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语下午，看书疲倦了，就上谷山去

走走。走到高高的谷山上，俯瞰山

下的城市，城市里的喧嚣已是听不

清了。

向右拐进长廊，廊上爬满着繁

盛的凌霄，外面炎热，长廊里却是凉

爽宜人。顺着长廊走下山坡，向右

再走一段小路，眼前便出现一处山

坳，长满各种树木，高大茂密，清荫

满地。林内有一块圆石，我走过去，

坐在莹洁的圆石上。

安静地坐着，就会发现高树上

有许多鸟雀，白头翁、金翅、蜡嘴、画

眉……这些小鸟在繁枝密叶间灵巧

地飞来飞去，肆意鸣叫。斑鸠不怕

人，我望着它们，它们也望着我，一

会儿时间，它们就自顾自地玩耍，在

横枝上追逐嬉闹，树上好一阵热

闹。还有山喜鹊，大大的红嘴、黑色

的头部、蓝色的羽毛、长长的尾巴，

它们胆小，见我坐在那里，就“刷”的

一声飞走了。偶尔会飞来一只伯劳

鸟，落在林外的高枝上，歇息一会

儿，又匆忙飞走了。

要是运气好的话，会飞来一群相

思鸟。它们乖巧漂亮，特别是如红漆

般的小嘴，最是让人喜爱。它们在树

上打闹一会儿，又很快地飞走了。有

时听见林中“笃、笃、笃……”的响声，

我知道那是啄木鸟。不敢稍动，怕惊

走了它，便久久地坐着。这时，从密

草深处走出一只戴胜鸟，它漂亮极

了，头戴高高的扇形羽冠，身披黑白

相间的鲜靓羽衣，像一个贵妇，一步

一点头地走了过来，一抬头猛地望见

我，愣了一下，转身就快速地飞跑开

了。有时飞来一只乌栋，身材俊俏，

全身玄黑，一张大黄嘴，叫声清脆嘹

亮。我靠着树坐着，听着悦耳的歌

唱，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啊！

林内清风徐徐，草木清香，鸟鸣

如歌，鸟飞似舞，童话般的一个美好

乐园。《诗经》里吟唱道：“伐木丁丁，

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不是懂

鸟语的古人公冶长，但也能体会得

到高树上这些鸟类的自由和喜乐。

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里有一位“昆仑三圣”何足道，他能

弹奏焦尾琴，琴音吸引各种鸟雀纷

纷飞来，宛转啼鸣，以至盘旋飞舞，

毛羽缤纷。何足道的本事，我可是

一点儿也没有，徒有羡慕的份儿。

我所能做到的，只是一有暇日就来

到这片树林，静静地、久久地坐着，

那些鸟类就很自然地飞来。时间久

了，它们知道我没有相害之意，放心

大胆地在这片密林里飞舞鸣唱。

我喜爱这些大自然的精灵，静静

地与它们相伴相悦，望着它们绚丽多

彩的羽毛，看着它们自由自在的舞

蹈，听着它们婉转悠扬的歌声——我

也就心满意足了。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谷城县谷

伯中学）

鸟鸣嘤嘤
□付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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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须者衣食，不过饱与温。蔬食

