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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晨采益母草供老伴煮红糖水

柔苗翡翠色，饴浆琥珀纯。

其价同珠宝，祈龄心意真。

☆观诗友晒自植梅花照

浪迹天涯雅抱孤，寒芳开向露台隅。

琼州此物原稀缺，幸得诗人补几株。

☆冬日凤仙花

柔姿偏可耐严冬，瓣瓣鲜姸弄朔风。

不诩苍松后凋色，怜伊娇卉斗霜红。

☆小亭闲坐倏雨

回头池面起涟漪，雨粒疏疏散落之。

绕树凉生衣觉薄，鸟声未歇忽东西。

绝句四首
■ 周济夫

代
号
﹃
六
A
﹄

■
段
万
义

节
间
词
话

昨夜零点春季从枝头上飘落

夏季如睡眼惺忪的小伙悄然到来

椰果 石榴 芒果，从枝丫上探出头来

五颜六色的庄稼像一匹美丽

彩锦 缓缓向大地铺开

蝉肆意欢叫 知了——

从树枝上散落破碎声音

太阳悬挂天空

把花草树木编成一幅金色的美景

我知道

年轮碾过今年的旅程近一半

我几乎枉费了整个青春

没有播下多少粒种子

将自家的田地撂荒在瓦砾里，杂草丛生

这夏的迷人景致和温度告诉我

不能再弃荒夏季的田野

要扛起犁铧翻开岁月的泥土

播撒种子创造一个春天

于是，我跟随母亲将菜园的篱笆扎好

把父亲遗留下来的牛羊赶到

太阳的斜风坡上

打理好五谷仓储、农事

眼里长着夏日的阳光

脸颊挂着春风

从夏季之始到霜叶金秋

周而复始，深耕未来

期盼往后的人生如夏风热烈

石头堆高，悬崖

招来更大的拍浪，白沫

烟花一般哗然，让海岸线顿时

有了撩天之势

我想象过

我们在石头上相拥，在涛声中

失散分离

那海，有着千万年不改的深蓝

而我来不及，用一世

在乱石中找到那一面铜鼓

更来不及，去那危崖

等你

铜鼓岭
■ 陈波来

我不知我的前世

与海有多深的情缘，或是那一瞥

扎了一个千年心结

在今生，我有缘和海

近在咫尺

晚上对着她发呆，或写一首诗

枕着她的涛声入眠

早上推开面海的窗帘

像隔了不见三秋的情人

任由她这朵蓝玫瑰

蹂躏我的心

如果有来生

我也不愿和她作只怕一次短暂的分离

我愿意把自己种成

她沙滩上的一棵海棠树

风雨里，闪电中

最揪心的凝眸……

海缘
■ 翟见前

立夏
■ 文博

4月23日是个特殊日子。406年前的这一
天，世界文坛两位巨星同时陨落。一位叫莎士
比亚，一位叫塞万提斯。为纪念这两位文学巨
匠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贡献，同时倡导人
们尊重知识、崇尚文化、提高素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于1995年提出倡议，确定4月23日为

“世界读书日”。迩来27年，每年在这同一天，
全球都会有100多个国家举行隆重庆祝、纪念
或推广活动。

我国1997年开始提出全民阅读，并以多种
方式开展活动。2007年4月23日，我国首个读
书节诞生。2017年3月国家颁布《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其中涉及全民阅读部分内容；6月
国务院颁布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阅读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是人们学习知识
的主要方式。每个人一生都伴着学习而成长进
步，无一例外。

书籍是人类精神文化宝库，是文化发展衍
变的里程碑。人类对自然社会自身、对历史现
实未来的一切思想认识成果，或者说人类有史
以来一切文明成就，都记载在书籍中。其他承
载文明的方式也有，但大多是局部的、表层的、逐
渐消亡的。唯有书籍记载最全面、最准确、最深
刻、最持久。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做过一个思想
实验：如果人类某一刻突然遇到灾难，但图书馆
还在，那么人类文明成就很快就会恢复；如果图
书馆也不在了，那么文明恢复的历程将很漫长。

如果说机器是人的体能延伸，那么书籍便
是思想的延伸，是智慧的源泉。阅读是与古圣
先贤进行跨时空对话，也是我们吸收营养、开阔
视野、改变思维、增长智慧、提升素养的过程。
所以说阅读是最宝贵、最珍贵、最高贵、也最美
丽的精神活动。有权有钱可能为你带来物质满
足，而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则使我们成为精神
贵族。用牛顿的话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对一个人是如此，对一个群体、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更是如此。要令人尊敬，国民的科学
文化素质十分重要，要有能力为人类的文明进
步创造更多精神财富。

