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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未必明了自己的心意
■孙道荣

大学同学聚会，毕业20年，大家的
变化都很大，然而，最让我们意外和吃
惊的是，我们的一个同学，放弃中文，改
行去研究数学了。

这跨度也太大了。
她现在是一家大学的数学教授。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了家乡的县政
府工作，两年后，考取了研究生。学的
却不再是中文或相关专业，而是数学。
一个读了四年中文专业的人，却去考了
并且考取了数学专业的研究生，真是让
人匪夷所思。后来，又读博，留校任教，
至今。

她的经历，勾起了大家强烈的兴
趣，我们都很好奇，怎么就转行去搞起
了数学？

她笑笑，说，其实读大学后，她就后
悔自己高中时选择了文科，后悔高考志
愿选择了中文系。她说，中学时，她的
数学和语文成绩，就都特别突出，既是
班里的语文课代表，又是数学课代表。
她的父亲是本校的语文老师，在高二分
科时，父亲极力主张她选择文科，她自
己虽然有点摇摆不定，放不下热衷的数
学，但又觉得，自己也还是蛮喜爱看小

说的，身上很可能遗传了父亲的文学细
胞。于是，她选择了文科班。高考成绩
很理想，数学近乎满分，语文成绩也很
优异，于是，顺理成章地读了中文系，成
了我们这帮文学爱好者的同学。

可是，她说，进了大学后，她才慢慢
发现，自己虽然语文成绩很好，也喜爱
读读小说什么的，但那根本不是对文学
的热爱，文学作品之于她，就和其他也
喜爱小说的理科生一样，只是一种消
遣。其他的专业课，诸如文学理论、文
学史什么的，更是让她味同嚼蜡，她发
现，一部红楼梦，远没有一道立体几何
难题，让她饶有兴趣。

若干年后，我们才知道，大学期间，
她就经常跑到数学学院的课堂上蹭
课。她也是唯一一个在文学课堂上，偷
看微积分的人。她笑着说，能和你们成
为同学，我自然开心的很。但学习中
文，那真不是我的意愿，至少，中学时
代，我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心意。
所以，后来我义无返顾地选择了数学，
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

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最了解自己的
心意，我们的心，到底在乎什么，在意什

么，有什么愿望，总是我们自己最清
楚。有时候，真的很难说，我们对自己
了解多少，我们的选择是不是真实符合
我们自己的心愿。你以为遵从了自己
的心意，而事实上，很可能像我的同学
那样，一开始的时候，就做出了错误的
选择。

前段时间很流行的英国电视剧《唐
顿庄园》里，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庄园
管家卡森，年轻时曾经与好朋友查理一
起，在一家剧院工作，卡森爱上了一个
女孩，熟料，查理一脚插了进来。在卡
森和查理两个男人之间，女孩最终选择
了查理。卡森悲伤离去，后来，成了唐
顿庄园的大管家。而酗酒又懒惰的查
理，与那个女孩的生活却并不如意，穷
困潦倒不堪。若干年后，查理告诉卡
森，她死了，他们三人之间的恩怨，也该
了结了。查理在与卡森告别时，说出了
一个秘密：女人在临死之前，告诉他，她
真正喜欢的男人其实是卡森，只是年轻
时的她，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心意。
现在，她就要死了，才终于明白了。

她终于明了自己的心意，并在临终
之前，说了出来。只是这明白，显然来

的迟了点，她自己的，卡森的，包括查理
的人生，都由此而彻底地改变了。但因
为她而终生未娶的卡森，可以放下了；
虽娶了她的人，但从未得到她的心的查
理，可以放下了；她自己也可以放下了。

