进大诺

桂西诗笺

枫叶
□梁羽冰

是谁
燃起了这堆篝火
令万树枝头红云弥漫
像红盖头罩住了娇羞的面庞
落叶将情歌铺了一层
又将情诗铺了一层
从杜牧的意境里追寻过来的恋者
最终被染红了爱慕的心境

春天的脚步

□韦鸿岸摄

交话费

骑行郊外闻稻香

□黄志伟

寻找春天
□黄华婷

“快看啊！ 桃花开得真鲜艳！ ” 在我身边。 我问：“你们怎么啦？ ”
“哇，小鸟在枝头唱歌啊！ ”孩子们 “前面有个人，我们有点怕。 ”
跑在前头， 欢快地跳跃着惊叹着，
原来，蒙蒙的雨雾里走来了一
那神情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 个拾荒者，他衣服破旧，身背一个
陆。 我跟在他们身后，感受着美好 大编织袋，低着头寻找地上可捡拾
的春光，分享着他们的快乐。
的东西。
“你们觉得，这位伯伯是个怎
差不多一个月以来，持续不断
的寒冷天气，再加上连绵不断的阴 样的人？ “
” 从衣服看，他应该是个
雨，我们除了上学上班，其余时间 穷苦的人；从脸色看，他可能吃不
只能宅在家里，人都快发霉了。 周 好。 他也可能是个流浪者。 ”“他很
末来了，浩子提议：“我们去寻找春 可怜。 ”两个孩子互相补充着说。
天吧，我想去旅行了。 ”他说的“旅
“他境况可能不太好，但他不
行”，通常就是坐上公交车，出城向 偷不抢，没干什么坏事，而是靠自
西 10 公里，到右江边徒步 5 公里。 己的双手劳动养活自己；他捡拾可
我们把这活动称为“微旅行”。
利用的废品， 还能帮大家保持环境
我也早就想出门走走了。浩子 的清洁。 见到这样的人，我们是远远
高兴地约上他的表姐迅儿一起出 躲开？鄙视嘲笑？还是在我们能力允
发。 我们到铝业的含笑区下了车， 许的情况下帮助他？ ”
孩子们买来香甜的爆米花、嘎嘣脆
“当然是帮助他！ ”两孩子异口
的美国青豆和乳饮料。 冒着飘飞 同声道。
的细雨， 我们沿着右江边的林荫
我取出一张过年时备用的崭
大道开始了快乐的徒步微旅行。
新钞票，对孩子们说：“去吧，跟这
“现在请各自观察，大自然给 位伯伯说‘新年好’。 ”
我们报告了哪些春天的讯息，看谁
12 岁的迅儿接过钱走向那位
发现得最多哦！ ”我开始“发号施 拾荒者，浩子跟在后面。 到了拾荒
令”。
者面前，迅儿双手把钱递给他，说：
“我发现雨细得像牛毛一样！ “伯伯，新年好！ ”拾荒者显然是吓
风吹到脸上没有那么冰冷了！ ” 了一跳，用不敢相信的眼光看看迅
“嗯，不错，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 儿和浩子，又远远望向我，我微笑
不寒杨柳风。 这是春风春雨的特 着向他点点头。 他伸出手来接过
点。 ”
钱，眼里闪烁着亮晶晶的东西。
“我发现榕树长出了嫩绿的新
我们又继续寻找春天的旅行。
叶子！木棉花也开了！”“对，二月春
“姑姑，我发现春天的讯息了，
风似剪刀啊， 剪出了鲜嫩的绿叶， 我们帮助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春
也剪出了美丽的花儿。 ”
天就在我们心里！”迅儿高兴地说。
孩子们不打伞， 奔跑在细雨
“妈妈，这就是‘赠人玫瑰，手
里，唧唧喳喳地汇报他们的发现， 留余香’吗？”浩子马上套用他昨天
眼里眉梢，满含着春天的喜气。 我 刚学的一句话。“是的，能给别人带
也不失时机地对他们的发现进行 来快乐， 我们也从心底里感到快
表扬肯定和点评。
乐。 你们就是春天的使者呀！ ”
突然，远远跑在前头的两个孩
“耶！ 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春
子停止了嬉闹，折回脚步满脸惊慌 天的讯息哦！ ”两个孩子高兴地叫
地向我奔来。 再往前一些，五六个 起来。
也来郊游的孩子像受惊的小鹿一
我抬起头，看到不远处，草在
样奔逃过路的另一边去了。
发芽，花在开放，鸟在欢鸣。这个春
我迎向两个孩子，他们紧紧靠 天，充满生机与希望！

