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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偶然看到一个访谈节目，访谈对
象是一位女诗人。她博客上的照片非常清
秀优雅，与正在接受访谈的她有很大不同。

其实乍一看也未有差异很大的地
方，无非是照片上更白，更年轻些。而现
实中的她，三十几岁的年纪，就有三十几
岁的容颜。

但仔细一看，却才发现，原来她是位
残疾人，说话时嘴角会有些扭曲。

“您觉得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是什
么？”年轻的女主持人问她。

“我最感到不甘心的，是我的爱情，为
什么我不能拥有我所期待的爱情？为什
么我就得不到真正的爱情？为什么……”

直到现在，我还深深地记得她连问
三个为什么时，脸庞上类似于反抗、质
问、期待与失落的神情。那三个为什么，
也像针一样，从那一刻起扎扎实实地刺
进了我的心底。

我不由得想到了爱情。想到世上本
无纯净、高尚的爱情；想到爱情是有条件
才成立的正命题；想到容貌，想到身躯。

可又有谁会否认“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样的爱情呢？现在想到这些，我同样
大脑一片空白。如若再想下去，只会将

“世上有无纯净的爱情？”这个问题转换
为另一种形式的“世上先有鸡还是先有
蛋？”这一有着黑暗漩涡的问题上。因
此，不去想它，再继续谈这位女诗人。

她好像在爱情里受到了沉重的打
击，诗歌中的女人扮演的是一个沉默的
逆来顺受者。19岁辍学，在非自由恋爱
的情况下嫁给了比她大 12 岁的男人，
2014年与丈夫离婚。

使我感动与敬佩起她来的，是她的
自信与豁达。

是的，她是一位残疾人，毋庸置疑。
可正因为如此，她的自信与豁达才更能唤
起人内心的能量，让人看到光亮，体验到就
算在深冬里，铺天盖地的冰雪下面，河流依
然在咕噜咕噜流动着。我并不是怜悯。没
有人有资格怜悯人。只是想把赞叹与微笑
送给所有像她这样的人。也许这微不足
道，但我仍然同意她的“我没有需要你怜悯

的地方，我爱我身体里的一块块锈斑，胜过
爱你”；“这辈子做不到的事情，我要写在墓
志铭上——让我离开，给我自由”。此刻我
的心脏已经在无比剧烈地跳动着！我无法
用我拙劣的文字来解析诗句中所包含的希
望、渴求与意念，只想说一句，这是要有多
么坚定的自信与豁达的态度才能将半生的
坎坷熔炼于这短短的几句诗歌中啊！

“清明到来，我就38了，日暮乡关如
针锥心，如果回到过去，我确定会把爱过
的再爱一遍，把疼痛过的再疼一遍。”这
是她2014年写下的诗。

“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说不
出来，不过是情话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
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
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
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
根拐杖。”这是她虔诚的话语。

只祝愿她能在她还漫长美好的余岁
里，继续用诗歌这根拐杖，创造出真正属
于她的锦绣年华。作为90后的我，能做
的，仅此与学习而已。

◆感悟

“让我离开，给我自由”
张 乐

凌驾于城市的喧嚣之上，
这天台，从未有人光顾。
壁上青苔点点诱人的绿，
微凉的风带着醉人的清新。
最可爱那朦胧寂寞的夜啊，
满世界都是它跳动的影子。

这天台，
没有孤独，
倒是一种清静的欢喜，
一个人的思绪，
飞舞着掉进回忆里，
无处安放。

◆诗园

天 台
隆回县第二中学默深文学社 马 丞

从南到北
由大陆到海洋
一件风衣，一双皮靴
我选择流浪

领略过小桥流水，老树枯藤
在残阳下静候断肠人
悟
遍体鳞伤

欣赏过灞桥杨柳，易水风寒
在风萧兮中吟诵离歌
感
豪情万丈

惊叹过戈壁黄沙，烈酒铁骑
在黑云压城时擂起战鼓
泣
山海清和

震撼过北国飘雪，千里冰封
在灯红酒绿里读懂古佛
叹
一片慈悲

我流浪过的地方
是风去过的地方
风到达的地方
是我下一个远方

远 方
隆回县第二中学默深文学社 廖晓玲

又是一年三月时，春风拂
面，杨柳依依。放眼望去，大片
大片的油菜花开得烂漫似锦，整
个小镇都被一片金黄覆盖，清新
香甜的气息环绕着小镇，油菜花
成为三月里一道靓丽的风景，那
抹金黄亦是精神的寄托。

