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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那一年，记得是除夕夜。莽莽汝水南岸的
一个小村落里，在当年的大水过后，已经渐次恢
复生机。家家早早忙碌着祭灶、备年货，肉是稀
罕物，短缺，买不起，那就备些豆腐、粉条、萝卜、
白菜吧。当然，讲究一些的人家，还要买年画，
贴春联。村里主事的人则谋划着请戏班子来庄
上搭台唱戏，辞旧迎新。

草草吃过晚饭，父亲犹豫片刻，还是带着我
去村里学校了。为何如此匆匆？有不少人在那
里等着父亲给他们写春联，急着张贴呢。还有
学校要出墙报，贴在校门外的墙壁上，也是为了
迎接春节，制造一些喜庆的氛围。父亲要参与
指导，选文章，拟标题，白纸黑字，可是千万不能
大意马虎的。为何犹豫？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咳
嗽，虽然不发烧，却小脸通红，咳嗽起来，歇斯底
里。当时的观念，小孩子生病也不怎么当回事，
硬杠几天，就过去了。

我带着一本《水浒传》，正看到林教头风雪
山神庙一节，彤云密布，暮天欲雪。此时的小荒
村，有小雪懒洋洋地飘，若有若无。父亲领着

我，走东寨门沿街西行，到了村中的大水塘，乡
人称之为大坑。大坑北边高地是村里诊所，父
亲要先带我去让村医看看。我坚决摇头，不愿
意去，实际上是害怕打针、吃药，怕疼，畏苦。父
亲也就迁就了我，继续西行，到了村里古井台，
再右转，经过村代销店，穿过一条极为悠长狭小
的小巷，北方人不说小巷、里弄、胡同，多说过
道。穿过这一过道，就到了村里后街，再一左
拐，就是学校了。冬夜，薄薄的雪，在学校门楼
的瓦楞上，沉默，无声，我居然把这想象成《水浒
传》里的山神庙、草料场了。

进了父亲的办公室，已经有了不少人，这样
的乡村学校办公室，多人一起办公，大房间类似
如今职场里的大通间，一览无余。屋子中间有
一砖垒的煤火，所谓“煤火”，有别于锅灶，四四
方方，中间贯通，烧煤，主要用于多人取暖，也可
烧水。这在当年农村，并非家家都有。我悄悄
坐在最里边靠墙角的一张办公桌前，根据父亲
的要求，先抄写一两首古诗，才允许我继续看

《水浒传》。他说完，就抓紧去写春联、张罗出墙

报。当时在一起忙活的，还有顶棒、水峰、会銮、
亮、长生、灿州等。顶棒哥大概是学校的团委书
记，水峰叔是美术与音乐老师，会銮、亮、长生、
灿州等则是高年级学生，清秀，昂扬，机灵，聪
颖，品学兼优。一片繁忙声中，我趴在桌子上睡
着了。

朦朦胧胧中，嗓子疼得难受，我一个激灵醒
了。村医国成此时也在，他随身带着听诊器，很
神秘权威的样子。他摸摸我的额头，听听我的
心跳，对父亲说，找些萝卜来吃，可以缓解。长
生就自告奋勇，到院里的一户人家去找萝卜。
隐隐约约，只听到这样的对话：

“嫂子，睡了吗？我是长生，借个萝卜！”
“他叔，家里没有萝卜，有些粉条、白菜。要不？”
“这些菜，不要，我再到德成家里问问。”
冬夜沉寂，声音清晰。长生所说德成家就在

学校西南一隅，德成他爹，比长生晚一辈，他说：
“老叔，真是对不住了，家里有红薯，没有萝卜。”

后来，还是德成家的对门，学校西侧巷子路
西的次荣叔家奶奶应了腔，问了声：

“大侄子，半夜三更，找萝卜做啥？”
“保山哥家里的孩子咳嗽得很厉害，说是煮

些萝卜吃，能治。”
“好，好，不多，拿去吧！”
就是在这样的冬夜，找了三户人家，方才借

来一根萝卜，就着办公室里的“煤火”，煮了煮，
喝了两杯，居然就真的不怎么咳嗽了。

多年后，父亲说起这一往事，时在农历
1975 年最后一天。抄写的古诗，是《除夕二
首》，有人说作者是姚合，也有人说是卢仝的作
品，不管是谁的版权，诗文很好，抄录在此：衰残
归未遂，寂寞此宵情。旧国当千里，新年隔数
更。寒犹近北峭，风渐向东生。谁见长安陌，晨
钟度火城。殷勤惜此夜，此夜在逡巡。烛尽年
还别，鸡鸣老更新。傩声方去疫，酒色已迎春。
明日持杯处，谁为最后人。

