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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任随平

物语

骆宾王的父亲当过县令，不过死

得很早，没有什么政治背景。骆宾王

曾在道王李元庆府中做属员，但也一

直未受重用。一次，李元庆召见骆宾

王，还让骆宾王写篇“自我简介”。这

本是一个好机会，谁知骆宾王的“怪

脾气”上来了，他在《自叙状》中既讽

刺又挖苦地说：“若乃脂韦其迹，乾没

其心，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腼容冒

进，贪禄要君，上以紊国家之大猷，下

以渎狷介之高节，此凶人以为耻，况

吉士之为荣乎！”

这样恃才傲物的骆宾王，当然难

以在官场中发迹，直到30多岁还是一

个白丁。后来，骆宾王在现实的压力

下不得不弯下了腰杆，开始向一些大

小官员上书自荐。从他遗留下来的

文章看，简直有些“病急乱投医”的情

形了：他向巡察各地的廉察使，吏部

的尚书、侍郎，任地方长官的州刺史

上书，甚至还包括一些县令、县主簿

等小官。

麟德元年，唐高宗李治到泰山封

禅，齐州各界推举骆宾王写了一篇

《请陪封禅表》，骆宾王因此被封为奉

礼郎。这是一个品次极低的小官，后

来骆宾王又做了一段时间部队上的

文职人员。骆宾王的一些边塞诗应

该就是此时所写，比如这首豪情四溢

的《从军行》：

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

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

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

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骆宾王曾被提升为侍御史，这是

他一生官宦生涯的顶峰。其实，像骆

宾王这样的人根本应付不来官场险

恶，不久就被诬蔑下狱。骆宾王在狱

中激愤难言，写下了《在狱咏蝉》这首

著名诗作：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这里的蝉孤影伶俜，正像诗人的

心声身境一般。骆宾王坐了一年多

的牢，才遇赦放出。尽管他出狱后还

被授为临海县丞的吏职，但他早已心

灰意冷，“年来岁去成销铄，怀抱心期

渐寥落”，勉强上任几天便弃官而去。

然而，骆宾王并没有就此销声匿

迹，晚年他参加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

队伍，那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写得

如太阿神剑出鞘，锋锐无比，千年之

后读来仍有凛凛生气。据说，武则天

看这篇檄文时，开始只是嬉笑，但当

她读到后面“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

孤安在”时，就觉得不安了，因为这两

句写得极有煽动性，抓住了唐朝宗室

旧臣的心情，从而激起他们对武则天

的愤怒。武则天甚至感慨地说道：

“宰相安能失此人！”

徐敬业起兵失败后，骆宾王下落

不明，有的说他与徐敬业一起被杀，

也有的说他出家当了和尚。据说，隔

了十几年，宋之问游杭州灵隐寺，碰

到一个老和尚替他续了诗中一联，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这个神

秘老僧就是骆宾王。

骆宾王的一生蹉跎坎坷，所以他

才有这样的诗句：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正是这样的诗句，让骆宾王没有

成为一般的庸俗诗人，而是在“初唐

四杰”中占据一席之地。委屈了一世

的骆宾王，晚年终于做了一件惊天动

地的大事，一吐胸中郁闷。“昔时人已

没”，但那些璀璨诗文却让他永远辉

映在初唐诗坛的天空之中。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清市第一

中学）

□石继航

一天，一个人整理书橱，看见

书橱的一角静静地躺着一大摞旧

信件。这些信件都是年少时的同

学和朋友写来的，在我结婚以后，

它们一直被遗弃在父母家的老屋，

直到数年前我回去，偶然间惊喜地

发现了这些旧物，忍不住把它们带

了回来。

我对这些旧信情有独钟，一是

因为信笺上的字迹都是朋友的亲

笔，或秀雅飘逸，或气势酣畅，使我

联想起它们背后不同个性和风采

的主人。二是因为从信的内容可

以领略曾经的心情、曾经的思想，

它们在纸上原汁原味地保存到今

天，穿越了漫漫时光。再回首时，

当年的快乐或忧伤、幸福或痛苦，

都有一种青涩的可爱。

我收到的第一封同学来信是

在我心情极其落寞的时候。那是

30年前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当同

学正在高中课堂里学习新知识时，

我已卷起铺盖去部队了。生活在

他乡，我仍走不出失学后的那片灰

暗天空。同学的一封信寄到我的

老家，辗转一个月后终于到了我的

手上。信中，这位同学详细叙述了

她的高中校园生活和她遇到的困

惑烦恼，并询问我的近况和今后打

算。信的末尾写道：“把所有的困

苦和磨难都看作是有意义的吧，你

将看到生命的春天正向你走来。”

