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花

棉花不是花。却有诗人赞叹：生，是一朵
花；死，亦是一朵花。

是的，是的，如果从观赏的角度来说，它
当之不愧。五月棉花秀。六七月间是它的第一
次花期， 乳白色间或粉红色的喇叭状花卉点
缀在一片绿海中，静静地酝酿着心事。虽肖似
喇叭，然谦逊得很，不恋虚名，不慕夏花，于碧
野云霞间洁身自爱。对棉花，不要生黛玉葬花
怜惜的心。棉开二度。它的萎谢，是有预谋的，
是为了成全一场更盛大的场面。 花落，结实，
再绽放。 有诗为证：花开犹如雪皑皑，采棉更
是景如画。 看看吧，多么不凡的棉花，至死都
要开成花的样子，入得画来，进得景里。

一个女人的一生大致也是这样的吧：十
七八岁，嫩花一枚，仙女一般。 然后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 仙女沾染了烟火，跌进了尘
里，惋惜声一大片。结婚，生子，岁月里熬煮，
尘世里打滚。 后来竟慢慢地成熟， 圆润，饱
满，有味道，上得厅堂，入得厨房，渐至盛放
为一朵极品女人花。

诗人叶千华这样写棉花：花开不为人赞
美，花放不求谁闻香。只是鲜花送温暖，只是
用花作衣裳。 仔细玩味，觉得天下父母的心
都是棉花做的。

去年的夏天，孩子幼小，我暂居在乡下
母亲的家里。 一日，父母要为正处在旺长期
的花生喷药。我见从未喷过药的母亲也背起
了药桶，那药桶起码也有百十斤，可是她又
那么瘦，就劝她。 母亲急着走，并未多说。 傍
晚，父亲背着药桶一踏进院门，我惊住了！父
亲的脸，紫红紫红的，肿胀着。父亲大概是怕
我担心，只是笑着说，没事的，过几天就好
了。 我不依，定要他去医院看看。 这时，母亲
回来了，她告诉我，父亲这是药物过敏，这也
是她去喷药的原因。 前年我结婚，为了给我
用自家的棉花缝制被褥， 他们种了两亩棉
花。恰逢那年棉花病虫害多，需时常喷药，以
致于父亲的皮肤过敏。

原来是这样啊，3年了，他们从未给我提
过一个字。 当时，我是那么不懂事，还埋怨母
亲给我缝的被子太厚，家里的橱柜放不下。可
知，拳拳的父母心都在这被子里了，临行密密
缝！ 闺女要出嫁了，养了 20多年的女儿要去
别人家度日月了，舍不得呀！ 父亲的小棉袄，
母亲的宝贝疙瘩，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
怕摔了。 可一身的犟脾气，此一去，深知人世
深浅的他们是万千个不放心。又能如何呢？就
让一颗心渗进棉花里一块去罢。在女儿委屈、

孤苦无助时，暖暖凉的身、心。
在我们那盛产大豆玉米花生的豫东平

原上，如果看到一亩两亩的棉花田，准让人
遐想：这家大概是要嫁女儿啦！

菊是花之隐逸者，莲是花之君子。棉花呢，
我当它是花中的佛，普度众生。 花开天下暖。

记得儿时的天气是极冷的，屋檐下结长
长的琉璃， 河里的冰放上石磙都压不破，树
林里几步就可以滚上一个大雪球。 那时，小
小的身体被包裹在母亲用棉花缝的棉袄棉
裤里，越过了童年的寒。

如今长大了，气候倒转暖了，那样凛冽
的冬天只存在于记忆里。 但，棉花在生活里
一样是重头戏， 像自己的母亲那样贴心贴
肺。 它，可织布可纺纱，胜过蚕丝赛过葛麻。
所以，那些大小商场里，贴身的衣物，如内
衣，床单被罩大都是纯棉的。 一个又一个冬
天，我们还是被包裹在棉花的洁净、温暖里，
像在父母的手心里。 不管物候如何变换，棉
花始终肩负着“飞雪冰冬暖万家”的大任。

棉花其实是一种棉，是绵绵密密，是人
间大爱，是度众生脱离冷海的佛。 棉花，更像
诗人赞叹的那样，生死为花，绽放于薄凉人
世间，温暖天下。

晶莹剔透 张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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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觅芳踪凤栖梧 花开天下暖