“傩声方去疫，酒色已迎春。”那一根除夕夜
的萝卜，我至今记得，并不肥大，也不俊俏，有点
清瘦，青白相间，还有点泥土，醇厚，朴实，宛如
荒村里的人家。

从前，学者翻译家施康强先生曾去我们
南大外文系做一次小型讲座。非正式的，他
要讲什么自己定。彼时他大病初愈，就没有
讲翻译或者法国文学的话题，而谈起他对

“池塘生春草”的理解来。
我们没有认真在听。有几个女生在偷

偷传看相册；同学给我递小纸条：“他衣服穿
反了。”我定睛一看，可不是，白 T 恤里外翻
了个，接缝都在外面呢。哈哈，老头儿真可
爱。我也在偷乐。

他到底都说过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
当时的阅历不足以支撑我对什么“池塘生春
草”有更多的了解。可是许多的获得，就是
这么不经意，这一点点回忆渗进了我的意识
里面，好像春天雪化了，天井里滴滴答答地
承着檐上的水滴。多年后，又想起当时施先
生的讲座，也再找来谢灵运的这首“池塘生
春草”——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
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
任。狥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
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
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
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
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
古，无闷征在今！

公元422年，谢灵运被逐出京城，贬至永
嘉（今天的温州）。这新上任的永嘉太守，一
到就长病不起。整个冬天，他盖着厚厚的锦
衾，怔怔地望着梅花窗外的雪，落了又化化了
又落，生命在一寸寸逝去，年少时立下的志向
越来越远……

青石板滴滴答答承着檐上化雪的水滴，
不知不觉，他窗外的景色和声响都变了。渐
渐的有一种融融的绿意映到窗上，他也渐渐
好转了。他坐起身来，披着衣服喝浓浓的白
粥。再接着，他下床走路了。再接着，他一
天天康复，兴致越来越高，可以登楼作赋了
——于是，便有了这首《登池上楼》。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 11 联里

的第 8 联，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出名句的联
（名句往往在诗的开篇或最后出现）。“池塘
生春草”这么简单的句子出了大名，一千五
百多年后，许多小学生都不服气：“什么嘛！

‘池塘里长了草’！这我也会写啊！这么简
单！”小孩子都喜欢华丽跌宕的诗句，这种朴
素的句子难入他们的法眼。

要理解这个简单句子的好，首先需要大
致了解历史背景。当时人写诗简直是无字
无来历。诗人都要先背一肚子典故，作诗时
要把它们嵌进去，典故越多，在他们看来就
越有烘云托月的效果，若是这典故还生僻罕
有人知，诗人就自觉是人生大温拿了。每一
句，都是精雕细琢、刻意求工。谢灵运这首
诗，除了这第 8 联，差不多每一联都典丽精
工。短短 110 个字，用遍了《周易》《毛诗》

《楚辞》的典故。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朴素的

观察，但这种见微知著的不寻常的观察力，
是和“复苏”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境联系在一
起的：人感官的复苏，代表着身心的复苏，而
且人的复苏，是在天地万物的复苏之中的。
前面的铺陈、后面的推进，都是以这样一句
为中心为纽带，而这一句本身，读起来又有
点出人意料的淡淡的美。这十个平凡的字，
写出了颜色、声音、节气和好多好多别的东
西，正是大音希声，需要读者自己有了一点
点阅历和鉴赏力，才能体会得到这一种绵绵
若存的好处。

一代代文人骚客都体会到这一句的
好。李白说：“梦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长价

《登楼》诗。”元好问说：“池塘青草谢家春，万
古千秋五字新。”

《红楼梦》中，宝玉病后见了满枝青杏，
“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
觉到‘绿叶成阴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
不舍。”这也是“池塘生春草”。

