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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在一起

情之所钟

老伴要归来了，乘坐的飞机应该
是起飞了。
那飞机是 12 点钟起飞。在我们这
里，正好是午夜 12 点。或许出于一种
挂念，一种期盼，我的生物钟内早就储
存着的信息起作用了，夜里我忽然醒
了，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刚过 12 点。
我在三个月前回国了。老伴因为
有事，还要住三个月才能回来。这三个
月，我过起了独居生活。
老年人独居的
滋味，真是一言难尽。
人至暮年，
生活已经没有了压力，
没有人催着，逼着，更不愁吃，
不愁穿。
然而，日常生活的调理，力不从心，日
显疲惫。两个人时，常常有个分工，一
人扫地了，一人就揩台拭凳，一人洗菜
了，一人就烹煮，边做边说，切磋商议，

既不显得吃力，
精神上还蛮愉快。
外出
时，
一人锁门，
一人提醒别忘了取下钥
匙。
行走在路上时，都会互相照顾着距
离，提醒路面上的坑洼、石块。需要吃
药的，也有人到时提醒。起夜过后，也
会告知别忘了喝几口热水。一人生活
之后，就没有了这些细枝末节。该做
的，做累了，就只能随它去；不该忘记
的，忘记了，也只能忘记了。就说每天
离不开的做饭烧菜，
多了吃不完，
少了
不好烧。有句古话说，少年夫妻老年
伴，人老了，激情浪漫渐渐远去了，互
伴互助就特别重要，有个老伴陪着伴
着，
那是最幸福的，这是生活实践告诉
我的。
在夜深人静时，那挂钟报时的金
属敲击声显得特别的清晰，好像在告

榴花燃，夏意浓
你从他乡来
从春天的雨幕中掉落
饱蘸了绿野的墨笔
铺陈出一垄垄麦黄
你樱红的唇色
是我梦境里深深的迷恋
轻启贝齿
我就知道
再也忘不了你酸爽的滋味

诉我，飞机已经离开了北美洲，
进入了
北极圈，来到了亚洲……老伴已经在
飞机上度过了好几个小时了，她不会
玩弄座位前的小电脑，
不知厌不厌气？
不知她坐在打边的位子，还是过道边
上的位子？我知道她的脾气，
一般不会
为了自己的需要去麻烦别人的。想方
便，
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一定会请邻座
让一让的。
坐得腰酸背痛了，
也不一定
会到走廊里站上一会儿。这些细小之
事，
要是我在边上，定会提醒她的。
老了，有个伴是多么的重要。
我毕
竟是暂时的离别，马上又要伴在一起
了。
然而，
现实却是残酷的，有的老人，
一半走了，永远的走了，留下的那一
半，
打击该是多么的大？遗憾将是永远
的。
人们会同情他们。
为了过好最后的

朱惠忠
那一段人生路，我希望他们能再找到
另一半。然而，现实也有些残酷，有老
人说，谈何容易！是的，留给他们能找
的那一半并不多，还须得到子女们的
支持，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飞机终于进港了，其实我早就等
在了出口处，凝视着一个个出来的旅
客，生怕眼漏了她。见面之后，第一句
话问的就是，
路上是否顺利？一万多公
里的旅程，
对年轻人来说，
也会有疲劳
之感，别说一位古稀老人了。她说，还
好，亏得有热心的旅客帮助，通关、提
取行李都很顺利。
回家的汽车在高速路上奔驰，我
不再像她在飞机上时那样多思多虑
了，心里特别的平静。因为，我们终于
又伴在一起了。

英子

不在春季，
也忘了秋天
偏是迎着夏夜浓烈的气息
你燃放自己
在拐角旮旯里
开出一朵又一朵的鲜红
我总是仰着头傻傻地看
想着你也许并不孤单
路旁的夹竹桃繁乱地开着
但是那池清水里
将要碧荷连天

你总是不合时宜地开放

陆即仙题画诗
顾建清
清 代 宫 庭 画 家 ，嘉 定 人 陆 遵 书
（1721—1787），字扶远、即仙，号得岑。
乾隆戊子（1768）举人。任主聊城讲席，
归主东昌书院。部铨会同知县，未及赴
任，卒于京邸。
即仙工山水、梅竹、松石、花卉、蔬
果。山水本娄东法，烟云深秀，丘壑不
穷，可与张鹏翀抗衡。写意荒率之笔，
时仿项圣谟。善书，曾以泥金楷书写乘
妙法莲华经三卷于羊脑笺上，成乾隆
御览之宝。著有《得岑馆画跋》
《得岑馆
诗集》
《停云稿》
《燕台稿》
《练川杂咏》。
兄授诗，字苍雅，亦能画，工于写生，
乾
隆壬午（1762）帝南巡，苍雅与即仙并
献画册，均邀睿赏。门人金梦蕙、顾柷，
并传其学。