足充饥，何必膏粱珍。缯絮足御寒，

何必锦绣文。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

孙。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

贫与素，偕老同欣欣。

新婚燕尔，对着新婚的妻子，会

说 些 什 么 呢 ？ 近 读 白 居 易 的《赠

内》，不禁哑然失笑。尽管他也呢喃

着说，夫妻之间要相亲相爱、白头偕

老，但更多的却是教育妻子要勤俭

持家、安贫乐道，并且还以“清白遗

子孙”来相规。这样不解风情，白居

易也真是着魔了。其实，这也正是

白居易的可爱之处，更是他一生的

真实写照。

白居易说“清白遗子孙”，其实

源于他的家风传承。他的祖父白锽

直言敢谏，不畏权贵，史称他“为人

沉厚和易，寡言多可，至于涉是非、

关邪正者，辨而守之，则确乎其不可

拔也”。他的父亲白季庚担任徐州

彭城县令时，亲当矢石，日夜奋战，

终于挫败李纳叛军的图谋，可谓赤

胆忠心。白季庚一生为官清廉，甘

守清贫，死后竟无力安葬。他的叔

父白季康，致力为民除“三害”（蝗

灾、火灾、水灾），曾亲自下田劳作，

赤脚挑担固堤，后人赞其治下的溧

水“ 蝗 不 入 境 ，火 不 延 二 ，水 不 停

宿”。父亲死后，白居易投奔白季

康，叔父教导白居易为官之道：一要

克己省身，自奉俭约；二要秉公执

法，不畏强暴；三要施惠于民，革除

弊政；四要身体力行，躬身实践。正

是因为长辈的影响，白居易一生都在

想着“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

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家风对自

己的深刻影响：“吾家世以清简垂为

贻燕之训，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坠，

小子举而书之，亦无愧辞。”