清晨，太阳穿过云层抚摸
大地，我独自走在雨后湿润的
石板路上，欣赏这沿途开得灿
烂的油菜花。经过一夜雨水的
洗涤，它们似乎更富有朝气了，
露出笑魇如花的容颜，随着春
风翩翩起舞，那曼妙的舞姿令
人陶醉，孰不知，它红颜一笑，
曼舞一曲，却在我的心中留下
了永久的记忆，这也许是我见
过的最美丽的景色了吧！我想
走近它，一睹它娇美的真容。

雨后的泥路有点湿润，但
这并不能阻挡我亲近它的步
伐。我挽起裤脚，迈着小碎步
一点一点朝着那片油菜花田靠
近，每走近一步，我的心跳便会
加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当
我终于踏在田埂上俯身闻香时，
我竟差点因兴奋过度而下身不
稳与它们零距离拥抱了。幸亏
我身手敏捷，两只手臂使劲向后
摆才稳住了重心。风一吹，它们
便向后仰去，又好像是被我这个
唐突者吓着了。我有点恼怒我
的笨拙，于是一个劲的向它们
道歉。它们似乎感受到了我的
真诚，竟然对我微微一笑，刹那
间我的三月花开似锦。

油菜花田里高洁的花儿
亭亭玉立，俨然天宫里遗落的
仙女忘了归途。它们轻声低
语交谈着少女不为人知的秘
密。我轻轻的走在花田中央
的小沟壑里，倾听着属于它们
的青春年华。我用手轻轻的
抚摸它们，感受到了从它们身
上传来的丝丝凉意，那雨珠停
留的痕迹格外显眼，似珠花戴
头上分外妖娆。

望着这大片金黄的油菜

花，我的思绪在飘飞，仿佛又回
到我那天初见它的场景，是多
么震撼，我深深折服于那抹金
黄，从此，我的生活豁然开朗。

时光倒回到两年前那个细
雨飘飞的三月。那天，天空灰
蒙蒙的，雨淅淅沥沥的下着，她
拖着行李在车站候车，而我则
是手持雨伞站在身旁。我们只
是并肩站着并没有说话，因为
此时的所有语言都显得那么的
苍白，以前说好了不离不弃也
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我们陪
伴彼此一段路，到了十字路口
终究是要离别的。我们怔怔地
望着远方的天空，乌云笼罩着
云层，黑暗似乎要吞噬万物。
直到那一声声刺耳的汽笛响
起，我们红着眼睛最后一次相
拥，从此天各一方，不知何年何
月才能相见。我哭着在你耳边
说珍重，你也哭着说保重。然
后你转身提起行李走上了那辆
大巴，车开动了。我追着车子
跑了很远，直到它消失在我的
视线中。我蹲在地上，双手抱
着双膝，任泪水肆无忌惮的流
淌。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缓缓
起身，拾起地上的雨伞，雨水早
已打湿了衣服，我拖着犹如千
斤重的步子漫无目的地走着。

突然眼前一亮，大片大片
的油菜花闯入了我的视野中，
它开得那么欢快，它开得那么
清新，它开得那么美丽。它们
在风雨中摇曳着，高仰着的头
始终不曾低下，它们笑得那么
灿烂，整个世界都黯然失色，那
片金黄如涓涓细流滋润了我干
涸的心灵，那片金黄抚慰了我
因离别而哭泣的心。我嗅着它
们清新的气息顿觉全身格外的
轻松，我笑了，因为这油菜花让
我豁然开朗，即使我和她之间
相隔万里之遥，但我们的心却
是始终相连的。

油菜花开，笑迎生活。
（指导老师：刘 剑）

◆观察

油菜花开
隆回县第二中学高一638班 马平妹

虽然已步入秋天，但对于
一个远离家乡、出门在外的我
而言，不但没有那番亲切感，而
且略显几分烦闷，让人觉得无
比压抑。在这秋的世界里，一
向是多愁善感的我，想到了夏
天发生的点点滴滴。我们的
悲欢离合，愁绪不断涌上心头，
傍晚的夕阳纵然很美，可于我
而言却是那么的悲，悲得让人
沉思。那只是一片残阳，我便
是夕阳下一位思乡的姑娘。

我插着耳塞继续听着歌，
思绪徜徉于那条寂静的林荫小
道上，潮湿的记忆一一浮现于
眼前。曾经夕阳下一同放学回
家的情景渐行渐远。曾经绵绵
沟壑里一起捉泥鳅的身影慢慢
消逝。童年的列车越开越远，
少年纯真的友谊犹似一层冰霜
斑驳陆离。长大的你我，都为
了心目中的那个理想而各奔东
西，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像是大
陆和海洋一样隔着一条长长的
峡谷，永远无法逾越世界的浮
浮沉沉。归于岁月的无情，时
光也逐渐让我明白了什么叫越
长大越孤单。而翘首凝望，淡
淡的天空，淡淡的云，依旧是那
么悠闲，我歇下了脚步，闭上了
眼睛，倚靠着大树沉迷于大自
然中。淡看秋夜那一半阴一半
晴，静思心灵深处的却是一半

