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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载岁月意蕴长
◎尚维杰

我办公室窗外有一丛修
竹，四季郁郁葱葱，遮天蔽日。
晨时万物苏醒，小鸟在竹间跳
跃嬉戏，傍晚霞光满天，夕阳
的投影在竹林里绚烂摇曳。四
季流转，时而雪落竹无声，时
而雨润竹柔长。竹子经年翠
绿，素面朝天，简约淳朴，安宁
不躁，烦躁沉寂过后与它无声
交流颇是惬意。

古人说 ：“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古人对竹子的
偏好与喜爱可见一斑。“咬定
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
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
西南北风。”简洁明快而又生
动地描述了竹子生在恶劣环
境下，长在危难中，而又自由
自在、坚定乐观的性格。竹子
无所畏惧、慷慨潇洒、积极乐
观的精神风貌跃然纸上。

竹笛悠扬，竹剑飞舞，电
影《 十 面 埋 伏 》让 人 看 到 的
是无边无际的郁郁葱葱、此

起彼伏的刀光剑影、危机四
伏的竹海时刻拨动着人的心
弦。这里竹子不仅是餐具、坐
具等日常用品，更是无处不
在的兵器、阵法等万千奇兵。
惊心动魄之外，也有竹窗听
雨的恬淡与释然。“竹窗听雨
自安眠，不道惊湍近屋前。省
得去年桃弃渡，水痕只到树
傍边。” 

忘不了去过的安吉大竹
海，望不到边的绿色浓郁惹
眼，修长的竹子笔直向天，阳
光被密密麻麻的竹林分割，丝
丝缕缕，凉风一来竹影摇曳，
一片云带来一阵瓢泼大雨，来
不及披上雨衣，人就被浇得浑
身湿透 ；风过处，又是阳光斑
驳。潮湿的衣服裹在身上让人
闹心，但雨洗过的翠绿欲滴又
分外让人喜不自禁。

红星照我去战斗，“小小
竹排江中游”，竹排承载的是
一个红色的时代记忆。竹筒

藏 米、藏 盐，穿 过“ 白 色 ”围
困送给红军，连接的是军民
的鱼水深情。井冈山的竹子
更显得健硕挺拔、郁郁葱葱，
经过风吹雨洗，承载了岁月
血雨腥风的炙烤，透着一股
子英气和正气，是不屈服的
代表。身上有一股浩然正气，
积极向上，充满正派、阳刚之
气，它无私奉献、坚韧专注，
承 载 着 厚 重 的 战 斗 岁 月 积
淀，是精神的昂扬表白。

临窗静听荷花定理、金蝉
定理，还有一个竹子定理，讲
的都是厚积薄发、刚毅坚韧的
人生哲理。竹子的生长比较缓
慢，前 4 年只生长 3 厘米，但
从第五年开始，每天以 30 厘
米的速度生长，仅仅 6 周的时
间就能长到 15 米之高。原来
竹子在前 4 年时间里，一直在
默默地培育地下的根，它的根
系居然可以长达数百米，为的
就是打好基础，为未来做好充

足的准备。人生做学问亦是如
此，要沉住气，打好基础，厚积
薄发，未来有一天时机成熟，
就能以迅速的方式快速成长，
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竹子象征着生命的弹力、
幸福和精神哲理。竹子亭亭玉
立，纤细柔美，不畏霜雪，四季
常青，象征青春永驻 ； 竹子空
心，“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
处尚虚心。”“高节人相重，虚
心世所知。”象征谦虚 ；竹的
特质弯而不折、折而不断，象
征柔中有刚的做人原则 ；“孤
生崖谷间，有此凌云气”，凌云
有意，生而有节，潇洒挺拔，有
翩翩君子风度，象征高风亮
节，高尚不俗。

一丛绿竹，淡泊、清静、
高 雅、正 直，记 载 了 风 云 幻
化，承 载 了 精 神 意 蕴。流 云
过 后 淡 然 面 对 窗 外 一 簇 绿
竹，静 看，是 一 种 享 受 ；细
品，是一种自省。