几年前，我接手一个价值 30 多万元的工程
当上了老板， 就把 300 多元的摩托罗拉手机换
成了 2000 多元的智能手机。 手头有了钱，交话
费自然每次都 200 元以上。 我的手机号码也换
成了 138****8888， 朋友都说：“石老板真的发
啦！ ”我心中犹如灌蜜一般。
俗话说：“大方得钱”。 我平时大手大脚，花
钱不会心疼，所以工程一个接一个，钞票也一天
比一天多起来。 有一天， 我手机突然来了一条
信息：“尊敬的用户，您于×年×月×日×时×
分在宫保乡营业厅的自助终端上缴费 100 元
……”我奇怪，我没交费呀？是谁帮我交的话费？
你看， 这不是有福自然来吗？ 在我得意的那一
刹，电话响了起来：“喂，兄弟，刚才我交费摁错
了号码，充到了你的卡，我是一个捡破烂的人，
求求你能不能充一点回来给我， 哪怕 30 元、50
元……”我哈哈大笑，回答他说：“没问题，我就
充给你。 ”后来，我给他充了 200 元，翻倍给了
他。 那人十分感激，连连说我真是大恩大德。
今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我没有搞好
安全， 在挖土方的时候塌方压死了一个民工。
我依照法律赔偿了死者家属 50 多万元。我破产
了，如今我人不人，鬼不鬼。 马年到了，妻给我
100 元去交话费，对我安慰说：“不要紧，交费了

□杨柳青

过节后再找工程，天无绝人之路……”
我抹着泪向移动营业厅走去。 当我回到家，
打个电话给在市场卖菜的妻子，怎么还是“用户
欠费已停机”。 我仔细看看打印出来的缴费单，
原来我输错了一位号码， 把 138****8888 错输
成 138****8883，我欲哭无泪。 后来，我模仿之
前充错话费给我的那位拾荒者的做法将电话打
过去：“大哥呀，能不能给充点回来？ 80 元、50 元
都可以。 ”
电话那边的哥们特郁闷地说：“兄弟呀，我
真他妈的想抽你， 年底了， 人家全是逼我结账
的，我好不容易弄停机了，你个败家玩意又给我
开通了， 你说我也不认识你， 你咋那样害我呢
……”我木然呆呆地站着。

“
福地金融”杯

小小说创作大奖赛
投稿邮箱：chengbihu@126.com
QQ2986466016@qq.com
百色福地金融投资有限公司协办
电话：2853838

网址：www.fdjr.net

首届“福地金融”杯小小说
创作大奖赛征文启事
为繁荣文学事业，为我市广大小小说作者
搭建良好的创作平台，推动我市小小说创作发
展，本社和百色福地金融投资有限公司决定联
合举办首届“福地金融”杯小小说创作大奖赛。
一、征文对象
我市作家和小小说爱好者。
二、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截止。
三、参赛要求
本次大赛不收参赛费，要求作品内容健
康，题 材 新 颖，主 题 鲜 明，风 格 不 限，可 读 性
强，篇幅在 800 字至 1500 字之间；参 赛 作 品
一 律 以 电子 稿 形 式发 至 《右 江 日 报》
“澄 碧
湖”副刊小小说征文大奖赛组委会办公室邮
箱
chengbihu@126.co,
或
工
作
QQ2986466016@qq.com 邮箱（不接受邮寄稿
件），邮件标题注明“小小说征文”字样，并请
参 赛 者 附 上 100 字 以 内 的 个 人 简 介 和 真 实
姓名及详细联系方式；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
首发，严禁抄袭，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若因著

走上红地毯
大自然的原韵在枫林里流淌
爱相会在季节的燃点上
漫天红烛的盛典
我们是深秋的两枚红叶
轻盈飞过真爱的历程
轻盈落入层林尽染的故乡

作权纠纷引起的法律责任由作者本人自负。
参赛作品不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四、作品评审
征文截稿后，本社将聘请我市作家、编辑、
评论家担任评委， 对参赛作品进行严格评审，
评委及我社职工的作品不列入评奖范围。
五、奖项设置
本次征文设置如下奖项：金奖 1 名，奖金
3000 元；银奖 2 名，奖金各 2000 元；铜奖 3 名，
奖金各 1000 元；优秀奖 10 名，奖金各 500 元。
获奖作者除获得奖金外，同时获得获奖证书一
本。 获奖作者和作品一律在《右江日报》、《百色
早报》和百色新闻网公布。届时，由我社和百色福
地金融投资有限公司召开颁奖大会，进行集体颁
奖。
欢迎我市广大小小说作者踊跃投稿！
未尽事宜， 解释权归大奖赛组委会办公
室。
右江日报社
2014 年 3 月 7 日