□ 耿艳菊

如今，目前，眼下
画家是不能随便称为画匠的
涂鸦十几笔，是新秀
涂鸦几十笔，是画家
涂鸦几百笔，是高手
涂鸦几千笔，是大师

在风景迷人的地方
我看见大名鼎鼎的油画家
在一块很大的画布上，认真地
用一个勺子，一下一下
刮风景，刮抽象派
好像刮痧
据说，是画芦苇
我一瞧，像懵懵懂懂起床
那一头乱糟糟的长发

我敬仰地喊了一句带姓的老师
他没闲工夫抬头
连鼻子哼一下的时间也没有
我补充地喊了一句带名字的老师
他终于斜视了一下
像看见一个陌生的外来物种
斜视也是关注
我已经知足了

这么热的天，很容易中暑
刮一下痧，是做好事
红一块，紫一块的
我不担心画布会疼
那么厚的皮，不晓得疼
坐在一丈远的地方，我冥思苦想———
要找一个自身硬的铁匠
扳扳手腕，练练手劲
说不定也能刮出一条一条的
抽象的痧来

问一个北京的朋友， 什么时候去北京
玩比较好。朋友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秋天
了，北京的秋天太美了，枫叶正是炫美时，
秋风送爽，且秋之静美肯定是你喜欢的。

朋友的最后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秋之静美，是多少人向往和追求的啊！

就像我们的人生，少年轻狂，青年莽撞，只
有到了人生的秋天，才会变得成熟稳重。

然而， 秋天之静美蕴含了太多的沧桑
在里面。经过了多少个风风雨雨，走过了多
少个日日夜夜，历经了深冬的雪藏，春天的
萌发，夏天的焦躁，才换来了秋天之炫美。
这份美来之不易。 秋天之所以体现出少有
的静美，是因为它有见识，有故事，就像中
年人，没什么没见过，没什么看不透的。

攀越了高山峻岭，走过了千山万水，才
会换来一份人生静美的心境。 这就是秋天，
迷人的秋天，浑身散发着成熟韵味，又饱含
爱心的秋天。

林语堂说：我爱春天，但是太年轻；我
爱夏天，但是太气傲；所以我爱秋天。

秋天是迷人的，不仅因为它是成熟的，
还带着蒙娜丽莎般的微笑， 更因为这也是
一个收获的季节。 农家田地里玉米和大豆
的清香，稻田沉甸甸的稻谷的稻穗，还有那
丰收的葡萄柿子大枣， 每一个都饱含了秋
天的味道。

空中飘荡着喜悦的味道，丰收的味道，
伴着那清爽的秋风，这就是秋天。无论你走
到哪里，是田野还是河边，是高山深处还是
辽阔的草原，秋天的静美会深深地迷住你，
就像一幅幅美不胜收的油画，静中带动，又
蕴藏了神秘的故事在里面。

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
之静美。 其实，又何止是这深绿色的秋叶，
这秋之天空，秋之田野，秋之荷塘，秋之小
雨，无不展现秋天之静美。

在秋高气爽的月夜，你和心爱的人静
坐在大树下赏月， 望着那浩瀚的天幕下
皎洁的月光，吃着甜美的点心，会不会有
一种如在仙境的感觉？ 这就是秋天独有
的静美。

每个人都在红尘舞台上，扮演生旦净末丑。
我也不例外，大学毕业后，步入教师队伍，在红
尘中演绎着教师这个角色，自编自导自演，笨拙
而淋漓，却始终无怨无悔。尽管在前行的道路上
遭遇过很多挫折，但我坚守心中的信仰，将挫折
看成人生路上的点缀， 将教师这份职业当成最
好的归处。

我作为特岗教师，薪水不高，要面对的困难
很多。 但我认为物质只富极一时， 精神却会永
存。 我将教书育人当成一种信仰，所以，在我看
来，教师是简单的、幸福的、充实的。

教师要抵御外界的诱惑和勿忘初心， 必须
有极强的自我约束力， 而信仰可让我们养成强
大的自我约束力。没有信仰的人走在大道上，犹
如走在荒野之中，容易内心崩溃，迷失方向。