从前，年轮很窄，四季很
长，有足够的时间认真去爱。
一箪食，一瓢饮，一生一世一
双人。一座小屋，人间烟火，温
暖了余生，一杯清茶，暗香浮
动，氤氲了年华。

当齐女还在忧虑着“东家
就食西家宿”时，尾生已经守
在桥下痴痴地等待。其实，错
过又有何妨？错过也是一种
成全，错过的美好不是遗憾。

春天的时候，我想去看迎
春花，捂着冻僵的手，想着等
暖和一点了就去寻春。终于等
到风和日丽了，却发现迎春花
早已凋谢，纤细的枝干像瀑布
一样垂下，偶尔残留的一朵小
黄花在暖阳中眯着眼，似乎在
嘲笑我的懒惰。

夏天的时候，我总想回老
家那片荷塘，看看“接天莲叶

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
盛况。可是等我安排好行程抵
达时，却发现满目皆是“莲子
清如水”。

日子就像是挂在鼻子前
的胡萝卜，而我则是那只永远
吃不到胡萝卜的兔子，总是跟
在季节后面，追着撵着，被它
牵着鼻子跑。当我无可奈何地
看着错过的一段段风景，还能
怎么办呢？得之，我幸；失之，
我命。只好选择释然，毕竟，人
生并不是只有一种选择。

虽然遗憾没有看到那娇
俏的、鹅黄色的小迎春花，齐
齐吹奏迎春曲的盛况。但是蓦
然回首，却发现那边风景独
好，桃花林里灿如朝霞，远远
看去，像是升腾起一片粉色的
烟雾，宛如仙境。

每当知了肆无忌惮地鸣

叫时，我经常跟阿婆坐在树荫
下摇着蒲扇，叙着闲话。当有商
贩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叫卖“莲
蓬啰，新鲜的莲蓬”时，便会兴
冲冲地买几个。那莲蓬有拳头
般大，像一只绿色的铃铛，嫩嫩
的，闻起来一阵清香。等剥出雪
白的莲子，便喊着孩子过来尝
尝鲜。而我的孩子正在厨房捣
鼓着什么，小心翼翼地捧出一
只玻璃杯，“妈妈，我发明的冰
镇饮料。”我笑着接过来抿一
口，沁人心脾的清凉袭来，看那
小小的眉梢眼角挂满得意。

当我看着蒲公英金灿灿
的脸盘，沉浸在太阳般温暖的
笑容里时，一抬手，它已经背
着行囊晃晃悠悠地飞走了。正
如那个软糯的童音“抱抱我
吧，因为很快我就长大了”。

我喜欢充满活力的迎春

之花，也爱慕灿若云霞的桃
花 ；我迷恋荷花的香远飘逸，
也挚爱银杏那一柄柄金黄的
扇叶 ；我在期待第一片梧桐
叶的坠落，却也不舍夏日阳光
的逝去……正是因为有太多
不舍，所以总是错过许多。也
正是因为错过，却意外地看到
了别样的风景。

年轮款款而来，莫慌，莫
慌，当下就是极好。纵然应了
绿肥红瘦，那又何妨？一程有
一程的景致。错过了春花，还
有秋月，你有群芳争艳极尽繁
华之能事，我有绚烂秋菊独战
寒霜赢得天下名。

情爱如酒，浅酌即可。无
须情深似海，生命太重承接不
起。你来，就敞开心怀去接纳，
每一寸阳光都浸透着欣喜 ；
你走，就微笑送别各自珍重，
不让情绪成为你的包袱。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走
过平凡的日子，只要心怀爱意
与温暖，错过的美好并不遗憾，
因为每天都有好风景。

尊重他人
◎侯世平

尊重他人不仅是一种美
德，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的一
种方法，尊重他人，就意味着
尊重自己。每个人都是平等
的，都享有尊重与被尊重的
权利和义务。

今天是凤翔主城区又一
轮核酸检测时间，早上 6 点
刚过，楼下大喇叭里“请下楼
做核酸、请下楼做核酸”的声
音不绝于耳，响彻楼宇。然
而，做核酸的人却寥寥无几，
我多次从楼上往下看，最多
的一次只有 5 人。7 点左右
正是早饭时间，或许有人正
在家里吹着空调、看着电视、
吃着香喷喷的早饭，而医护
工作者却站立于寒风中，期
待着前来做核酸检测的人。