走出机关大院，已是日薄西山，夕 摆几下尾巴，走了。 主人乐了，笑道：“现
阳满天。 我习惯地跨上自行车，拐上凤 在的牛呀，也学会欺生咯！ 看到你们城
凰路，只消一刻钟，便出了城，沿着靖 里人就不客气了——
—”我笑了，心底暗
西至龙邦二级公路骑行， 离开了城市 自揣摩，我是城里人吗？
的喧嚣， 抛开私心杂念， 忘却工作繁
看着那牛走远，我又想起了曾经是
冗，顿觉胸怀舒坦，心境豁然开朗。
穷山僻壤的老家，想起老家半山腰之上
时令已是深秋， 满眼尽是暖黄的 的那几弯望天田，想起那碗逢年过节才
色调，空气中流淌着新稻的清香，沁人 能吃到难以下咽且又奇香无比的梗米
心脾， 似一股无形的力量揪住人的思 饭。 我觉得，我的双脚一直踏在这块生
想,让人对这块边陲宝地“一步一景一 我养我的故土上从未走远。 随之，眼前
回头，名山胜水自风流”的情境产生一 又出现一幅因岁月光影剥蚀而褪色的
画图： 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弓着背，一
种难以言喻的眷恋。
骑行阳光下，纵情山水间。 走走停 把斑驳的犁头弓着背，一尊佝偻的身形
停， 随手拍拍， 这是最惬意不过的事 也弓着背，锋利的犁铧深深划破板结的
情。 看着田园中农人忙碌， 听打谷机 土地，犁耙着小山村那块巴掌大简直不
“哒哒”的马达声，人工甩稻脱粒禾穗 算田的田。 那个人就是我当老师的父
敲打船梆笃笃声，大人的吆喝声，孩子 亲，农忙时节，他总是赶完最后一节课，
们追逐嬉闹声， 那是一曲曲和谐的丰 匆匆返回到几公里外的家， 耙田插秧。
收乐。
我知道，父亲只有把双脚深深地踩进泥
收获了，不仅仅收获果实，更多的 土里，才能弯下腰，心里才会踏实。这不
收获是耕耘的欢乐，收获岁月的赋予， 仅是亲近土地，也是亲近生命。 因为这
收获成熟的思想， 还有赖于这片土地 块土地赐予我们吃穿，养活了我们因曾
生息的生灵对土地的谢意和感恩。
经穷困潦倒几近枯竭的生命。
路上，会常常遇到不少的骑友，或
每每提着饭篮去给父亲送饭之时，
相识或不认识，大家都热情地问候。 纵 我就会静静地戴着一顶斗笠猫着身子
然大家来自不同地方， 也许会说着不 坐在田埂边，一遍又一遍地数着父亲往
同的语言，怀着不同的信念，但从旅途 返的田埂两端的次数，时不时吟起一两
的一端骑行到另一端， 去努力追寻自 句古诗词。 约摸过了半个时辰，我就嚷
己内心的方向，我猜想这是一致的。
嚷让父亲停下来，央他抽口旱烟，父亲
我喜欢独自一个骑行， 只图一份 自然会很乐意。 因为只有这样，父亲才
属于自己的清静， 更是渴望有一点私 能停下来休息一会，吃上几口饭篮里早
人空间来审慎问题思考人生。 困了，累 已变冷的玉米粥，也只有此时那头老牛
了，我就席地而坐于路边的田埂边上， 才有喘息的机会。我解下套在牛嘴上的
静静地看远处村落炊烟袅袅， 看一行 嚼子套，让老牛挨着田埂，啃上几把青
白鹭斜行于青山之外； 或低下头瞑目 草。
于片刻之间， 默默地思索， 细细地思
过了些年之后，每当读起白居易的
量，思索生活的困顿与得意，度量人生 《观刈麦》的“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的轻重与得失。 其实，时间就是衡量人 ……妇姑荷箪食， 童稚携壶浆……”那
生的一把尺子， 它决不因岁月流逝而 几句诗时，脑海中还时时出现父亲躬耕
改变它恒准的刻度。 正如人生就是一 的情景。
场博弈相似， 不是看你是否战胜了对
就是那段苦涩且风雨飘摇的童年，
手，而是你是否战胜自己，正确认识自 从祖辈父辈的言传身教中，我渐渐明白
己。 其实，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 “晴耕雨读”这家 训的 涵 义 ，也明 白 祖
和自己过意不去， 或是自己小看了自 父镌刻在神龛边上“创业实维艰当思
己， 或是用自己认为正确了的观点强 祖父克俭克勤承世泽， 家成真不容易
加给别人， 而使世道的好多事情发生 乃愿子孙惟耕惟读振家声”这副对联的
变化，适得其反。
良苦用心。
“哞——
—哞——
—”一阵阵牛嗥声打
时候不早了， 我又上车一路骑行，
断了我的思绪，睁眼一看，一头拉满一 耳边的晚风凉丝丝的。散落于稻田间的
车稻草的大牯牛站在我面前， 用好奇 农人房舍俨然，星火点点，那就是郊田
的眼光打量着我。 我忽而觉得那眼神 之外难得的恬静。 道路忽而一转，我拐
是多么地熟悉亲切。 我随手从田埂边 入鹅泉进城大道，进入城东路，眼前一
上扯下一把青草， 逢迎地递到牯牛的 亮，不远处城市霓虹闪烁，车水马龙，行
嘴边， 可是牛却不领情， 把头歪到一 人悠悠，偶有如酒如酩的山歌声在缓缓
边，更响亮地“哞——
—哞——
—”两声，摇 流淌，温馨的小城之夜又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