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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

■郑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犹如枝头的
花蕾，是一朵朵独立绽放的生命。每
一个人都有不同于别人的优点或长
处。与每一个人的相遇，就如同和每
一朵花的邂逅，可能会馈赠给我们别
样的心灵感动。
那年夏天，七八月间，我去了趟
青海湖。一路上，透过飞驰的车窗，
我见到了好些只在书刊上读过的地
名。我内心深处莫名地荡漾起一层
层涟漪，
有一种喜溢于心的欣慰。
到了青海湖之后，当然也见到了

世人频传的青海湖的油菜花。可能
因为不是恋爱中的人吧，那绵延着的
黄澄澄的逼人眼的油菜花，并没有让
我涌起多少惊叹。倒是一处不起眼
的石刻，让我惊诧并驻足了好久。石
上刻的是一首《斯人》的诗，其中的一
句：
“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让我
想到了唐人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
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何等的孤
独啊！诗人的名字叫昌耀，因为我的
孤陋，这是个陌生的名字。我立刻百
度补了回功课，一番了解后，我惭愧

于自己的寡闻。他是一位很有特色
的诗人。他的作品里，那些看似平常
的诗句，却能让我怦然心动。他是位
热爱生命并不断思考生命的诗人。
当我还陶醉于昌耀的作品时，一
位红衣女子来到我身旁，她一脸乐呵
呵的样子，约我一起坐快艇环游青海
湖。我微笑地摇头后，她没有转身离
去。反而一口一个小哥哥地叫着，让
我怪不好意思的。她说，此次旅行
前，她希望旅途中遇到的有缘人都有
一颗向善的心，能满足她的一个小心

愿，以给她今后的新生活带来好运。
因为这次旅游结束后，她就要穿上婚
纱了。从未遇见过这样的邀约，尽管
是偶遇的旅途陌生人，那一刻，我再
也不好拒绝了。
她说，她是个入职不久的警察，
短暂的从警经历让她懂得，每一个人
不要总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许多
时候，当你选择拒绝时，也就固封了
自己。打开心扉，怀抱世界，以一种
新的姿态迎接生活。要相信，遇见即
是美好。

亚

是啊，人的一生，定会遇见不同
的人，哪些人会常留在我们美好的记
忆中呢？这取决于当初的选择。如
果我不去青海湖，可能也就无缘去了
解写《斯人》的昌耀，更不会遇见红衣
待婚的女警察带给我的人生感悟。
茫茫人海中，虽有一次次的擦肩而
过，也有一次次的偶然相遇。往往在
不经意间，我们就会遇见自己生命中
的有缘人。遇见即是上上签。他们
中的某些人，或砥砺我们前行，或温
暖我们一生。

梦是唯一的行李
■纪亚利
三哥是我任姨的儿子，
我任姨是三哥的妈妈，是我
的干妈。任姨走的时候还和
三哥念叨我，她喜欢我，宠溺
我，无论我做什么她都认为
是对的，不知我和任姨是什
么缘分？她走的前一年我看
她时，她病在床上，看见我就
不停地让二哥和三哥给我拿
好吃的点心、水果，问东问
西，怕我的日子过得委屈 。
我瞬间时光倒流回到被疼爱
有加的童年。她把她最心爱
的手表送给了我。她从枕头
底下拿出来手表时对我说：
“送你了，小妹，这是我自己
去商场挑的，洋气。”我接过
来，放进包里，那块手表小巧
精致又亮晶晶的。那天出
门，摸着那块手表，我哭得稀
里哗啦的，任姨让我觉得自
己很无助和无奈，我帮不了
她 ，不 管 多 努 力 还 是 没 办
法。回京的路上，我一直恍
如昨日过电影般回忆任姨那
些青春焕发的时代。
小时候，三哥家在空军
的一个机场附近，离我家很
远，去时要坐火车，我每逢寒
暑假总要去住几天。在任姨
家我叫小妹，因为她有几个
儿子没有女儿，所以全叫我
小妹。任姨不到二十岁就当
妈妈了，那会儿她的皮肤白
得透明，声音洪亮，漂亮得耀
眼。
任姨喜欢打扮我，她用
很多碎毛线织毛衣给我，织
出的花朵和小鹿太漂亮了，
她帮我梳各种辫子，我在她
眼中和身边估计就是最可爱
的小女孩了。估计三哥那会
特别烦我，因为虽说他只比
我大几个月，但我依小卖小，
仗着自己被任姨喜欢，就特
别不讲道理。有一次，我让
三哥骑自行车把我背在背上
骑，快到家了，看见任姨下班
回家，我赶紧跳下车，三哥
说：小妹你怎么像是猴子一
样？话音未落，就被任姨训
了一顿，怕我摔了。不过我
真的摔过一次狠的。有一年
夏天，我穿着六一儿童节刚
刚做好的新裙子，和三哥一
起去玩。人家本来就是男孩
的约会，我死缠烂打非要去，
三哥气得可能想把我扔了，
但是又没办法。男孩子们爬