尊重他人并不难，只要
尊重他人的付出，尊重他人
的劳动成果，有时甚至是一
个浅浅的微笑，一句小声的

“对不起”。为做好疫情防控，
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到现
在、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
边疆，14 亿人民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打响了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而作为老百
姓应该自觉响应防疫政策，
听从疫情防控安排，从自我
做起、从点滴做起，全面落实
联防联控措施，共同构筑起
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千万
不敢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的麻痹思想，把防控政策当
作耳旁风，把核酸检测当作
走过场，把自己的所作所为
当成理所当然。为了核酸检
测，广大医务工作者风里来

雨里去，不怕严寒，不畏酷
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医者
仁心”“大爱无疆”的真正内
涵。我们应该对他们的辛劳
付出做到最起码的尊重，按
要求该谁做谁就自觉配合一
下，前后不过几分钟时间，却
能使家人安心、片区放心。

尊重他人是一种美德，
正如习惯成自然一样，尊重
也是一天一天养成的，但现
实生活中有许多人都不具备
这种习惯。保洁员刚清洁过
的楼道，有人却提着刚冲洗
过的还在滴水的拖把，不急
不慢地走过几十步，留在身
后的一串串脏兮兮的脚印。
这种人显然没有尊重保洁员
的劳动成果。如果冲洗拖把
时带一个脸盆，或者冲洗后
先不着急拿回，既看出了一
个人的素养，又保持了公共
场所的整洁，何乐而不为！
密闭的电梯里抽烟，洁白的
墙上乱涂乱画，大街上随地
吐痰，对长辈大吼大叫，随意
乱停乱放……都是不尊重他
人的表现。

尊重从字义上解释就是
重视和敬重，尊重是相互的、
是双向的，尊重他人就是尊重
自己。在日常交往中，尊重如
温暖的春风，使人与人之间增
添了一片碧绿 ；尊重像夏日
里的一场雷雨，给人带来清
凉 ；尊重好比秋日里的果实，
使人满怀喜悦 ；尊重似冬日
里的暖阳，使人暖意融融。

愿我们时时处处尊重他
人，处处时时愉悦自己！

这几日，我沉浸在桂花
馥郁芬芳的甜味里，这一树
桂花带给我心灵喜悦，带给
我心灵宁静，我一定要给它
写点什么。

每一天我都要绕着园里
的桂花树细细踱步，观其姿，
听其声，嗅其香……桂花树
是极普通的一种树，既无梅
之妩媚之姿，又无柳之婀娜
之态，与园内的冬青相间而
生，其青葱之绿与冬青别无
异样，如伞的花冠，细密的花
叶。同处园内这么久，我从未
觉出它的不寻常来，我为自
己的蒙昧而心生愧意。

我的心浸润在浓郁的花
香里，我于绿叶丛中仔细找
寻，淡黄色的花儿细细碎碎，
它们挤在一起，密密匝匝，在
阳光下相互挑逗，热闹极了。
在这寒风萧瑟的初冬里，尽情
地吐露芬芳，不为悦人，只为
娱己。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沉
浸在这份清新浓郁的芳香里，
欢喜迷醉……我一遍遍地问
自己，桂花儿年年香，为何从
前竟不曾留意？朋友提醒我：
桂花年年香如是，只是缺了
一颗懂它、赏它的心，无论周
遭是否有人怜爱、有人赞赏，
这于它并不重要，它只是钟情
于做好自己，不管不顾，只顾
盛情绽放，在寒风里奉上自己
的缕缕清香。“往年的桂花啊，
一逢绵绵细雨，便会香色殆
尽……”也有人这样答我，怜
惜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是
为它零落成泥碾作尘的悲壮。

它的大度、它的胸襟给了我生
命的鼓舞，花季里遭逢绵绵细
雨，何曾不让它哀伤？酝酿了
一年的梦在一夜之间化作泡
影，它何曾不深感悲苦？它的
理想是那样简单纯粹，它的目
标又是那样专注执着。兴致勃
勃正待花开的它逢上这闹人
的雨啊，只能无奈地叹息。可
敬的是，叹息之后它没有选择
沉沦，它并不因风雨侵袭而气
馁，而是投入了下一轮的准
备，它坚信自己终会迎来香飘
满园沁人心脾的那一刻。