阅读功能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求真。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宇宙空间

究竟什么样？为什么会是这样？人类社会的存
在方式和发展规律有哪些？人自身又蕴藏着怎
样的奥秘、意义何在……

对这些问题，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从
未间断。这既基于人类好奇的本性，更是生存
发展需要。谁都希望看清周围的真实世界，不
希望被假象蒙蔽，更不希望生活在谎言中。再
惯于说谎的人，也会要求别人对他诚实。这是
因为，谎言与罪恶是孪生兄弟；一旦为假象所蒙
蔽，后果多半是灾难。所以每个人都想把真实

情况弄清楚，于是拨开迷雾、追求真相真谛真理
就成了人类永恒的价值取向。人类就在不断求
真的过程中成长。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
人类求真的历史。

二是求善。历史上无数文学家、艺术家、思
想家、科学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精神财
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上讲
话就提到108位。他们的思想成就光耀千秋，
穿越时空，照亮了人类前进的航程。在这些最
宝贵的精神财富载入史册的同时，人类历史上
发生过的许多罪恶也被记载下来，当然它们被
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人就是要通过阅读
来了解历史，通过比较来明辨是非，抑恶扬善，弘
扬那些有益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优秀思想文
化成果，选择正确方向，把那些给人类带来深重
灾难的历史作为反面教材，引以为戒，不要重演。

三是求美。善是叫人明辨是非走正路，不
要为一己之私给社会带来混乱和灾难，是底
线。美则是在善的基础上更高层次追求。就像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达还不够，还要雅，还要有
色彩、品位、格调、境界。

在人类知识宝库中，绝大多数场景你永远
无法亲临，绝大多数经历你没有机会去感受。
可是，当你面朝大海仰望苍穹，在拂煦微风中，一
把竹椅，一盏清茶，一本书，便可让思绪在上下五
千年、纵横九万里中翱翔，去见识形形色色的贤
达，领略林林总总的思想，体验轰轰烈烈的人生，
并带来生命感悟和心智提升，落花流水秋月春
风物我两忘，这是一件多么美妙惬意的事情！

要做到有效阅读，至少要注重三点。
一是深度阅读。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是深

邃的。那些伟大作品、传世之作越是有价值，其
思想越是隐藏在深处，不会浮在文字表面。要
想认识、理解那些洞察社会、人性本质意义的思
想，就必须用心去研究和挖掘。没有思考的阅
读等于浪费时间。装模作样心不在焉做阅读
状，难有结果。与其说记不住或很快就忘掉，不
如说根本就没读进去。特别是数字文明时代，
全人类都生活在地球村，一个信息一秒钟绕地
球七圈半。从表面看，大家每天都沉浸在信息
海洋中，无时无刻不在刷抖音看微信、接受铺天
盖地的信息。而实际上相伴而来的则是失去深
度：失去思想深度、认知深度、情感深度、人际关
系深度以及工作学习深度。走马观花一目十行
可能得到信息，但很难学到知识。

二是自主阅读。自主就是要有主见，有独立
思考判断能力，能摆脱外在干扰，不先入为主。只
有独立思考判断，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才能相对
客观地认识问题，也才能更清晰地洞见自身。成
见与偏见会让我们的心智提前蒙上阴影。

独立自主会让我们的思维逐渐成熟起来，
既不自以为是也不妄自菲薄，既不强加于人也
不会人云亦云。所以说具有独立判断力是人格
健全的标志。否则，心智便永远停留在巨婴层
面。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成长史。

与独立思考如影随形的是孤独。真正的阅
读一定会有孤独感。孤独意味着灵魂自由，而
灵魂自由恰是阅读的核心要义。有了自由的灵
魂，周围的嘈杂喧嚣算什么？能奈吾何！孤独
本来就是人生底色。能驾驭和享受孤独的人，
一定是心智健全的思想者。

三是理性阅读。理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质
疑，提问题。一个有价值的问题胜过100个答
案。古往今来学有所成之人大都有作眉批的习
惯。眉批就是一个“提问题——研究——弄明
白——心得”的过程。由于各种局限，每个作者
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基于某个角度看问题，揭
示的只能是一部分道理，或道理的某些局部。
而真正的阅读，应是主客体双方知识、文化和思
想的碰撞，是视野、能力与修养的交锋。阅读作
品看起来是在阅读作者，实则是在阅读自己，检
阅自己的心智、情感、记忆乃至灵魂。所以人们
常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苏格
拉底说“人要认识你自己”，尼采说“人要成为你
自己”。可见对自我的探索是人类数千年不变
的追求。只有走出“洞穴”，方知光明存在。质
疑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抽丝剥茧、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获取作品的营养和价值，使自己人生得到
觉醒。符合逻辑的观点会在质疑声中揭示真相
本质，走向真理；有悖逻辑或不讲逻辑的观点，
离谬误就不远了。