不能真正明白自己的心意，真的是
一件无奈而悲哀的事情，它会让我们在
虚假的心意之下，沿着错误的轨迹，徒
耗生命。

当我们在作出某种选择或决定的
时候，也许问一次自己的内心还远远不
够，反复地审视自己的内心，多追问几
次，才能更加接近自己内心的真实意
愿。

而一旦明了自己的心意，什么时候
掉头都不迟。

■范学远

永远的暗香

心香一瓣

闲坐烹茗

不遇的遐想

■马毓敏

不遇，就是没碰上，扑了个空。
存心去看朋友，推掉别的应酬，放下

手头的事情，起个大早，穿上整洁的衣
服，提篮携壶，去赴一场美妙的心灵之
约。

一
这一路走来，山欢水笑。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林深时
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
碧峰。”耳濡目染，皆是喜悦，隔河那边的
狗叫得那么欢悦，路边的野桃树在晨光
里更显娇艳。山路越走越小，小到没有，
深山幽谷自有洞天，那些大大小小的鹿、
松鸡、狍子，总是被足音惊飞逃走，而人，
也难免被它们吓一大跳。阳光在树林中
跳跃，光与影的律动一似水与风般默
契。以前也走过这路，在溪的那头，原有
一古寺，老僧皓须白发，视来客为有缘之
人，施茶施饭。茶是野茶，饭是园蔬。今
天老僧似是托钵出门，钟也不曾听见。
走出山林，目光可以看得很远，那一丛茁
壮的竹子仿佛要刺破头上的蓝天，对面
山峰上的瀑布白练一挂，点破了青山无

语，平添许多生意。
山花如笑靥，清溪似琴弦。
山路曲折，转过一个弯，就到了老朋

友的家啦。
问什么？什么都要问，年成丰歉，儿

女婚嫁，腿脚矫健；
问什么？什么都可以不问。只顾喝

酒，喝它个玉山倾颓。
说到酒，手里这一壶可是真正的好

酒啊，比兰陵美酒还要醇厚，那是埋在地
下十八年的女儿红，来自几百里外稽山
镜水的越州。好酒分享好友，一同求仙
上天台。

老远就开始嚷嚷：老戴，老戴，看我
给你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声音在山谷间回荡，嗡嗡，嗡嗡。
主人不在家。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谁也不知

道他几时回来。
戴天山，你个臭道士 ，你说你去哪

儿啦？你居然不知道我李白今天要来看
你吗？！真正岂有此理！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天光渐暗，戴道士家门口的松树下，
满身酒气的李白躺在青石板上，呼呼大
睡。旁边，一双白鹤在悠闲踱步。

二
羽扇纶巾？那是诸葛亮与周瑜，成

竹在胸，悠闲潇洒，谈笑间，曹操的水军
顿时灰飞烟灭。这会贾岛对自己的行头
没有任何关注，竹杖芒鞋之外，那一只所
谓的诗囊，就是他全部的心血。任它风
急天高，任它山猿哀泣，山路崎岖崖岸高
峻并不能阻挡求仙问道的决心。不忘初
心，方得始终。他懂这个道理。

许许多多的读书人都在长安道上奔
走，晨鸡声中出门，板桥霜上夜归，早拜
达官，午谒名流，求功求名求利禄。

只有他这个寒酸的诗人，却是反其
道而行之。从长安出发，朝着秦岭的莽
莽大山出发。这一阵急急行走，只为那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者。

长安城里说起这位隐士，那是一片叫
好声啊，看他就是个下凡的神仙，餐霞衣
云道骨仙风之外，还悬壶济世施惠百姓。

灵芝生于红尘，荷花出于淤泥。以

神仙之质而游戏风尘，贾岛对这位隐者
有十二万分的好感，恨不得一步拜倒在
地，告诉对方他的心愿：求收留！

行行重行行。这一路跋山涉水，这
一路风餐露宿，这一路希望在前。

天生一个仙人洞。洞外面松风阵阵
鹤唳声声，洞里面药锄药篓草鞋草帽。

该有的都有，就是没有人。
有人吗？仙鹤无语，闲庭信步。
不死心，朝更远的峰峦呼喊。“有

——人——吗?”
山回谷应：“有——人——吗？

有——人——吗？”
一个七八岁的童子哧溜一下从树上

滑下来，把来访的诗人吓一大跳。
“师父在那边。”童子随手一指。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蓝天辽阔，白云

朵朵，青山层叠，松风阵阵。
访客一脸落寞走下山去。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
山中，云深不知处。”