树翻墙头我也一起疯，最后
跳防空洞玩，我的裙子在起
跳时有风吹起，被一根小树
枝挂了一下，我用手去拽裙
子，身体失去平衡，摔了下
去。当时我觉得眼冒出很多
小星星……我膝盖破了，胳
膊也破了，脸擦伤了。三哥
都吓傻了，离家多远的距离
啊，他也不过是十几岁的小
男孩，我记得三哥是抱着我
回家的，我挺坚强，倒没哭，
三哥的泪倒是崩了。到家，
三哥先打电话到任姨单位，
又拿出紫药水和红药水帮我
涂抹，等任姨回来时，我就是
浑身上下又红又紫脸上也有
一大片紫药水滑稽的样子。
任姨马上又带着我去卫生所
消毒包扎伤口，晚上三哥肯
定是被训斥了，我还挺仗义，
赶紧和伯伯、任姨交待了我
犯错的原因，替三哥解释 。
那天晩上，我有罐头和巧克
力饼干吃。从那以后，我好
像真的长大了点，再没去和
三哥一起疯过了。
任姨去世前后，我总梦
见她，具体内容记不住了，就
是她年轻时的俊俏模样，有
时梦中有三哥，有时梦中没
三哥。前几天三哥打电话
说：你寄的素食香肠和月饼
等都收到了，很好吃（小时候
三哥把好吃的都留给我
吃）。三哥的儿子“十一”结
婚，娶了初恋，真是挺美好
的。三哥只谈了一次恋爱就
结婚了，不知道三嫂是不是
他的初恋？三哥是我心中完
美的男人，不仅仅是因为他
长得高大英俊似韩国演员朴
宝剑，而且三哥从小就是成
绩优秀、品行端正、心地善良
的人，他和任姨一样，总关心
我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的
小 事 ，我 干 什 么 都 觉 得 挺
好。每当想到三哥的时候，
就很治愈。
任姨：我常梦见您，也常
记起您。也许在这个世界上
的思念，会通过天空和风传
达给您；也许您悄悄地回来
看过我，没有吵醒我，让我继
续在梦里；也许梦的世界是
我们所有生命的唯一终点站
……
也许，梦是在地球上旅
行的唯一行李！

晨曲

■葛顺彬

摄

火红的石榴——援疆日记
西北的风雪像刀子
驻团援疆的我裹紧军大衣
步履踉跄
阿依古丽是我结对帮扶的维族姑娘
她是阿克苏来团场支教的民族教师
明天学校放假这只小燕子就返巢了