谢灵运自己，当然是知道这两句的好
的。他说：“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我想这
倒不是他刻意自谦，而是出于一种对文学的

敬畏之心。愈接近一个领域的核心，人就会
有愈多的敬畏之心。他是那个时代学养最
深厚、文学成就最高的人，普通人或可沾沾
自喜于小成就，而他必定是有很深的敬畏之
心的。

20世纪初，法国的超现实主义文学流派
提出“自动写作法”，布勒东把朋友集合起
来，在半催眠的状态下写下真情实感，常常
可以得到佳句。豆瓣上的周眠也曾经说，太
在意“我”，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莫如把自
己当作一个“打本子的”，让文字像水流过自
己。即便是“潜意识”，要唤出它来，唯一的
方法，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打破我执”吧。就
像张爱玲说的：“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
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
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
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
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这些最好的诗句，都是“一撒手的瞬
间”。 当然，是已经积累了很多之后的“撒
手的瞬间”，才有意义。这就像一个江洋大
盗讲退隐，是有意义的，一个小学生考试不
及格讲自己要退隐就是笑话——退隐？你
出山过吗？

有一次，我生病，手术后出院回家，那是
冬天里的一个晴朗天气。我打开被子，上床
睡午觉，太阳透过窗子照在身上暖烘烘的。
飘窗上风信子开了艳艳的红花，在阳光下香
气蒸腾，熏得人糊里糊涂的。睡到迷迷糊糊
时候，听到外面有“砰、砰、砰”的响声。是小
孩子在拍皮球吧。又睡了一会儿，我意识到
那是有人在拍晒的被子。太阳底下，一个个
单调、缓慢、闷闷的声音，灰腾腾地升起来，
就像缓慢地爆开了一个个金色的爆米花。

听着这个家常的声音我又睡过去。在
医院一直睡不好，可现在，从身到心，都享
受着那么熟悉、熨帖的睡眠。那一刻，我觉
得自己真正在“复苏”了。就这样，我也有
了自己的“池塘生春草”。看，我也终于理
解了。

那年入冬后的第一场雪。
他坐在门房临窗的桌前，脚边地上支着一个大

电炉，一圈圈裸露的电丝烧得通红。嗡嗡的电流声，
炙灼撕咬着屋内的一切。

窗外，突然闪烁起晶莹的玉光，如无数不期而至
白色的蝴蝶，上下翻飞，翩翩起舞，时不时扑向窗口，
玻璃上，留下一个个暧昧湿润的痕。无风的暮色中，
似泛起淡淡的银色的雾。

下雪了。他心中一动。
下午一上班，新职工培训总结会后，宣布了岗位

分配方案。十几个人无一留在车间专业班组，全部
分到边远站。宣布完毕，除了他和小赵、小孙、小刘
四人，其余的当场被汽车拉走报到去了。

“马上过春节了，支部研究决定，照顾你们分
到县里去的节后报到，现在跟我走。”车间支部委
员兼民兵连长于师傅，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不由
分说，将他们四人送到了北部的一个正在改造施
工的老站。

老站的院子很大，堆满了未拆箱的设备、铜铝线
材和工具。因春节临近，工地需要专人守护。

“你们两人一班，24小时轮换，直到节后复工。
这里可都是国家财产……”于师傅严肃认真地交代
着任务。“不管是谁，没有我的电话和字条，任何人不
得动这里的一草一木！懂了吗？”

他们一起使劲点头。
住处，是门房临时改的施工人员宿舍，里外两间，

食宿用具齐全。“站里有电话，今晚不回去的，别忘了
告诉家里一声……”于师傅临走，还关切地嘱咐着。

他们四人不愿马上分开，干脆一起留下，明早再
说。

“哟，下雪了，还挺大。”小孙从里间出来，吃惊地
看着窗外。

“咱们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晚饭了。”桌对面的小
刘没抬头嘟囔着。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小赵手捧一本书也
从里间出来，修长的身材，白皙的脸上眉眼细长，嘴
唇微抿着，透着一股大哥的厚道。

此时窗玻璃上，积聚起无数小小的水珠，正迟疑
地缓缓向下挪动着，留下一道道蜿蜒多情的湿痕，让
窗外的一切，变得迷离朦胧起来……

那年是1976年，他16岁，幸运地与一批应届毕
业生留城就业，进了父亲单位。一百多人集中开展
一周的入厂学习后，被分到不同的下属单位，他们十
几人分到了运检车间。这里的保护班、检修班专业
技术性很强，是他们都想去的地方。