（本文转载自新华网，有删节。）

六个大写字母“A”，是我手机通讯录
中代号之一，按音序排列自然荣登榜首。

“A”代表“第一”“之最”，且高频重现，足见
其人至关重要。——她，便是我的母亲。

她端坐的高背椅，是故乡的精准坐
标。她若安好，家园就在，不必担心回不了
故乡。在她山河倾情一般的皱纹里，深深
隐含着拥我入怀的微笑。每每被“六A”手
机呼叫，那铃声响起，总具摄心的尾音悠
长，恍若要将我唤回故乡，迎进温馨家门。
此刻，顿觉自己已远涉天涯多年，倍感游子
身份清晰在线。对她迢迢千里的想念与挂
牵最难抑制，思绪常如潮水牵引，跌宕起
伏，继而无法阻挡般放纵奔流，心尖上标注
一“A”势必情理使然。尤其逢其身体不适
时，虽有亲人关照，总也难免揪心，常于夜
梦中惊醒。有时她已卧病在床还要逞强，
偏说没关系、别担心，并以风趣言语“机器
零件老化，该维修了”来化解儿女的牵念，
弄得众人哭笑不得。她生病时，从不让家
人告知远方的我，每一次都是病情缓解后，
我才知晓。而待我电话问候时，她总以一
句“早好了”直接终结这个话题。

我家家族门庭庞大，四代同堂，母亲阅
世春秋最长，已是耄耋之年，当数一“A”。
她把控着全家大局，地位最高，尽显权威，
但不失民主，并对家人予爱均等，为众望所
归，理应享誉又一“A”。她常自喻为“老树
根”，各分支小家虽经济相对独立，但所有
人一直无分家之意，仍完整保存同住一幢
四层楼的凝聚力，紧密团结在她周围，安乐
融融。母亲能说会道，善于调节各种巨细
事务与大小矛盾，最终皆要求握手言和这
一特别环节。她时常为后辈提出建设性意
见，偶尔亲自出马替晚辈求职办事，非常注
重在大家庭中实施帮扶与追赶策略，让家
族门户祥瑞，家旺人兴。

在琐碎生活之外，她内外兼修，是我心
中最美的女性，由此再获一“A”。我曾听
长者言，母亲年轻时生如桃莲，方圆十里不
及，长辫一甩，甩出激越之情，甩成流行风
范，至今黑发油亮可见一斑。晒谷场上，她
踢出的彩色羽毛毽子在空中自在游戏，活
似于辫尖上舞蹈。成家后，她不仅将相夫
教子纳入绕不过的刚需日常，还始终秉承
祖训“兴家针挑土，败家水流沙”，以自身的
艰辛奋斗书写了榜样传奇。她坚信“吃得
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往往一碗红薯将就
一顿饭食，她衣着上的块块补丁是在夜间
微弱的细碎灯火下缝就的。越过风霜岁
月，精神物质皆丰盈，她以实力造就大美人
格。晚辈们无不感怀，皆以其为标杆寻求
人生伴侣。

老人是时光里的散步者，亦为距离我
们最近最真的历史。家有一老，犹如至宝，
人人珍视，最值敬重，母亲因此自然又赢得
一“A”。她健在，让我明白此生还有可追
溯的来处，而百年归途看不清，唯有踏实奋
斗，才能对得住过往与期许。她养育了两
女四男，含辛茹苦，劳苦功高，她的修养，于
日月辉映中积淀。她虽近乎文盲，却竭尽
全力让子女们发奋读书，她常常训告大家

“知识改变命运”。最终，印证如是，傲娇之
笑意总能从她心中溢出，飞扬在脸庞与言
说中。

无论我在外积攒了怎样的辉煌，抑或
在迎来彩虹前历经多少风雨，母亲依然亲
切地喊我的乳名，独特的腔调瞬间将我喊
成了孩童。我似乎立刻攀上了一份繁芜与
狂奔后的安然和自由，心便融化于一片暖
中，轻松简单地耍欢，释放最本真的任性与
稚嫩。我已为父多年，曾因故产生误解，唯
一一次对母亲发了脾气。然而，她只是轻
捏我耳朵，笑了笑，微斜着脸问道：“现在长
本事啦？”当即，我便后悔地低了头。我的
耳根早已随之涨红，凸显着我的无知与不
孝。我顺势拥抱她，拥紧那无尽的包容与
深爱。此为第六“A”。