欢喜一半忧愁。
天色愈来愈暗，一阵秋风

吹起有了一丝秋天的凉意，而
我依旧沉迷于迷糊的记忆里迟
迟不愿归去。冰凉的空气使我
想起了与朋友间那些无谓的琐
事，觉得可喜，笑那时自己的愚
昧无知又洁如白雪。风儿吹着
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声，听
着这“沙沙”的声响声，似乎自
己又成为了儿时在林中捉迷藏
的游戏中的蒙眼主角……

睁眼，似是一人一树相
靠，无一不变，又一如往常。
又想大千世界物欲纵横，小小
的花儿为谁绽放？萌生的心
语与谁诉说？秋天为谁伤感
又为谁悲美？是说思念编辑
着文字，还是说文字倾吐着心
声？也许是因为文字寄托自
己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也
许是它里面潜藏着心中渴求
的梦想吧！看着看着，自己落
寞了，想着想着，自己便伤感
了。不知不觉夜色淹没了我
的身影，淹没了我的思绪。

阵阵秋风吹过我的脸颊，
将我的头发吹得有几分凌乱，
罢了，整了整思绪，笑一笑，将
昨日的回忆收藏，带着它踽踽
独行……

这个秋天并不是我多愁
善感……而是秋不解风情。

◆心声

秋 绪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李梅青

清脆的掌声如潮涌般响起。这是最
后一次听我们敬爱的邹老师上楹联课，
因为这一堂课过后，这门课就结束了。
我的心中像打翻了调味瓶，五味杂陈
……离别近在眼前，昔日的种种不曾忘
却，一齐涌上心头。

我第一次进入楹联班，是刚升入向
往的二中的时候。通过班主任的推荐和
楹联任课老师的筛选后，我带着激动的
心情，和一群陌生却又志同道合的新生
一起踏进了我所好奇的楹联班。过了一
会儿，一位身着黑色西装的中年男老师
走上讲台。老师的笑容像阳光般温暖，
他微笑着介绍完自己，接着带领我们吟
诵《声律启蒙》，感受古人的读书方法，为
我们讲解对联知识，引导我们进入对联
的大门。我们平素认为深奥的对联知
识，由于老师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的教
授，我们不知不觉中便沉浸在楹联知识

的海洋里……
我们安静地端坐在座位上，凝望着

老师，觉得老师今天特别帅，特别可爱。
老师似乎看出了我们眼神中的不舍与伤
感，朝我们露出了熟悉的笑容，仿佛在无
声地鼓励我们。老师耐心细致地讲评同
学们的对联作品，并引导我们分析优点
和不足。老师紧扣我们的注意力，好像
在擦拭缭绕在我们心头的伤感。讲台下
的我们忘却了所有的烦恼，只沉醉在对
联的世界里，想象的翅膀带着我们在对
联的蓝天下翱翔，心儿快乐得颤动……
更感动我们的是老师为我们作的嵌名
联，一字一字间，凝聚着老师内心对我们
的肯定与期许，那一份深情跃然纸上。
我做梦都没想到，老师给我也赠了一副
嵌名联：“肖貌端庄修淑女；洁身馥郁蕴
兰香。”心中顿时泛起片片涟漪，有喜悦、
有难忘、有激励、有振奋，更深深感激老

师带给我学习楹联的快乐，给我各方面
学习上的提升，教我做人的道理，那馥郁
的幽兰便是最好的勉励。我会好好珍藏
这幅对联，将它作为我人生的座右铭。
我知道老师的祝福与期许是送给我们每
一位同学最珍贵的礼物，心中溢满对老
师的敬仰、感激，久久不能自己。

我脑海中情不自禁地回映着前面十
多节课的情景，老师那和蔼可亲，温暖的
笑容，黑板上隽逸遒劲的板书，忘我讲解
的神情，无数温暖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心底的难忘、不舍，深深的感激，无法言
喻。不经意间轻声叹息，无奈美好的时光
总是似箭如梭，从不肯停留。无奈我们要
与老师分别。一想到要离开楹联班，见不
到带给我们快乐、感动、震撼的邹宗德老
师，心里像是丢失了珍爱的东西般失落。

三二一，咔嚓，一张留念的合影定格
那美好的一刻，既是一瞬，也是永恒，看
着老师离校的背影，我的眼眶湿润了。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我想再次
相见我们一定记得和蔼可亲的老师，志
同道合的同学，我想那时我们一定还怀
揣着楹联的梦想，并把它融入我们的生
活，成为我们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记录

难忘的楹联课
隆回二中630班 肖 洁

飞扬 易江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