十七八个新入职的少男少女，一双双懵懂的眼
中，充满好奇和希望。当天发的工装，第二天便急切
地上了身，毫不遮掩地享受着周围不时投来的羡慕
的目光。

夜幕悄然降临了，透过窗外飘飘洒洒的雪，远处
站房门楣上的灯光，迷离幽幽格外温馨诱人，似乎在
静静地等待着雪夜的归人。

电炉上烧的水开了，壶盖“咝咝”直叫。他提起
壶来，去冲烫盆里的碗筷。蹿出的水溅在电炉上。

“噗”地一声，炸起一股白烟。
两盒茄汁鲭鱼、两盒午餐肉、一大瓶黄桃罐头外

加榨菜和挂面，一一堆在桌上。小孙从“干道猴”口
袋中，掏出一瓶“栈桥白干”、两瓶“红光”葡萄酒。

四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他们围炉而坐，
桌上四个碗氤氲起浓烈激越的酒的气息。

“感受生命悸动的最佳时刻，是夜、酒、诗、友、雪。
今天齐了。”小赵兴奋地双手端起了碗。

小孙端着碗站了起来：“绿蚁新焙酒，红泥小火
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错！今晚是栈桥老白干，红铁大电炉。”小刘机
敏戏谑的话一出口，大家哄笑着，一起举起了手中的
酒。

炉火正红，酒意愈浓。敞开的心扉，时而轻松愉
快，时而调皮揶揄，时而忧郁惆怅，时而开怀大笑……

“我敢肯定，在座的将来必不是等闲之辈！”小赵
酒意阑珊，语惊四座。“不管过去怎样，现在如何，明
天太阳升起，又是全新的一天……来，为咱们的明天，
干杯！”

时间悄悄地过去了。雪，下着。屋内的灯，亮到
很晚。

屋外，雪霁初晴。天地间一派霁雪千峰玉，朝阳
万树金的景象。那冉冉升起的旭日，正荡涤着残存
的阴沉和暗影。素雅圣洁的雪，宁静中，用美的瞬间，
向新的一天和悠悠的岁月致敬……

往事悠悠，远去的青春岁月。

时间如尘，将往事一层一层覆盖。积土成
山，一些事情日积月累被时间深埋。偏偏有
人，执着于已深埋的往事，惦念着那一本残损
得无法翻阅的旧账。比如，我年迈的母亲。

养老中心的胡红旗院长要给她理发，母亲
摸了摸腰间的两个上衣口袋，发现兜里一分钱
都没有。要在以往，剃头师傅背着箱子走村串
巷给村里人理发时，理完头发，村人就会付上
剃头钱，一块、二块，到后来的五块。如果当时
没钱，向剃头师傅解释一下，请他记个账，往后
再来时给他，也行。通常，像这样的欠账，剃头
师傅不会记在账本子上，是否记在了心里？我
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
间，剃头师傅又背着理发工具箱来村时，欠了
钱的人会一分不少地付给他。有时，剃头师傅
自己也忘了，对着前来付钱的人，一脸诧异：

“上次欠了吗？”“欠了，我记得哩！”村人一边递
过钱，一边还邀请剃头师傅到自家吃饭去。

我考取中专的那年暑假，准确地说是新学
期快要开学了，就在我家办完升学宴的第二
天，剃头师傅义龙来到我们屋场。那天上午，
父亲把义龙请到我家，对他说：“给这娃也剪个
发吧，他马上要到池州上学去了。”因为腿脚残
疾，没有走出过乡镇的义龙，当然不知道池州
在哪个方向，只听说它位于长江南岸，离我们
的家乡很远很远，有两百多公里。义龙一边点
头应是，一边夸我父亲育子有方，夸我有出
息。那天中午，父亲留义龙在我家吃午饭，说
是头天办的酒席，家里还有些荤菜。义龙没有
推辞，但我和父亲的理发钱，无论怎么说，他都
不肯收下。

