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从来都没有想过，她一生的付出只
为换你一个回眸；她更没有想到，她所有
的付出都比不上这个回眸。

你也从来没有想过，你接受的所有只
为付出一个回眸；你更没有想到，你享受
的一切都不值于这个回眸。

刚出生的你，世界不怪你，让她忍痛
含着泪送你出产房。 因为你的无知。

1岁的你，开始学走路，她紧紧牵着你
的小手。 世界不怪你，“还没学会走就要学
会跑”，摇摇摆摆地就急着要挣脱她的手，
头也不回地向前冲。 因为你的调皮。

3 岁的你，已经会走会跑，会喊会叫。
她不舍地把你送到幼稚园， 世界不怪你，
一下车便笑嘻嘻地跳进幼稚园，让背后的
她，被拦着说再见。 因为你的不懂事。

6岁的你，会跳会蹦，会说会闹。 她带
你去办入学手续，她排着长队，你却找新
同学去了，世界不怪你，让她担心着急，只
能苦苦享受着你漫天的欢笑。 因为你的淘
气。

12 岁的你，已经懂事许多，她却已经
年近四十。 你毕业考试回到家，一放下书
包便匆匆跑下楼去了。 世界不怪你，让她

端着一碗热汤无助地站在窗口偷偷地看
着你。 因为你的贪玩。

18 岁的你，还算对得起她，天天晚上
狠命备战高考，熬夜到凌晨两点。 世界不
怪你，本可以早早睡，她却天天晚上隔着
门缝来看你，默默地陪着你，怕你营养不
够， 不时端上一杯牛奶或是一盘水果，你
却一副安然享受的模样。 因为你的专注。

暑假快过完了，你还算争气，考了个
好大学， 只等秋季开学踏上人生的新征
程。 世界不怪你，“妈我走了”四个字就成
了她四年的孤独，她想送你一程，你却只
留给她一个背影就消失了。 因为你宝贵的
时间。

23岁的你，刚毕业就找了一家公司。过
春节了，她想要你回家吃顿团圆饭，你说，公
司挺忙的。 世界不怪你，忘了你是她唯一的
孩子，忘了她已经失去了老伴，忘了她住在
偏远的小乡村， 忘了村里那么多人却无一
人是她的亲戚……让她空守寒屋， 品尝着
人间最清淡最冰冷最苦涩的年夜饭。

30岁的你，已经有了自己深爱着的后
代。 她病了，世界上最难治的癌症也抵不
过心中一辈子未愈的伤口。 你表妹打了三

个电话要你回家看看她，你不肯。 连你三
岁的儿子都猜到了奶奶是不是快不行了，
说爸爸我要看奶奶， 奶奶是不是病得很
重， 奶奶到底长什么样儿……你没办法，
带着妻儿来到了医院。

“妈。 ”
“儿子，坐啊快坐，让妈好好看看你。 ”

她硬撑着吐出了十三个字，人世间最艰难
发出的一句话，你没想到这竟然是她进入
另一个世界前的最后一句话，这也成为你
终身的遗憾。

世界不怪你，淡淡地回了一句，不了，
我去帮你买水果，让你孙子陪你。 说罢便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门，永远都没再踏进
这个房门。 因为你的残酷。

45岁的你，终于醒了。世界不怪你啊！
你的母亲，一生走过了 70 多个春秋，有哪
几个是见着阳光的？ 你一声声含着后悔的
磕头声响彻在墓碑当空， 即使你泪流满
面、头破血流也痊愈不了你朝母亲心上开
的那重重一枪！ 你若学会了哭泣，湿的一
定是她的眼！

如果可以，请你回眸。
这是你母亲一辈子唯一的渴望。

漪澜心灵

在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上， 总会有
那么一段文，影响他们的一生，所以董
卿说“一个人，一段文”。 对我而言，那影
响至深的可以说是一段文，也可以说是
一个人———《穆斯林的葬礼》 的女主人
公韩新月。

起初，我在书中接触到新月，对她的
第一感觉就是羡慕。她是那么美丽清新，
她的那双大眼睛是那么的澄澈明亮。 她
从小甜美可人， 乖巧懂事， 为人单纯善
良，外表清新淡雅，如初生之月，又如出
水之莲； 上天赐给了新月一颗才智过人
的头脑，一个倔强好强的性格。 她是那么出类拔萃，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并与同
学打成一片；她对英语是那么痴迷，在见到班主任楚老
师的第一天，就用英语向他问好，在知识的沐浴下共同
成长。 新月的优秀、纯净让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她，她如
一轮皎洁的新月在我的心中缓缓升起。