毫无疑问，手机通讯录里的这六个
“A”，是我从心底深处奉上的最高荣誉勋
章，只有母亲大人与之相配。

春天来了，但“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不是燕
子，而是朋友送来的九尾孔雀鱼，如此高端的观
赏鱼顿时使家里多了一份生机与灵气。

鱼如其名，真是孔雀般斑斓华丽，雄性鱼扁
长的尾鳍摇曳荡漾，在水里拉出一条条彩线，雌
性鱼大腹便便，鼓着鱼鳃，有一种藐视群雄逐鹿
天下的气概。九尾鱼儿倏然上下，忽来忽往，快
速穿行，在鱼缸里舞动出无数曼妙身姿，令人赏
心悦目。

对照《家养孔雀鱼百科》的孔雀鱼谱系，我
们家养的是“礼服”长鳍孔雀鱼。为什么叫“礼
服”孔雀鱼呢？因为这类鱼身体的下半部分，呈
深蓝或黑色，像穿着礼服一样。尤其是雄性背
鳍十分惹人喜爱，它在水中转身时，背鳍会如小
旗随风摇曳一般，姿态优雅。尾鳍是孔雀鱼最
具特征的部位，观赏性极强。

自从家中有了孔雀鱼，我每天早起第一件
事是给鱼喂食，一勺饲料撒去，嬉戏追逐的鱼
儿，突然停止玩耍，蜂拥而上，把水面搅得彩色
沸腾，拍打出细细的水珠散落周边。来不及吃
掉的饲料沉到水底，鱼儿们一个猛扎，追逐而
去。雄性鱼与雌性鱼总是伴随左右，喂食时似
乎能听到他们的呢喃细语，好一道富有亲情的
靓丽风景。面对鱼儿，“相看两不厌”。于是，我
写下这么四句：

浅水穿行忽覆没/群鱼似我醉当歌/惠施不
识鱼儿乐/梦蝶庄生奈若何

养鱼一段时间，对鱼的特性了然于心。虽
然退休后，仍要经常出差。而人在旅途，萦绕
脑际的自然是鱼儿生存状况的问题：是谁在喂
食？鱼儿缺氧吗？鱼缸换水了没？个头长大
了没有？明知道这些都不成问题，但依旧愿意
自问自答，享受着庸人自扰的充实与快乐。有
一天在喂食时，突然间发现有一只小巧的鱼儿
在游动，准确地说不是游而是一跳一跳的。原
来是母鱼生仔，鱼缸添丁啦。高兴之余，也有
担忧，因为发现大鱼追着小鱼，像要吃掉它的
样子，而不可思议的是要吃小鱼的竟是小鱼的
妈妈。

原来，孔雀鱼是卵胎生鱼类，母鱼最多可

以一次产下100条小鱼。这些小小鱼若要全
都健康成长，似乎很难，受环境影响，其中一
些必然会被淘汰。所以，雌性鱼有时会吞食
自己的幼仔，或许觉得一些小小鱼太脆弱了，
很难成活，加之母鱼产后体质虚弱，也需要补
充营养。这很残忍，但生物界就是这样，“虎
毒不食子”是人类伦理加之于生物界的一厢
情愿。

幼鱼要在出生两个月后才会出现品种特
征，这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最有趣的时期。为
了避免同类残杀，确保小鱼健康成长，我把刚出
生的3条小鱼移到小盆饲养，给腾出空间的大
鱼缸，沉入一朵珊瑚花，添加一丛水草，底下铺
上厚厚一层天然雨花石，平添了热带海洋的底
色。水草在晶莹剔透的雨花石上摇曳，鱼儿绕
着珊瑚花自由翱翔。我瞩目凝神，如同走进了
一个真实的海底世界。

天气越来越热，给鱼缸补充氧气是每天喂
食前的规定动作。氧气机打出的气泡冲出气流
漩涡，使鱼儿失去平衡，但为了生命中不可或缺
的元素，小小的生命还是勇敢地往前冲。水在
翻腾、鱼在畅游，我不禁为孔雀鱼搏击风浪的傲
人身姿而动容。

饲养孔雀鱼已半月有余，相信这会为我
的退休生活增添更多精彩有趣的生活印记。
养鱼是一种生命的寄托，更是一种美丽的生
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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