我参加工作已有二十四年了，至今都没有
付上当初欠下的八元理发钱，它一直存于我的
心底，让我深深地领悟着那个年代村人之间的
情谊。后来我多次回乡，没遇见过义龙，也没
听人说起过他。每次回乡之后，忙于一些琐事
和应酬，我也没有刻意去打听义龙的消息。印
象中，他当年单身，因患有小儿麻痹症，靠到周
边村庄理发为生。二十四年过去了，我的父亲
离开了人世，我的母亲已成了年迈而不能自理
的病人。义龙呢？他如若尚在人间，现在也是
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这回，母亲表示出了不愿理发的意思，直
到胡院长笑着说：“你理发的钱，我记着哩，等
你儿子过来了，再付给我，不迟。”母亲这才同
意，被搀扶着坐在一张椅子上，像一个听话的
孩子，接受着胡院长的推剪。事后我去看她，
她一听到我的声音，便说：“前两天理了个发，
钱没有付，你等一下付给人家。”尽管理发是养
老中心的应尽之义，我还是答应了母亲。她说
人家帮她理发，费了不少的时间，又没有在她
那里吃饭。

母亲现在已记不清楚自己住进了养老中
心。其实，她住进来有近一年的时间了。近八
十年的岁月和晚年的疾病将她折磨到了无助
的境地。她双目失明，生活又不能自理，精神
时而恍惚，饮食起居全要人照顾。我和妻子没
有太多的精力，只得把她送进离我们近的一家
养老中心。母亲起初不太愿意，后来也慢慢地
习惯起来，因为在那里，有个姓方的阿姨专门
照顾她，还有一个名叫“红花”的大姐按时递药
给她吃。由于小脑萎缩，她已分不清养老中心
和老家的区别，认为自己现在还是生活在老
家，认为这个方阿姨是我请来照顾她的。

母亲说，“红花”欠了她四百五十元钱，已
有十五年了，至今都不还给她。这当然是一桩
不存在的事。红花是养老中心请来的员工，与
我母亲之前从未谋面，哪来的欠账？我顺从着
母亲，问红花什么时候向她借过钱？母亲说，
那是十五年前，她在柄水家门口卖棉花，当时，
红花为筹借三个娃的学杂费向母亲开了口。
作为一位母亲，她深深理解母爱的厚度，于是，
不假思索地将卖棉花的四百五十元钱一分不
留地借给了红花。母亲说得真切。她说红花
的大儿子都结婚了，这钱还没有还上，她要将
它要回来。

我安慰着母亲，说这是一笔旧账，也许红
花早已把钱给还了，只是她自己忘了而已。母
亲说：这不可能，她一直记得。为避免误会，我
背着母亲，向“红花”作了解释，希望她不要介
意一个精神失常老人的言辞，并将四百五十元
钱递到她手上，请她再还给我母亲。“红花”很
配合，不但把这钱给了我母亲，还向我母亲道
了歉。为“红花”之举，我向她表示了深深
谢意。

后来，母亲再也没有向我提起过那桩事。
上次我去看她时，她说“红花”当年也不容易，
分家分了许多外债，还要养育三个孩子。“撑起
一个家，哪有那么容易呀！”是呀，母亲的感慨
再一次撞击着我的心灵。她当年省吃俭用，供
养着我和姐姐，供我上小学、初中和中专。这
一笔账过去了许多年，至今却刻在我心灵的深
处，每每念起，都想落泪。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一车人抵达了密
林深处。

我左顾右盼，打量着近在咫尺的山峰、
密林，使劲嗅着清新的空气。兴奋，激动，甜
蜜、快乐，幸福。我能想到的美好词语，还是
太贫乏了。

那几个人，我几乎都不认识，只能责怪
自己社交面太狭窄。我们面对面，几乎看不
清对方的表情。只有那浓重的、无边无际的
黑色在漫溢。

有一个人说：“哦，那儿有一个长寿泉！”
长寿泉？我的好奇心被烧灼了。那个

人用手指了指前面。是一个深深的壕沟，应
该是一条山溪吧。我已经看不清那个人指
的是壕沟，还是壕沟那面的山峰。无论哪一
个，相距都不过几米远。

第二天，吃罢早餐，便迫不及待地走向
长寿泉。那一条两米多深的壕沟，的确是
一条小小的山溪。跨过小桥，就是长寿
泉。旁边这条路，通向山脚下。山上到处
都是高高低低的植物，因为是深秋，山上的
植物以黄色为主，尤其是高高低低的杂草
和泛黄的叶子，构成了山的主要颜色。红，
绿，是次要的色彩。