行走在岁月的河流，我们不能随波逐流，我
们只有把心态置于平稳的时空之中， 让信仰萦
绕心头，才能收获一缕阳光。 教师面对的孩子，
其中不乏各种“熊孩子”和一些智力有缺陷的孩
子，而教师就是要让每个孩子看到希望，这背后
的耕耘岂是三言两语所能描绘， 而为教师提供
动力的就是信仰。

如果教师生涯是块没有颜色的画布， 而信
仰就是一支画笔，我们应该执起信仰之笔，画出
我们的个性，画出我们的颜色，更要画出我们的
魅力。

画匠
□�陈惠芳

偶得

秋之静美
□ 陈来峰

信仰
怀化市会同县王家坪村明德学校 林春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大海战， 从孙中山领
导的辛亥革命摧毁封建王朝到毛泽东带领中
华民族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支撑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
一路波澜壮阔呢？

是理想给了我们力量， 带领我们走向远
方！ 在沉沉的暗夜里，在厚厚的冻土下，一颗
颗理想的种子在深深地根植、悄悄地萌发。

没有理想的人注定踟蹰不前。 那些遇到
困难选择退缩的人， 那些看到路途遥远选择
放弃的人， 还有那些在自尊受挫后就慌忙逃
脱的人，就是因为缺乏了理想的支撑，才无法
在有限的生命里走向人生的远方。 再看我们
身边，多少同学因缺少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对
未来人生的规划，而在困难面前选择放弃。 高
中三点一线的学习生活的确艰苦， 如果没有
理想这座灯塔在迷雾中指引， 我们就会缺少
对未来的向往、 对必胜的决心。 如若没有理
想， 千百年前的屈原也不会坚守在冬夜的地
洞中偷读《诗经》，更不会创作出一篇又一篇
史诗级的华丽篇章；如若没有理想，黄侃也不
会独自在公寓里享受寂寞、苦学国学，更无法
成为受人敬仰的国学大师。 因此，一个人若没
有理想， 就会缺少在艰苦环境中苦苦奋斗的
动力，更无法实现人生的奋斗目标。

怀揣理想的人能够在苦中作乐。 著名作家
鲁迅曾是一名医生， 在那个落后挨打的年代里
他怀揣一颗救国救民的心。 但是在救治人们身

体疾病的时候鲁迅发现当时的中国人民是
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麻木和无知，在这一
令人绝望的社会局面下他没有选择放弃唤
醒麻木的人民，而是果断选择“弃医从文”，
通过一部部深刻的文学作品从根源“救治”
国民。是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鼓励鲁迅改变
救人方式。面对人民的不理解甚至某些政党
的迫害，鲁迅仍在水深火热的工作环境下苦
中作乐，支撑这一切的便是他唤醒国人的远
大理想！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只有怀有火热理想的人， 才能直面艰苦环
境，苦中作乐，并实现自己的理想。

怀揣理想的人能够走得更远。 没有人
能够承诺我们永远是晴天，也没有人能够
断定隐藏在草莽中的是毒蛇猛兽，只有直
面未知的困难，紧随理想的步伐一步一步
的脚踏实地才能到达远方。 曼德拉怀揣拯
救非洲人民的理想，将痛苦和怨恨留在身
后，努力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斗争，最终实
现了理想，成为非洲之父。 是理想成就了
曼德拉，也是理想将被奴役多年的非洲人
民带上自由之路。

还记得我们刚刚踏进高中时曾怀揣的理
想吗？ 我们曾在心中默默坚守了多年甚至十
几年的理想，难道要因暂时的困难而放弃吗？
命运的纹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要坚守
自己的理想并为之不断努力， 即使摔倒了也
要勇敢的爬起，然后拍拍身上的尘土，微笑着

面对远方！
理想是火，点燃未来之灯；理想是灯，指

引未来之路，人生路上有理想作伴，才能走得
更远、飞得更高。 而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我
们所受过的伤、吃过的苦、难以诉说的痛，在
多年之后的某一天， 我们回忆起来就会成为
一种骄傲！

没有理想，何谈远方
邵阳市洞口县创新学校 5037班 罗宇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