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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碎片
翻开 9 月的日历有点意思，关乎
健康的日期颇多。
先是 9 月 20 日的全国爱牙日。牙
齿在人的器官组织中就体量而言，有
些微不足道，却十分重要。人要活着，
活得好，有尊严，牙齿是重要关口。每
天进食，要通过牙齿进入人体。别的
器官可以定时休息，但牙齿却要不间
断 地 工 作 ，直 到 人 彻 底 闭 嘴 才 会 下
班。有副好牙齿是莫大的幸福。尤其
是老人，牙齿健康意味着幸福指数和
生活质量上了一个很大台阶。坊间有
句话：
“吃嘛嘛香。”香从何处来？没有
好牙齿白搭。然而，牙齿又最容易患
病。据统计，我国有六七亿人患有不
同程度的牙病。估计国外也不会少。
都知道牙医在国外是挣钱最多的职业
之一。何故？说到底是人们对牙齿保
健与健康的重视程度，以及形象完美

最美风景

我站在凌霄花下已有半天。如此
盛开的凌霄花，我还是初次相遇。只
见一条鲜艳的橙红色，如同一缕霞光，
染红了头上的半边天。不见其首，也
不见其尾，而是深浅不一的红在抖动，
从左至右，在绽放，在歌唱，在不停地
漂移。橙红色的绸带上，跳跃着点点
光亮，就像湖中波光粼粼的浪花。仔
细看时，才知道那是阳光钻进花内又
透射的光点，在风的吹拂下花朵相互
捉弄。
这是夏天的光彩，这是我孤独的
宣泄。蝴蝶蜜蜂不知飞往何处，鸟儿
站在白杨树上眺望。唯独这花，盛开
的凌霄花，一枝高过一枝，一朵靠着一
朵，相互挤着拥着，难道不是“风景这
边独好”吗？
我在赏花，花在笑我。每一朵盛
开的花颜色不尽相同，上部呈深红，越
往下颜色越浅，最底端红里透黄，好像
是一杯鸡尾酒，把颜色分配得恰到好

丹桂飘香

那一日的五更天，约了父母去看
明孝陵，母亲让我叫着儿子。
南京东郊处处有高大的桂花树，
空气里弥漫着桂花的醉人香气。此时
的天空还是沉沉的暗青色，细雨蒙蒙，
秋风微凉，密林里的柏油小路闪烁粼
光。初黄的树叶被初秋的风雨带了下
来，夹杂着满地的橡果，犹如看到童话
里松鼠一家人正在收集过冬的果实。
没有旁人，天色微亮了一点，偶尔
有早起的鸟儿鸣叫和银杏果实落地的
声音。明孝陵厚重地沉落在参天林木
和雨丝雾霭之中。踱过御河桥，
天地之
间的中轴线上，一道闪着银光、间着青
苔的马牙石路，
引着你，
来、
来、
来，
穿过
黄瓦、
朱门、
红墙的文武方门，
走过那尊
脖子奇短的驮碑龟趺托起高大石碑的
碑殿，踏上恢宏的享殿，不由自主就伸
出了手，
触向那断垣残壁中的雕栏玉砌
——这些是蚣蝮，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里
龙生九子中的老三，
好水，
又名避水兽，
故常被雕于桥梁或建筑上。它们头部
像龙，不过比龙头扁平些，头顶有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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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健康的月份
的要求越来越高。不过现在国人对牙
齿的爱护与美观也越来越在意，种牙，
补牙，镶牙，舍得花大钱。这是好事。
人们确实应该善待牙齿。牙齿不仅
有咀嚼作用，
发音、
骨量、
美观都与之有
关。有一副好牙齿，
就等于有了一套好零
件。零件优良，
产生的效果不言而喻。
接下来是 9 月 21 日的世界阿尔茨
海默病日。这个病就是常说的老年痴
呆。记得多年前去深圳，
一位朋友说他
母亲九十二岁高龄了，
我听了既羡慕又
感叹，说他有福气。不料他摇头叹气
说：
“我母亲什么也不知道，
啥人也不认
识。只是喘气、吃饭而已，已经十几年
了。”失忆、失语、失用、失认，行为也会
完全改变。老年痴呆面前，
人格、
尊严，
统统消失殆尽。而此病之因迄今未
明。换句话说，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
世界卫生组织几年前做过统计，
全球阿

凌霄花

●王溱

尔茨海默病患者大约两千五百万。这个
数字令人痛心又令人担忧，
因为随着全球
老龄化比例的升高，
此症患者的比例也会
增大。所以人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既要关
爱患者，
也要从容面对。
搭桥、支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医学
名词，这些年心血管疾病已逐渐升为威
胁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许多人看上
去一切正常，但一觉醒来，噩耗相传。阴
阳两重天，就在猛然间或瞬间。每年全
球二千万鲜活的生命，不分年龄，也不分
地域，一不小心，便驾鹤西去。提醒和忠
告人们，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饮食、运
动、作息，都能很好地保护心脏。要想活
得更好，
就要善待自己的心。
9 月 ，还 有 世 界 避 孕 日 、国 际 聋 人
日，都与健康相关。9 月也是继往开来
的季节，夏去秋来。人们只要健康地活
着，一切都会美好。

●隋玲玲
你静静地站立在那里
时不时抬头仰望星空
蓝天为镜 白云为伴
盛开的笑脸朝阳般灿烂
春风突如其来
向你探探头
忽而转瞬即逝
细雨不期而至
缓缓滋润你
温柔地呵护备至
喜鹊喳喳的，啼叫
激起春的乐章
奏响大自然的旋律
我总是悄悄靠近你
暗自欣赏你的千娇百媚
花开肆虐
洗去了我一身的疲惫和忧伤