长寿泉，不知道源头在哪里，也许在山
的某一处。细细的泉水是通过塑料管流出
来的，那管子的粗细和家里的水龙头差不
多。旁边立了一块水泥做成的牌子，上面镌
刻着“长寿泉”三个字。我弯下腰，用手掬一
捧清冽的泉水，喝了下去。那股清澈的泉水
带着深深的寒意，似乎还带着山上植物的、
泥土的芬芳，又带着果实的甜味儿，一下子
塞满了我所有的器官。也难怪人们如此钟

情大自然，大自然丰厚的馈赠的确有沐浴肉
体和灵魂的效果。

走向长寿泉的时候，发现有两个同车人
说说笑笑向小桥那边走去。我想喝上一口
泉水，再去追赶。但等我从长寿泉爬上来的
时候，那两个人已经不见踪影了。我一溜小
跑，但又不能拒绝那些植物的诱惑。比如
说，一棵树上有红红的果实，我就想看看那
是什么果实。比如说，一枚好看的叶子，会
让我驻足数秒。山上的杂草密布，灌木横
生，只有树保持着独立的个性。许多树木叶
已经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但它们
那种英武坚强的样子很让我钦佩。小时候，
我是上过山的，旧时回忆和眼下的一切都在
重叠。我想，文学是个好东西，可以唤醒我
们对过往熟悉事物的热情。很可惜的是，山
中的植物我所识甚少。

这座山上，有大片大片的栗子树，有的
都有五百年以上的树龄了，令人震撼，敬
畏。初见那几棵栗子树，我的嗓子就像是被
卡住了一样，惊愕得无以复加。栗子树下，
落满了栗子壳。壳还是绿色的，栗子已经被
村民收走了。但我还是能零星地捡到几颗，
我好奇地用目光搜索。那几棵五百年的栗
子树，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树上还挂着古树
的牌子。有的栗子散落在地上，这可是松鼠
们享用过的，我似乎都能看到小松鼠们食用
栗子的可爱场景。山上的栗子树，基本上都
是村民自己种植的，当然也有野生的，只不
过野生的也已经名花有主。

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蜜蜂，或者说一只蝴
蝶，不停地发现惊喜，不断地发出惊叹。尽
管如此，我还是惦记着追赶前面两个人。遗

憾的是，我始终追不上也看不见他们的身
影。我累得气喘吁吁，头上都冒汗了。令我
苦恼和沮丧的是，他们两个说话的声音，那
么响亮，犹如相隔一步之遥。这山不高，坡
不陡，就是山路太弯曲。山下的村庄都尽收
眼底了，清清楚楚。我再追下去，就要追到
山底了。

哎……
我刚刚发出一声长叹，王维的一首唐诗

突然浮现在脑海里：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
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一不留神，
我走进了唐诗中。这不正是诗中所表达的
意境么？从前读这首诗，觉得很美，但始终
不能理解深层意思。深山不见人，怎么能闻
到人声呢？那得隔多远啊！纸上得来的东
西，无论如何都不能和亲身的体验相比，只
有亲历了，才能更好地理解诗歌所创造的
美、营造的意境。看来读书也好，写作也罢，
和阅历相互结合才能抵达尽善尽美的境地。

我能背诵的唐诗极其有限，幸运的是，
这首诗我深深地镌刻在脑海里。当浮现在
脑海的时候，所有的不快和疲惫一扫而空。
我激动得浑身颤抖，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
人。也许在以往的登山途中，我也有类似的
经历和体验，但我没有想起这首诗。一切都
是被遮蔽着的，一且都是沉睡着的。

远远地，我看见一个老者扛着一个硕大
的空塑料桶，从山底下爬上来，准备去长寿
泉那里打水。我本想问问老者，一路走来，
是不是看见那两个人了，但我转而一想，还
是不问的好，因为我还沉醉在唐诗的意境之
中，犹如在做梦一样。我往回转，默默品味
着惊艳的发现和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