我几乎是含着热泪读完她的来信

的，脆弱敏感的心被温暖的同学友

情深深感动。

旧信件多数使用的是传统的

老式牛皮纸信封，贴的也是当年

最普通的长城邮票，但信封的大

小不同，里面所用的信纸质量也

不同。有一些尺寸略大的牛皮纸

信封，那是我一个远赴海南的朋

友寄来的，当年贴的不知是什么

邮票，被我一个爱好集邮的朋友

揭 去 了 ，只 剩 下 半 个 黑 黑 的 邮

戳。她在写来的 10 多封信里，一

直选用一种花色淡雅的漂亮信

纸，再加上娟秀的字迹，富有视觉

上的美感。我从她的文字里了解

到她的另一种生活以及人生地不

熟的无奈，之后却断了音讯，不知

她过得可好？

翻阅旧信，读到一封当年同寝

室的姐妹出嫁后写来的信：“我现

在大着肚子，难看死了……”以我

当年的眼光看孕妇的体形，也会用

“难看死了”来形容，如果没有后来

自己的亲身体验，怎能感觉到那份

欲为人母的神圣、喜悦、骄傲和羞

涩呢？今天回味她的这些词语，不

由得笑了。

坐在书房的地上，在杂乱的信

件中，从一封读到另一封，从一个

友人看到另一个友人，多年前的信

件无序地展开，折叠，再展开，仿佛

过去的无数个白天黑夜被我随意

地颠过来又倒过去，有一种置身于

时间隧道的幻觉，不由得想起那首

老歌——《那天下午我在旧居烧

信》……

如今，手书的信件早已寥若晨

星。不由得有些伤感，那些曾经跃

动于眼前、满目详熟的亲切字体，

已随着一个时代远去了。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广州市白

云区新兴私立小学）

《葡萄》 安徽省灵璧县渔沟中心学校 马红伟

骆宾王：宰相安能失此人

负暄琐话·唐才子传②

作客白毛坪龙氏家

小歇农家院，风尘一抹烟。

新茶烹老井，陈酿佐时鲜。

彼此言无隙，平生叹有缘。

抬头星月里，脚下水缠绵。

访巫水源头风雨殿

寻幽风雨殿，我佛坐云头。

斜径草间没，山风岭上遒。

小襟牵杂树，大雁入深秋。

巫水闻傩戏，炊烟百寨悠。

资水源

响水嫁云乡，吟风晓雾藏。

落花波上舞，彩蝶浪尖翔。

树影思残月，鸟音醒旭阳。

出山平野阔，霞帔挂松冈。

登黔峰山

万壑千山险，云深敢觅踪。

老林藏野趣，幽涧隐潜龙。

雨霁风尘尽，雾蒙天地空。

山庵留梵意，满目杜鹃红。

崀山吟

夷水九重碧，丹崖八百奇。

亿年凭造化，一巷竟迷离。

拾韵云台上，掣鲸沧海时。

骊歌犹在耳，瑶女梦迟迟。

游瓯江江心屿

吾着谢公屐，慨然山水前。

鹿城千载阅，诗脉一江延。

树立云中鹤，花开梦里仙。

风襟依韵起，蝶引入诗笺。

（湖南省城步县西岩中学 吴本忠）

灯，一个散发着浓浓暖意的词，当不经

意间念起或想起，周身就温暖着，似乎温煦

的光芒时刻都在照耀着这个世界和这个世

界的每一处罅隙，哪怕是一株细碎的小草。

灯的光芒是走动着的暖。夜愈深，灯

光的脚步愈快；夜色愈是漆黑，灯光的温暖

愈是融融。那一夜，母亲病急，姐姐13岁，

我6岁，父亲在照看母亲的间隙生火烧水，

我和姐姐必须步行 12 里路方能到达临近

的小镇取回药物。出发时已是凌晨，我们

出了村子，沿着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上了

山，呈现在眼前的只有茫茫的荒原和几乎

不能分辨的土路，整个原野之上，丛林、荆

棘、干枯了的蒿草，在风中猛烈地摇晃着，

似乎与寒冷做着最后的对抗。我大口大口

地喘着粗气，听得见自己猛烈的心跳。

又穿过了一座山塬，就在拐过崖角的

时候，一缕昏黄的灯光从山下的小屋透射

出来，随着树木的晃动而闪烁着，似隐似

现。那一刻，我那因黑夜而剧烈跳动着的

心，逐渐开始平缓，感觉灯光就像一双明亮

的眼睛，随着脚步不断移动，不断给我的内

心添加温暖的气息和一些莫名的勇气，似

乎那一缕昏黄的灯光，就是母亲温暖的笑

容，亦步亦趋，跟随在身后。在灯光的陪伴

下，我们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山路，又拐过一

座山，到了小镇买到药。虽然回来的路上，

屋舍的灯光已经熄灭，但我的内心已经有

足够的底气，黑夜也不再那么令人惧怕。

此后我终于明白，生命中有许多夜路

要走，但只要有灯光照耀，哪怕细若游丝般

的一缕，都一定能找到生命明亮的出口。后

来，我不断地想，灯光是不是生命光源的一

部分呢？萤火虫扑朔迷离的尾光照亮了童

年的场院，星辰闪烁的亮光照亮了母亲饥馑

年月的结尾，划过天际的流星照亮了一个人

生命的尾声抑或开启了新的门扉，红灯笼氤

氲的红光照亮了村庄深处夜行人窸窣的脚

步，荒原上稍纵即逝的车灯照亮了一只火狐

出没人间的踪迹，一枚银币跌落大地瞬间的

光亮照亮了一个人弯腰的谦卑……我暗自

思忖，生命自身一定是一只会发光的灯，在

它的隐秘之中，一定暗藏着温暖的光源。

面对黑夜，请用内心的光芒照亮他人

前行的脚步；面对思念，请用双手轻轻开启

故园的门扉；面对荒漠，请用不停歇的脚步

丈量春天来临的距离。毕竟，我们的生命

里已然拥有了一盏永恒的明灯，那么生命

成长的故事里，又怎能少缺了那一束璀璨

的辉光呢？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静宁县城关镇西

关小学）

怀念写信
□曹 娟

人生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