他随带的布囊里，此刻又多了一首
诗。

我记忆里最难忘的两种味道。
一种是小时候在奶奶的疗养院里闻

到的花草香。病房阳台外就是一整片葱
郁的草坪，翻个矮栏杆就跌在松软的绿
意里。水波般随风起伏的草丛里隐约可
见鲜艳欲滴的小红果，一颗颗昂首挺胸
的，仿佛生怕风拂倒身边的小草时被人
发现自己也弯了腰偷了春意的懒。

那时年纪小，只叫它是“小草莓”，后
来上了学，在鲁迅先生的百草园里认识
了它，原来就是覆盆子。

还有大大小小的假山群，喷泉下游
曳的红鲤，路边的杜鹃和串串红……

大人们来多数都在病房照顾奶奶，
或者严肃地跟医生护士们讲话，我不懂
那些，也不爱看冷冰冰的仪表。

病房里熙熙攘攘的时候我就从阳台
翻出去，在草丛里找我的“小草莓”，坐在
花坛牙子上揪串串红的花蕊吃，清清甜

甜的，几乎揪完一株才罢休，要么在假山
里爬上爬下，趴在喷泉池边撩着红鲤，看
它们在我手下“哧溜”滑过然后躲得远远
的，有时水花还飞起溅在自己脸上，这时
我就趴在池边笑得不能自己。

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弥漫在所有这
些意象里的那股清新干净的香气，不远
不近，清恬柔软。

所有我的这些小草莓，我的红鲤和
喷泉，草丛和花蕊，都沉沉地浸在这股香
气里。我把它们任何一个从我的记忆里
捞起，都散发着这股令人神往的气息。

与其说我把它带进了我的记忆里，更
像是它引领我打开了我那方年幼懵懂的盒
子。

于是我记着它那么多年，难以忘
怀。但我向我父母说起时，他们都不曾
记得。无人为我解惑。

往后的日子里我有时想起它，一想

起来便面带微笑。可我难以形容它，也
无法凭借记忆里的一段香气来作问寻找
它。

直到进入高中校园，那是我记忆里
第二种难以忘怀的香气。

那是满校园的橙花。
跟我记忆里疗养院的香气一模一样

的味道。
我第一次见它真容，很小，很白，普

通的几瓣挺翘的花瓣，细长的淡黄色的
花蕊。其貌不扬。

但我还是喜欢。
香气飘散出来时，天气正渐渐转

暖。少男少女成群结伴，从它身边路过，
阳光打在他们身上，笑容和身姿都分外
耀眼，藏在宽大校服下的躯体和心灵都
充满活力。

我有时中午洗头来不及吃饭，匆匆
去小卖部买些吃的，然后匆匆跑回寝室，

沿途的香气好像都被我一股脑卷回寝
室。洗完头发也来不及吹干，就着阳光
和橙花在校园里飞奔，有时还要特地钻
进橙花树里猛吸几口，心满意足地傻笑
一阵，然后再急匆匆地跑去教室。

毕业那天，我等父母下班来帮我搬
东西。整个校园空荡荡的，夕阳也轻飘
飘的，只有橙花的香味还浮动着。我在
路边站了很久，最后还是跑进树林里，小
心翼翼地摘了几朵，用纸包了一层又一
层。

我怕留不住它。它花型太过立体，
根本压不成书签，花瓣挺括厚实，晒了几
个太阳都晒不成干花，反而还多了一股
淡淡的焦木味。

香味终究会散去的。
不管是疗养院里的，还是校园里的。
所以以后，又会遇到什么香味的橙

花呢？

■潘开宇

楼兰得罪了谁

灯下漫笔

楼兰，一个苍茫大漠上的神秘国
度。千百年来，它留下无数美丽的传说，
未解的谜面。盛装长眠的新娘，风情万
种的芳华女子在鼓乐中翩然起舞，长长
的面纱翻飞在风中，曼妙轻盈。满面风
霜的楼兰向导日复一日穿行于苍茫戈
壁，在驼铃声中老去了容颜……所有的
一切，都随着楼兰古城在一夜之间离奇
消失在大漠风沙中戛然而止。

因为楼兰的特殊地理位置，这个古
代西域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仿佛从它建
国起，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在西
汉与匈奴长达百年的战争中，楼兰国一
次次被无辜卷入。百姓饱受战火之苦，
经历亲人的生离死别，颠沛流离。因为