朴素的树容、朴素的花
姿，细如米粒，却开得热烈、香
得醉人，叫我如何不震撼。细碎
的花朵竭尽全力只为奉献一
季的芬芳，浅淡的花色里酝蓄
着一股对生命的豪情。我为自
己长久以来的漠视而愧疚。我
的眼总是专注于自己所谓的
的追求，我的心在忙忙碌碌的
追求中忽略了身边最美的风
景。殊不知，人生的幸福恰恰是
在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寻常
之中。美一直都在，只是缺了一
颗细腻柔软之心、闲情雅致之
心，幸而我之领悟尚不晚。人生
本是一场单程旅行，顺意也好，
坎坷也罢，各有滋味在其中，以
一树花开的心情悄然相待，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盛情绽放，
岂不是人生之大境乎。

邂逅这一树繁花，觅得花
香醉我心。也愿我成为万千花
木中最不起眼的那一朵，让轻
轻从我近旁走过的每一个生
命，染上这一袭花香。

终于又一次脱去了防护
服，换上干爽的口罩，我轻松
地舒了口气，两只脚毫无牵绊
地踱步在宽阔平整的街面。冬
日清冷的风迎面拂过，数小时
纹丝未动重复同一个动作后，
腿脚沉重不堪的疲惫被一扫
而光，抬头的一瞬，没有防护
面屏遮拦的天空纯净无比。

昨夜风急，露重霜凝。凌
晨四点多，睁开惺忪的双眼，第
一时间就去摸手机，想到所在
的小城近几日骤然严峻的疫
情防控形势，猜测核酸采样员
群里是否有采样任务，这样想
着便迅速解锁进入微信的聊
天模式，红色的呼叫信息赫然
在目，瞬间心跳加快。点开群消
息时，一排整齐的“收到”已然
在列，长得看不到任务通知的
内容，急切地向下滑动页面，果
然闪现出了自己的名字，正准
备仔细查看任务的时间、地点
等具体要求时，手机洪亮的铃
声乍然入耳。“紧急任务，请十
分钟后来院集合整装出发。”电
话里传出果断的命令。

霍然起身掀开被子，来不
及多想，穿衣、刷牙、去趟卫生
间用时 5 分钟，家属早已下楼
开车等着送我去医院了，我一
口气跑下楼，坐上车两分钟后
到医院，时间刚刚好。彼时，冬
日凌晨的小城，唯有医院物资
发放处灯火通明，除了防护衣
物包装袋的开封声就是急促
的呼吸声，我也听见自己的心
跳，那么响亮……

由于任务突发，医院车辆
运送压力陡增，为了方便农村
片区准时采集核酸样，城内的
许多同志自行前往各自的采样
点，有的开车，有的骑电动车，
还有的步行到达。我借乘同事
的电动车，一路上我们载着四
大包采样物资借着昏暗的路灯
向前疾驰。我双手紧握两包物
资，双脚死死卡住脚踏板，晨风
飕飕地从脸上扫过，我不由得
打了个寒战。望着眼前身着防
护服载着我穿行在小城街巷的
背影，内心油然起敬。若非此情
此景，谁识尽是柔肩担使命？

人民是最大的依靠，是成
长中的我们战胜自我最温暖

的力量。到达采样点时不到凌
晨六点，可已有群众自觉排起
了整齐的队伍，个个佩戴口
罩，间隔一米线排开，队伍异
常安静，借着灯光我看见他们
中有上至花甲的老者，也有下
到豆蔻的少年，他们不扎堆、
不聊天，静待采样。和社区安
排的人员一起，我们一扫一采
密切配合，在疫情面前，我们
各方团结筑牢堡垒，规范采
样，严格消杀，不放过任何细
节，让病毒无处遁形。消毒啫
喱一遍遍涂抹双手，一次次吸
收仅存的体温，但寒冷不能击
溃我们为人民而战的意志，所
有经过的磨砺最终都会化作

我们人生最可珍藏的财富。
圆满完成采样任务，卸掉

防护服的一刻，我心中涌起无
限成就感，再一次与病毒短兵
相接的历史已记录在我们光
荣而神圣的职业生涯中，成为
闪耀的永恒。

坐在温暖的家中，在身体
慢慢被暖气消融的时候，我打
开手机，仍未脱下防护服的同
事正在宽阔广场上奋力采样的
一段视频缓缓地播放，视频中
的他们以顽强信念挑起千钧重
负。此刻，只有我知道他们内心
和身体在接受着怎样的考验，
也只有我知道，他们是战胜疫
情的重要力量。

花之思
◎梁小婷

款款行，浅浅爱
◎杨可萍

温暖的力量
◎王苗

笔 人生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