可是随着我对新月的深入了解， 对她便不再只
是羡慕，还有无止境的同情。 她虽然从小就有爸爸、
哥哥疼，有姑妈爱，可是自打她记事以来，就从未见
过她的母亲， 更没有享受过在别的小孩看来习以为
常的妈妈的关爱。 不知老天是不是也会嫉妒那些才
貌双全的女子， 反正新月是被他折磨得死去活
来———新月 18岁那年，风湿性心脏病发作了,一朵含
苞待放的花还来不及绽放，就已经凋零，这是何等的
残忍！ 当她的爱情来临的时候，她的生命，已经开始
一点点地走向终点了。 她只能躺在洁白的病床上，听
楚老师讲讲翻译文章的事， 透过病房里的窗户看看
外面的世界，憧憬着自己康复后返校学习的生活；她
必须按时吃药，忍受治疗时钻心的疼痛。 尽管如此，
这个柔弱的、看似不堪一击的女孩没有屈服，她拼命
地与死神抗争，用她那对英语、对生命的热爱驱赶疾
病的冷漠与无情。 可是人在死亡面前都是无力的，新
月越挣扎，她的努力反而显得越渺小，越让人替她痛
惜。 她的顽强和对生命的热爱，让我肃然起敬，我心
中的那轮月亮已经高高地挂起，照亮了我的心。

无论是羡慕还是同情,最后还得归于一个字：爱。
我爱这个角色，为了与她亲近，我竟把 52 万字的小
说翻看了不下 10 遍；我疯狂地爱她，甚至因为爱她，
我讨厌书中一切伤害她的角色。 新月成了我心中最
柔软的部分，我不愿跟任何人提起她，因为我怕那止
不住的泪水会淹没我的声音。 当书中的新月终究还
是向死神屈服时，我心中的月亮落了，我的一切希望
仿佛都破灭了。

看这部小说时，我不是我，看完后，我不是原来
的我。 新月的命运给我力量，她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我
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我比新月健康，我有母亲的陪
伴与疼爱。 新月尚且能够勇敢地生活，顽强地挑战命
运，那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拼不去闯呢？

最近，我鼓起勇气，再次翻开了这部让我心碎的
书，决定重新品味这对我影响至深的一段文。 我戴上
耳机，听着书中反复提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小
提琴曲，重温新月的美好。

夜色朦胧，琴声飘渺，西南天际，一轮新月正缓缓
升起。 这轮新月，会一直高高挂起，照亮我前方的路。

新月不落，我亦不败。

如果说人生是一枝“凌寒独自
开”的腊梅，那么坚守自我就是那浮
动的暗香， 只要你耐得住寒冷和寂
寞，你的人生就会香远益清，就会有
熬过严寒苦冬后的灿烂！

世间太多诱惑：成功、掌声、赞美、光
环……我们汲汲以求不失为一种人生姿
态，但若在追求中迷失自我，一如邯郸学
步、东施效颦，就会贻人笑柄。 只有坚守自
我，奋力拼搏，积极于世事，方能成就自我
的辉煌。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
中写道：“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
林， 迷失的人迷失了， 相逢的人会再相
逢。 ”人性复杂，我们往往迷失在自己的那
一片森林当中。 抑或是这世间繁华太多，
我们曾经坚定的心也不再永恒。 面对浮躁
喧嚣的社会，面对物欲横流的人世，有一
种行为叫做坚守，坚守自我，方能奋力前
行。

坚守自我，需要智慧来认清自己。 清
晰自我生命之所重， 张扬自我心中之所
贵。 千金之重，推不倒心中的坚守；名誉之
盛，斩不断对信念的执着。 陶渊明有如此
智慧，面对污浊的官场，坚守自己的人格

操守，才留给后人一篇篇泛着菊香的淡远
诗行，后人才有了可以去仰望的悠然清高
的背影。 李白有如此智慧，浮五湖，戏沧
洲，生命有自由才更高贵，我们才有幸欣
赏到那不朽的诗篇。 钱学森有如此智慧，
辽阔无际的太平洋，无法阻隔他对祖国的
思念；巨大的外在压力，无法阻止他对祖
国的热爱。 历经万般艰难，他终于重返祖
国的怀抱，一心一意投身于祖国的科技事
业，与他的伙伴们成就了祖国的“两弹一
星”，筑成国防安全科学阶梯，留给了后来
的攀登者。 他们均有一种精神：坚守自我，
耐得住寂寞和清苦。

坚守自我是对人生理想追求不止的
彰显。 它来源于对自我生命的信任，对人
生旅途的泰然，也来源于对理想信念的锲
而不舍的追求。 风雪中站岗巡逻的边防战
士，路灯下清扫马路的环卫工人，深夜里
埋头钻研的科研学者，他们在默默地坚守
自我， 在坚守自己不能放弃的人生追求，