我披着一身风雪敲开了门
阿依古丽正在收拾行李
美丽的大眼睛红肿得像桃子
车票订好了吧，
路上小心些
你妈的病肯定会治好的

深秋去远郊看落叶
每到深秋，我都要去遥远的郊外看
落叶。落叶那么美，
那么真，
那么难忘。
借用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
近黄昏”。我便说:“ 落叶无限好，只是
近寒冬”。秋风送爽，落叶纷飞，这是一
年中最后的狂欢。我的家乡高沟镇坐
落在苏北平原腹地，气候宜人，风景如
画。这里十月下旬的时候，正是观赏落
叶的最佳时节。
十月下旬，选了一个天朗气清、金
阳高照、白云飘荡的日子，我们几个人
一行，踏上几辆单车，向郊外进发，去看
最美的落叶。
难怪人们常说“秋高气爽”，这时候
的天气真是十分宜人，不冷也不热，阵
阵秋风，拂面清凉。一缕缕金黄的阳光
轻轻地披在我们的身上，多么柔和甜
美，像极了慈祥和蔼的母爱。天空、大
地、河流，一切都是祥和的，美妙的，让
人喜爱得生怕这一切转瞬即逝，不能长
留。忙碌了一年的我，今天才有幸来到
这自由畅快的天地，自由地呼吸这清凉
畅快的空气。无拘无束，无边无际，苍
茫万里，
万里苍茫。

看啊！天空那么蓝，湛蓝湛蓝的，
那么纯洁，是不是一下子就爱上了？是
不是一下子摆脱了污浊的尘世纷扰，给
心找到了向往的天空？
看啊！云朵那么白，洁白洁白的，
那么天然无瑕，那么逍遥自在，自由去
远方，是不是一下子就忘记了一路上的
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忘记了经年累月
的劳累汗水和辛酸泪水？是不是觉得
无比轻松惬意？是不是想象自己化作
一朵白云？是不是想象自己化作白云
后飘去远方？你心里曾经有过的爱，默
默地只有自己知道，也随白云而去，一
去经年，归来已不是少年，已添了几多
沧桑的皱纹和心底那看不见的疤痕。
行于路上，秋风浩荡，满树金黄的
叶子飒飒作响，抬头一望，金黄的树叶
正漫天飞舞，划出一道道动人心弦的轨
迹，翻动着千姿百态目不暇接的舞姿，
那么饱含岁月的身影，那么绚丽的色
彩，那么义无反顾地奔向远方，那么跌
宕起伏的气势，那么刻骨铭心的笑容，
这是多么奔放壮烈的景色啊。你想到
了什么？逝去的岁月，如流水一去不

■徐天亮
记得帮老人申请政府救助
叔叔这点钱拿着回去救急
我返身风雪奔向工兵连的哈族大妈家
给阿依古丽留下装着慰问金的信封
信封上印着籽籽相连的红石榴

■徐高杨
返？逝去的亲人，如落花一样令人空垂
泪？还是根本就没有得到过的梦想，如
水中月、镜中花一样遥不可及？只能日
复一日地在平凡渺小的岁月深渊里苦
痛挣扎，空叹时光流逝，青春不再。空
泣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空恨一事无
成，此生虚度。何尝不是呢？谁能年华
永驻？谁能不逢生离死别？谁能不为
生活奔波，在生活的泥潭里东一脚西一
脚地挣扎沉沦啊？最终何尝不是落叶
一样飘零？何尝会留哪一片叶子，永远
浮在天空？每一片叶子最终都会尘埃
落定。就看飘成什么样的姿态，又何去
问飘向何方呢？
看吧！纷纷扬扬的落叶，比花开还
美。因为它们曾经奋力生长过，朝着最
耀眼的太阳追逐，发出生命的呐喊。更
辉煌的是，它们曾经铺天盖地地想要铺
满整个天空、整个宇宙、整个梦想，它们
燃烧过最狂热的野心。如今，它们累
了，
也该歇歇了。
我拍了许多张落叶的照片，发给我
的朋友们，并附语:“看看落叶吧！看懂
了秋天的落叶，才算是活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