王昌龄的“不破楼兰终不还”，因为李白
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斩楼
兰”一词还成为了古人建功立业的象
征。

盛唐时期，一边是长安繁华富庶下
的歌舞升平，一边却是边区百姓不时
遭受游牧民族侵犯后的支离破碎。很
多在朝堂上不能一展抱负的有志青年
纷纷投身军旅，在保家为国的民族大
义趋使下，也奋力博取功名以光耀门
楣。他们用青春和才华为后人留下了
无数宝贵诗作，也使得边塞诗成为唐
代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流派。如岑参
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
雄”，王之涣的“杀马登坛祭几回”，李

颀的“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
家”等等，都是名传千古的著名诗作，
让后人在千年后阅读时仍热血激昂，
心生向往。而边塞诗人中最出色的，
便属盛唐诗人王昌龄。

王昌龄出生贫寒，早年困于农耕，年
近不惑才中进士。才华横溢，诗名早
著，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更是让他在刀
光剑影下磨练得更为刚毅坚定。留存世
间的一百七十多首诗作中，有保家卫国
的爱国情结，有男子建功立业的慷慨抱
负，有沙场秋点兵的豪气干云，也有对底
层百姓的人文关情，对祖国西北边疆瑰
丽景色的赞美。王昌龄以七绝诗见长，
后人誉为“七绝圣手”，《出塞》一诗更被

称为唐代七绝的压卷之作。“但使龙城飞
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气势雄浑，苍劲
质朴。而王昌龄的边塞诗之所以能为他
赢得“诗家夫子”的称号，胜在贴近生
活。他的《从军行七首》中“缭乱边愁听
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把侠骨柔情刻
划得淋漓尽致。边塞苦寒，对戍边将士
来说，家，是他们心中最不能碰触的柔
软。琵琶起舞换新声，而思乡情却是永
恒的主题。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
还”。这位在安史之乱中悄然陨落的诗
人，回首一生的风起云涌，浴血沙场，千
言万语，也唯有一句清淡的“一片冰心在
玉壶”吧。

绍台高速
八月的某一天
我开车在绍台高速
秋天像祖母醒来

我知道我叫醒了她
她落在树上、花上和落在
我身上是一样的

我飞起来的速度
酢浆草一路复活
低矮，花红，叶小，无香……

临海一夜
爱人，我将在临海停一停
看看海
那些记得我的人都来了
他们呵呵笑着
击穿深夜的静
我喝了好多酒。波涛汹涌

爱人，今夜我要
离开你的身体
在一个海浪堆叠的夜大喊
你的名字
我要喊着喊着就累了
我要喊着喊着就死了

浅 秋
水路托举远方
盛夏的极致已如水中倒影

穿过桥下。旧日子还在
而打开的天光
大地温黄的肤色
如一个晚上突入的梦境

哦。我谨慎地安排行程
正如叶子
黄了之后
土地缄默下来

橘乡涌泉
橘花很美
小小的橘花很美
风带起不能再碎的银片
很美

我准备写九十九首情诗
献给它
我将积攒了
一路的奔跑和呐喊
献给它

德令哈的黄昏
德令哈的黄昏
我无法判断它的开始
也无法判断它的结束
它像天空
掷给我俩的一颗石子
渐感温凉
在巴音河桥上
我们没有谈起海子的姐姐
恍然一梦
让巴音河的原声
自由流淌
我们谈论江南
三千公里外的爱人、孩子
像遗忘及时跳出来
哦——
再没有哪种力量
可以让一个黄昏如此漫长

情 史
我喜欢一支写诗的笔
我喜欢一支
只为一个人写诗的笔
我把这支笔
别在胸前
给它我的体温
我相信
这灵魂之水的小火慢炖
就是一个人
爱着另一个人

心似天凉好个秋
多么好的日子啊。艳阳高照
大地治好了
骨头里的风湿
多条原路返回的小溪
重新出发
让远方收藏在自己的体内吧
多好啊
一些水给了树木
一些风给了湖面
一些阳光给了跃出水面的某条鱼
或成熟到坠落的某个果子

湘湖诗会 ■蒋兴刚

我准备写
九十九首情诗

梦笔桥2018年1月13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徐益欣校对：杨君

XIAOSHAN DAILY

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