即仙又擅诗，意境清丽，有香山、
剑南之趣，
其《题古狂弟画睡鸭》二首，
一云：
“睡鸭写来亦自奇，庄周蜨梦未
回时。绿溪春暖溶溶水，
点点花飞总不
知。”二云：
“好教收却竹枝弓，更莫持
竿逐钓篷。
自在得眠依沼沚，
江湖不羡
远凌风。”
另一首题画六言诗，云：
“ 十竿五
竿修竹，一株两株古松。近水似无还
有，远山欲澹还浓。芦叶洲前明月，梅
花村里晓风。
船泛溪南溪北，
人在诗中
画中。”字少胜多，清新明丽。
其自赏其句，
乃又题一画，
云：
“杨
柳堤前夜月，
青花邨里晓风。
船从溪南
溪北，人在诗中画中。
”
是诗如画，
真乃
圣手。

夜跑的坚守
喜欢跑步，便每天上下班之余跑
一跑。头几年是路跑，多是每天晚饭后
一歇，七八点钟辰光，沿马路边跑，但
得挑稍微远一些僻静点的马路，不然
一路跑来躲避人车不及。慢慢地几年
下来，发现即便再偏僻的马路，车子也
越来越多。机动车电动车摩托车自行
车，防不胜防难以招架。
跑步休闲的心
情荡然无存。想着张朝阳还是郁亮说
过，他喜欢跑步因为跑步时一应杂事
都撂下不想了，只必须想着不断调整
呼吸和自己左脚右脚的每一步。在车
流不息的场景里，一直印在心里的他
这话，竟是虚无了。
于是毅然转换阵地。想着索性就
在自家小区里跑吧，虽然螺蛳壳里做
道场也是施展不开的样子，但终究离
家近，省却时间无数。又是几年跑下
来，张朝阳郁亮那感觉又不复存在了。
因为所在是老式小区，机动车停车位
本来预留得少，哪里抵得过人们狂热
的购车欲。日复一日车位便捉襟见肘。
于是原本小区里大片的绿化消失不

路上

随想录
九莉

见，
渐次被硬化为路面的停车位。
而原
本还算宽敞的小区道路，更是大半边
被长蛇似的停车占满。宽路演变成窄
道，还得时不时避让着另半边进出的
车子。于是这夜跑也变得磕磕碰碰和
躲躲闪闪，
有些无趣了。
疑心跑步当做休闲运动是否不合
时宜了。与其夹缝中求生存，
不如放弃
了吧。正迟疑的时候，
一股倡导全民健
身的风尚兴起。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
开始被大力强化，日渐红火。
后来就又
听说了距小区不远的那所小学校操
场，
晚间免费对社会开放，
附近居民健
身者可入。
竟是有十二分的欣喜。
时不
我待，于是再次果断转换阵地，
每晚学
校操场夜跑去！
于今学校操场夜跑也有几度春
秋。
一路跑来自然身体愈显强健，
性情
更加坚忍。
还结交了一众跑友，
交流跑
步所感及生活日常。习性相似的人方
能各美其美而美美与共。这夜跑带来
的感觉真好。
修行如夜跑，
我自有我的坚守。

渔村的小女孩艾小青在海滩上画
画，
她不用笔用杨柳枝，
她不用画纸用
沙子。她画呀画呀，蘸着阳光，蘸着咸
味的海风，
从早晨一直画到中午。
她画
了一条好大好大的鲸鱼。
沙滩的颜色是金黄色的。艾小青
画在沙滩上的大鲸鱼也是金黄色的。
有海潮袭来，
打湿艾小青的双脚，
也打湿了画在沙滩上的大鲸鱼。
“扑腾！”大鲸鱼竟然在沙滩上翻
动了一下！把个艾小青乐得在太阳下
“咯咯咯”
地傻笑。
海潮退去，
大鲸鱼恢复了平静，趴
在沙滩上一动也不动了。
阳春三月孩儿脸，
说变就变，
当艾
小青回渔村吃午饭后回到海边，太阳
已经不见了，
天上浮起了乌云。
下午，大鲸鱼趴在没有阳光的沙
滩上，一动也不动。艾小青有点担心：
太阳公公肯定是肚子饿，回家吃饭去
了，
大鲸鱼会不会也肚子饿了呢？
正猴急来着，
天上下起雨来，
还响
起雷。这是今年南方的第一声春雷呀！