犄角。它们寓意着四方平安，
雕刻得栩
栩如生，
令人望而生畏。
巨大的方城展开在眼前，墙面由
一道道巨型的条石砌就，中间的圆拱
形隧道透着一道光亮。沿着五十四级
台阶而上，迎面是十三层条石砌筑的
宝顶南墙，里面是深埋朱元璋和马皇
后的地宫。远处的钟声不时传来，三
三两两的人多起来，观景的，晨练的，
甚至是街边卖早餐的。路面的落叶和
橡果已被清理干净，烟火气把皇陵从
每夜的沉睡中带回了现今。
返回青岛的时候，银杏叶嬉闹着
争相变成了金黄色，女儿捡拾了一大
把银杏叶，这是幼儿园课堂上讲的小
扇子，她挑了一枚最漂亮的放在我的
额头上——那一刻，我仿佛见到了浑
厚缄默的明孝陵，看到了原始部落的
人们刻在额头的图腾，听到了惊醒世
间名利客的晨钟暮鼓。博爱的大地母
亲给我了第三只眼，闪电般历数已知
与未来——这季节到了秋天了，承接
着春天的希望、夏天的欢舞，又带给冬

雨思

起来，似乎有所回味，它好像预感到要
发生什么，最后干脆连枝叶也不愿伸
展 。 再 后 来 ，凌 霄 花 没 了 ，村 子 也 没
了。我很遗憾地想，当时怎么不和它留
张合影呢？
度过了几年的光阴，我在这里遇到
了，遇到了这棵旺盛的凌霄花，如此之
红，如此之密，橙红色的绸带蒙住了粗
壮的盘虬卧龙般的树干。花继续开着，
欢乐地开着，把我的灵魂染红。
我家的那棵凌霄花没有了，而我在
他乡扎了根。花有它的不幸，而人则可
以选择栖身之地，但生命的存续是平等
的。我摘了一朵花，这是我生命中唯一
的一次摘花。我默默地凝视着它，感受
着它的花蕊里存放着的对生命的诉
求。它只是百花中的一朵，正是这一朵
朵的花，装饰了冷漠的复杂的世界。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宁愿站在凌霄
花下一生，也不愿走入充斥着油烟味的
他乡小巷。

沉静的秋天

悦读

又见花开（外一首）

●张京会

处。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吊
在树上的彩色小喇叭，又像是一个少
女的嘴唇，微微含笑。
我折弯一条幼枝，凑近与一朵花
对视。我屏住呼吸，好像有一肚子话
要说，可不知道说啥，突然觉得这条橙
红色的绸带，轻轻地披在我的身上，遮
住了燥热的光线，立即有一股凉意从
上而下，从下而上，反反复复。它带走
了一直困扰我的浮躁和焦虑，那是关
于往哪个方位行走的决心。此时，我
已沉浸在繁花锦簇的凌霄花下，其他
的都是浮云，那些美好的语言也会分
崩瓦解。
我不只是发现它外表的光彩，淡
淡的清香也会扑鼻而来。我无法拒
绝，阵阵的香味好像也带着色彩，轻轻
地在我身边萦绕。忽然我想起了故乡
院墙边上的那棵凌霄花，它依墙而上，
然后自东而西攀爬，直到院门口。但
它花开稀少，颜色淡黄。我现在回想

青岛
报

一场春雨
一缕哀愁
一抹光阴

纷飞了记忆
泛起了涟漪
荏苒了岁月

多想就这样
单纯地走进你
像雨滴落在地面
像阳光洒满天空
像小溪汇入大海
执一把油纸伞
遮挡阵阵凉意
抛一地落花
漫溢丝丝余香
蘸一笔青墨
浸润悠悠文字
凉风乍起
思念蔓延
从天空到地面
到每一个角落

雨中的斑马线
●宋香宁

天以果实，寄语明年以祝福。这就是秋
天了，没有春天渴望成长的蛮劲，没有
夏天炽热的繁华盛大，没有冬天皑皑雪
山前万家鹅黄灯光的温存，却有着厚积
的沉静，有着承前启后的果实，有着终
于明白了生，后又知道了死而更加不懈
的努力与珍重。
秋天的沉静，不是消沉，不是寂寞，
没有孤单，
没有自怨自艾，
强壮的枝叶自
愿渐渐变得干枯，那是凝聚着最后的力
量，
把历史刻在时间里，
把更好的生留给
土地，留给明年的新芽，留给万物的永
存。人到中年，
是崭新的开始，
经历过的
都已成为了人生的财富，承接着给父老
以反哺，给少儿以滋润，不忧不惑，在一
分一秒的时间里做出着自己的努力。
那一日的初晨，在享殿宽瀚的石阶
前，母亲和我捡拾着千年银杏落地的白
果，父亲端详着滴水兽形，儿子寻找着
鸟儿鸣叫的来处，丈夫和小女儿还在东
郊酒店沉睡于桂花香里。这是沉静秋
天里温馨的一个画面，值得留存并借以
参悟在每一个清晨里。

●隋同玄
雨中的斑马线，
冲得洁白无染。
享受着点点滴滴的温润，
那么娇羞，
我不忍心踩过去。
雨中的斑马线，
一片秋叶落在上面。
雨水紧紧地把它们粘贴在一起，
一个纯粹的偶遇，
拥吻得那样情深自然。
雨中的斑马线，
一只麻雀飞落在上面。
不为觅食，
只为洁净得矫情，
张开小嘴欢快地叫了几声。
雨中的斑马线，
没有了脚印和污垢。
温柔了忠于职守的威严，
映在上面红灯绿灯，
依旧变幻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