坚守对人生价值的理想信念， 坚守
自我正是积极人生中一种不可或缺
的信念！
坚守自我，需要坚强的毅力。 高扬

起理想和人格的旗帜，任星月沉沦，
时光流逝，心中信念不倒，理想常在。 在尘
俗纷扰、价值多元的今天，多少人用金钱、
地位来衡量人生。 在利益面前，在追求荣
誉的过程中， 丧失了心中的正直和信念，
迷失了自己的本心。 贪官的曝光，商人损
人利己事件浮出水面，我们拍手称快的同
时，也该深思其原因。 不管官员新官上任
还是商人创业伊始，他们何曾不想奋力拼
搏，以实力成就辉煌，最终因为没有坚守
自我心中的信念，在诱惑和“捷径”面前缺
少坚守，跌入贪利忘义的深渊。

坚守自我，并非固步自封，亦非自以
为是，而是认清自我的价值，发挥自己的
优点和特长，不盲目效仿、不追随他人。

坚守自我， 你会感受到个性的风采，
会感受到生命的激情， 会攒足前进的动
力。 坚守自我，有利于个性的发展，也有利
于社会的进步。 因为坚守自我，我们的人
生将拥有大海般的浩瀚深邃，山峰般的高
耸挺拔，笛声般的委婉悠扬!

2016 年 5 月，一部名为《百鸟朝凤》的电
影上映了。

电影讲述了乡间艺术家与传统乐器唢呐
的故事， 主旨是呼吁人们重视对传统文化的
传承。 然而， 在众多国内外巨制大片的洪流
中，它的上映显得黯然无光。 它缺乏精美的特
效，少了华丽的阵容，有的只是对传统文化的
热爱和执着。 因而该片上映后难破千万票房
大关。 制片人方励想出一招：在网上发布一段
视频，跪求观众去看这部电影。

“跪天跪地跪父母”，下跪在中国文化语
境里有着太特殊的意义。 而方励以下跪这
种放低个人尊严的行为为电影求排片，是否
在进行道德绑架？ 不能否认， 方励下跪之
后，《百鸟朝凤》票房几日内迅速破亿，网上
好评席卷而来，随后票房继续飙升。 但方励
用心良苦的一跪，真的能跪来人们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重视吗？ 这一举动究竟是噱头和

炒作，还是呼吁大家坚守传统文化？ 其用意
不得而知。

个人认为， 呼唤人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靠跪不靠谱！

记得前几年各大卫视推出了多个很火的
综艺节目。 像《我是歌手》《变形记》《爸爸去哪
儿》等一季又一季热播，广电总局虽有一纸限
制令，但最终结果是，“娱乐狂欢”凭借其观众
的参与性、互动性和艺术性等优势，将大众文
化推向了巅峰和极致， 也反衬出传统文化在
人们的视野里逐渐消失。

要想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再
放光芒， 我们必须要通过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去挖掘它的现代价值，弘扬它的正能量，延续
它的生命力。

例如，2016 年 2 月，中央电视台首档全
民参与的诗词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开播，
带动全民重温那些曾经学过的古诗词，分
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从古人的智慧
和情怀中汲取营养，涵养心灵。该档节目一
经播出，圈粉无数，这也说明了每个人的内
心都愿意亲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每个人
心中都有“诗和远方”。 在《中国诗词大会》
上，选手们对古诗词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
学者嘉宾对诗词内涵、 创作背景等内容的
解读更是一场文化大餐，让人如痴如醉。显
而易见，《中国诗词大会》的走红，恰恰说明
了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生命力
和感召力。它引起的这股风潮，唤醒了传统
文化的价值基因， 让古老的诗词歌赋再度

焕发青春。
又如方言，它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是

人类珍贵的无形遗产。 据报道，湖南著名主持
人汪涵以个人名义，出资 400 余万元，发起了
一项保护湖南方言的活动。 这个调查研究将
历时 5 至 10 年，组织 10 支调查研究团队，主
要对湖南 53 个调查地的方言进行搜集和研
究， 以录音、 录像和文字等方式保存方言资
料，最后的研究成果将捐给湖南省博物馆。 汪
涵保护方言的举动， 无疑是拯救了传承千年
的中华文化，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推动中华文化创新，令人钦佩，值得称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璀璨辉煌。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必须要建立优质的传承体系， 完善优质的文
化教育。 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需要理性地呼吁和唤醒， 从我做起， 积极参
与，而不需要跪求，甚至乞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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