蒙蒙/摄

点灯
雷声滚过海滩，
滚过大海，
滚向天
边……“扑腾！”大鲸鱼竟然在沙滩上
又翻动了一下！
雷声过后是滂沱大雨……大雨冲
刷着海滩。大雨冲刷着海滩上蠕动的
大鲸鱼。
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的雨水硬
生生把大鲸鱼哗哗冲进了大海！
淋成落汤鸡的艾小青又喜又悲。
喜的是大鲸鱼回家乡啰，海里有东西
给它吃；悲的是自己刚有了个新伙伴，
马上就走了……
游入大海的大鲸鱼在墨色的海洋
中就像一团金黄的火焰，欢乐地游呀
游……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金黄色的
大鲸鱼呀。
艾小青像铁钉铆在暴雨中的海
边，朝着游往大海深处的大鲸鱼踮起
脚尖张望。
雨停了。
黄昏来了。大鲸鱼早已无
影无踪。
艾小青还在眺望。时间一分一
秒地过去了，
艾小青正准备离去，听到
大海里有人喊她，
“艾小青！艾小青！”

旅游者的
“行李”
邓宾善
旅行者风尘仆仆，熙来攘往，终极
的收获，
似乎不尽一致。
每当看到男男
女女的旅行者，手提肩负、满载而归的
时候，我常不禁地想：
他们的行李是不
是过于偏重了物质的方面，而对思想
上的行李有所忽略呢？
旅行是解放，是对人的思想的一
种解放。
旅行固然可以给人带来快乐，
但给人带来快乐的并非旅行本身，而
是旅行给人的触动。当人们怀着“无事
日月长，不羁天地阔”的豁达、开朗的
心情，走出家门的樊笼，
来到一个完全
陌生的地方，心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自由。于是，游目骋怀，
“ 仰观宇宙之
大，
俯察品类之盛”
，寻求美的踪迹、诗
的轨迹，思索自然的奥秘、人生的真
谛，
对自己今后将怎样更好地生活，似
乎有了新的感悟。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说：
“ 旅行
是思想的接生婆。”人们在旅游中，不
时触碰新鲜素材，随时产生新思路，有
心者便随手记录，尝试在纸上沙沙“啃
桑叶”，把流淌的感悟注入笔端。写下
就成永恒。正如日本作家鹤见祐辅所
说：
“能如旅行似的，使我们思索的时
候，是没有的。……只要旅行一年，他
的思想上的行李，便堆得很高了。”
因此，高尔基把旅行称为最好的
学校。旅行对年轻人来说是教育的一
部分，而对老年人来说则是阅历的一
部分。旅行途中，新鲜事物时刻伴随着
你。
正因为知识和旅行密切相关，旅行
在人生中才具有特殊的意义。法国作
家卢梭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他任何时
候也没有像独自徒步旅行时想得那样
多，
生活得那样有意义，
“田野的风光，
接连不断的秀丽景色，清新的空气，由
于步行而带来的良好食欲和饱满精
神，
在小酒馆吃饭时的自由自在，远离
使我感到依赖之苦的事物。这一切解
放了我的心灵，给我以大胆思考的勇
气，可以说将我投身在一片汪洋般的
事物之中，让我随心所欲地大胆地组
织它们，
选择它们，
占有它们。
”他徒步
旅行所获得的思想上的行李，对于他
以后的创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由此可见，
思想上“行李”
的轻重，
完全取决于旅行者思想上投入的深浅
程度。就这个意义来说，
旅行者并不是
在旅行，
而是在旅心。

戴达
她定睛一看，是潜游到海岸边的那条
金黄色的大鲸鱼在和她说话哩！
“海龙王的小女儿举行婚礼，特地
让我来请你做她的伴娘！
你愿意吗？
”
“愿意！”艾小青心情雀跃，
“ 让我
回家换一身新衣裳好吗？
“
”不用，你这
身渔家女打扮蛮好的！”
大鲸鱼说，
“不
过，
你要带盏小马灯去！
”
“为什么？”
“ 我的心里黑洞洞的，
我要让你到达我的肚皮里，去我的心
里点一盏灯！
”
“骑在你的背上去海龙王的宫殿
不更好吗？”
“风浪太大，你受不了的，
还是钻到我的肚子里，让我带着你去
海龙王的宫殿吧！”
“好吧，那你等着我！”艾小青说
完，
匆匆回家取小马灯去了。
小女孩要赶着为大鲸鱼黑暗的心
点灯，还要赶着去当海龙王的小女儿
的伴娘哩！
这时，夜色为雨后的大海披上了
一层缥渺的幕纱。
不远处，
渔村的灯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