那时尽管有科举考试，但是却盛

行向权贵请托以平步青云的风气，但

是白居易不愿阿附达官显贵，坚决依

靠自己的努力。他曾自豪地说：“三

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

俊，入侍冕旒。”而且，他还将其写进

家训：“勿慕贵与富，勿忧贱与贫，自

问道何如，贵贱安足云？闻毁勿戚

戚，闻誉勿欣欣，自顾行何如，毁誉安

足论？无以意傲物，以远辱于人，无

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

白居易为官关注民生，能深入民

间，体察百姓苦难。初入仕途，他担

任周至县尉，便写下了《观刈麦》：“足

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田家输税

尽，拾此充饥肠！”而面对县官徇私枉

法，他敢于坚持正义，为民伸冤，即便

被打击也不为所动。当地老百姓因

此写了一首民谣礼赞他：“县尉来，云

四开。青天露一块，百姓把头抬。冤

有头来债有主，衙门从此向北开！”到

地方任父母官，他更是把兼济天下的

理想落到行动中。担任杭州刺史期

间，他主持修筑白堤，蓄积西湖水，以

利灌溉，疏浚六井以改善民生用水。

而当他从苏州刺史离任时，刘禹锡更

是写下了“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的诗句，可见当地老百姓对他的感激

之情。

为民立命则是白居易一生的追

求。晚年，他隐居洛阳龙门香山寺，

看到伊河河道淤塞，船夫被迫“大寒

之月，裸跣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

夜”，不由寝食难安。他拿出积蓄，变

卖银鞍玉带，筹集经费以开凿河道，

为民众减轻苦难。“心中别有欢喜事，

龙门开得八节滩”，那是怎样的一种

欢乐啊！

白居易廉洁自守，一生都在晒自

己的收入。做校书郎，他满足地说，

“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做左拾

遗，他开始觉得内心有愧了，“月惭谏

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做了苏

州刺史，他又写道，“十万户州尤觉

贵，二千石禄敢言贫”；做了宾客分

司，“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当了

太子少傅，则“阴俸百千官二品，朝廷

雇我做闲人”。一路走来，白居易对

自己所得俸禄始终抱着敬畏之心。

我想，他如此公示自己的收入，主要

是不给行贿者理由，也不给自己受贿

空间吧。卸任杭州刺史，白居易只带

走两块天竺石，还觉得有伤清白，专

门写了一首诗自责：“三年为

刺史，饮冰复食蘖。唯向

天竺山，取得两片

石。此抵有千

金，无乃伤清

白。”由此也能

看出，白居易

律己之严之苛。

“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纵

览白居易的一生，谁还会只觉得他可

爱而不可敬呢？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东至县第二

中学）

烛影摇红
过雨清圆，梦边锁冷香飘忽。千

层凝碧醒风来，敲玉声清绝。甚有鲛

珠恋叶，在深心、相思幂结。渐洇红

泪，婉转流光，翻成久别。

晓是情浓，更还怯素商时节。盈

盈零落不成漙，连绿钱都缺。聊折霜

蓬念远，失鸿鳞，江天寂阔。几多愁

惹，照影空余，滑波霜月。

虞美人
一时清梦莺声扰，湘北差程到。不

知底事瘦诗肩，却见门前垂柳色如烟。

去年梅瓣参差舞，落是今年雨。中

心往事渐回潮，方觉相思于骨不曾消。

醉花阴
楼外箫声烟外树，吹破江天楚。

望里尽萧疏，过雁堪嗟，先我还湘去。

白衣谁送浇忧醑？渐一川寒雨。

新瘦比黄花，不耐秋深，况复深秋暮。

定风波
明灭蟾光透碧纱。罗浮无梦对流

霞。蔓草难图烧欲尽。何忍。断肠不

独为年华。

絮果兰因勘更乱。凄断。风铃解

去海棠花。青骨劫余凭叩问。须信，

佛仙除却未还家。

渔家傲
又送一年朱转碧，茶烟药裹消残

日。望里飞鸿如旧识，应记得，中州三

五清蟾色。

岂独容颜容易失？东风不借词人

笔。老去梅花思故国，都随水，伤心何

论江南北。

瑶台聚八仙
杖履来宾。梳裹就，高鬟半鉴烟

津。百步九折，溪叠绀石纷纷。忽献

分香千万亿，梅花指认作前身。忘红

尘。未因地僻，一派清真。

曩贤渊明若到，应结庐唤取，桃李

芳樽。学士踵武，银鱼板荡俱焚。可

怜芳草萋萋，又还是婆娑覆劫痕。灵

台愿，共山川不老，风物常春。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中心

小学 姚举旗）

负暄琐话

一直感谢我的祖母和母亲，是

她们让我从小学会做饭，让我把自

己的深情厚爱藏进一粥一饭中，用

小小的杯盘碗盏，演绎人间的天伦

和生活的美好。在外求学的女儿，

每次回到家吃上我做的饭，都会忍

不住咂咂嘴，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说：“好吃，妈妈的味道！”这是最暖

心的话语，也是最大的幸福。

日本电影《小花的味增汤》曾经

感动了无数人。其中，阿花妈妈非

常具有生活哲理的一段话发人深

省：“阿花，做饭这件事与生活息息

相关，我要教你如何拿菜刀，如何做

家务。学习可以放在第二位，只要

身体健康，能够自食其力，将来无论

走到哪里、做什么，都能活下去。”从

此，4岁的阿花跟着生病的母亲开始

学做饭。比孩子先来到这个世界的

父母，也许无法陪孩子走完一生，那

么教给孩子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阿

花的妈妈说，“是让孩子一个人也能

好好活下去的能力”。正因如此，在

母亲去世后，幼小的阿花用踮着脚

尖做出的糙米饭和味增汤拯救了郁

郁寡欢、消沉度日的父亲。

有句话说得非常好：“食物里蕴

含着大千世界，烹饪里也藏着万种

乾坤。”做饭不仅是一项生存技能，

也是一种生活艺术，更是一份爱的

奉献。“竹钗卷青丝，粗衣短打扮，文

火耐心煮相思，久待欢情愿”，在案

板上一刀一刀地将生活中的酸甜苦

辣细细切碎，在油锅里一勺一铲地

将人生的悲欢离合慢慢煎炒，这是

多么富有诗意的人生啊！“一盘味纯

真，两碗多情叹，为君下厨烹佳肴，

此心天可鉴”，当你轻声地问一句

“饿了吗，想吃什么我给你做”，这应

该是世界上最简单而又最挚爱的表

达，也是夫妻间最动人的情话，最入

骨的缠绵。做饭还是一种善良友好

的表达，汪曾祺就曾说，“愿意做菜

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

对于家庭而言，厨房可是风水

宝地。厨房的烟火，是一个家庭兴

旺的标志；厨房的温度，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一个家庭的温度；厨房的陈

设，每一件都是家人情感的标志；厨

房的味道，充满着爱的气息；厨房的

声音，是一个家庭共同演奏的和谐

乐章。从表面上看，做饭是人生中

最平凡、最简单的事情，但能够坚持

每天为家人奉上可口的饭菜，却是

一件极不平凡、极不简单的事情。

一个家庭，如果常年不开火，冷锅冷

灶，家庭的氛围也会显得冷冷清清。

用钱可以买来许多东西，但通过

自己劳动创造的温馨是买不到的，一

家人在一起劳作的意义非同寻常。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焦作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一粥一饭亦乾坤
□高闰青

人生边上

□章中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