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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某座城市， 事情办完后没有急于返
回，而是流连于花月春江的景色。穿梭于美景
之中，正恨自己少生几双眼睛，然而却被不远
处的一幕吸引了过去。

商店门前的人行道上铺着一张半米宽、
四五米长的黑色橡胶板， 上面写满一行行漂
亮的粉笔字，字写得雄浑刚正，正是临摹唐代
书法家颜真卿的“颜体”。

写字之人是一位双腿残疾的乞讨者，身
上衣着非常破旧， 他坐在地上用双手挪着身
体写字。 残疾人的身后还有一个大约四五岁
的小女孩， 小女孩的手用一根细绳牵着一个
红色的小塑料盆，里面散落着几张零钱。

沿街乞讨的人在每个城市都有， 像这位
残疾人以写字乞讨的却很少见。 一般的乞讨
者都以自己可怜的一面行乞，有的甚至是骗子，
渐渐地我的同情心变得麻木起来。 包括残疾人
身后的那个小女孩，或许也并不是他自己的孩
子，而是为了博得人们的同情拐来的孩子。

但这次我却感觉面前这位与其他乞讨者

不同，虽说他衣着寒酸，但不邋遢，最值得我
欣赏的是他刚毅的眼神。 残疾人看到我望向
他，微笑地向我点点头，却没有向我伸出乞讨
的手。 环顾四周，周围都是像我一样的路人，
他们的神情都是淡漠的。

行乞者并没有因路人的围观而停下写
字，看来他早已习惯了世间的人情冷暖。我虽
然并没有完全相信他，但看到他残疾的双腿，
身后小女孩那清澈纯真的眼神， 还有面前那
赏心悦目的书法， 我觉得应该尽自己一点微
薄之力。

想到口袋里有些零钱， 我随手掏出放到
小女孩前面的小塑料盆内， 让我没有想到的
是， 那几张小面额的纸币里竟然夹带着一张
50元的纸币。 我开始后悔起来，真想把那 50
元拿回来。

我正在懊悔自己的过失， 小女孩将那张
50 元的纸币捡出来对残疾人小声说：“爸爸，
这是 50元。 ”坐在地上的残疾人从小女孩的
手里接过钱递还给我：“先生，谢谢你，你给得

太多了， 我的字不值这么多钱， 这钱请您收
好。 ”残疾人的话一下撞击到了我的心。 我蹲
下身子， 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 说：“你别客
气，你写的字的确很漂亮，这钱你拿着吧，另
外我想问，为什么带着孩子出来呢？这孩子是
你女儿吗？ ”

残疾人向我笑笑说：“我的老家在山区，我
从山上摔下来双腿受伤，为了治腿欠下好大一
笔债，孩子的母亲没法再跟着我吃苦，就走了。
没有办法，我只好带着孩子出来讨口吃的。 也
有好心人曾救助、收容过我们，我没有了腿，但
是我的手还在，我想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和
孩子。我在这里写字，这也算是劳动所得吧，这
里头也有别人对我的肯定和尊重。 ”

这个男人的话让周围的人神情为之一
震。 他说得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尊严，他
的腿断了，还在这里行乞，但他同样有自己的
尊严， 一个作为正常人和作为一位父亲的尊
严， 他只想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有尊严地
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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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安太

写诗吧

在秋天的雨里，
有些寒意， 有些孤寂，
绵绵的雨唱着一首倔强的歌。
也许缠绵，也许教人生厌，
这些都可以忽略。
春天的花，秋天的叶，
乃至今天的雨，
都会迎来冬天的雪，
我们在雪里又期盼着下一个春。
生活就是这样，
一半是对遗憾的接纳，
一半是对美好的追求。

瑟瑟秋风起，
凉凉雨点落，
愿你———
闲看花开花落，
在风里雨里淡定，
在这旋律般的雨声中，
渐渐笃定，渐渐温暖。
雨至，又是一个秋。

雨至，又是一个秋
□ 隆回县桃花坪中学 木木

岁月催人老，稀里糊涂地就老了，长
满了皱纹，啰里啰嗦。 衣服上、行为上也
不再讲究，邋里邋遢。 怕老，也终究会
老，只是如何老去的问题。

林语堂说：“优雅地老去， 不失为一
种美感。”老出一种美感来，也唯有优雅。

优雅，是时间，是岁月沉淀，是资历，
是一种迷人的气质。 如一杯陈年的普洱
茶，经过时间的凝敛，在它面前，你会心
生敬畏、敬重之心。

几年前，看《锵锵三人行》，不再年轻
的朱天文，白衣黑裙，素颜。 然而言谈举
止，至今想来，都让人觉得明净、柔和、亲
切。 曾看过她年轻时候的照片， 也很明
丽，却是大众化的。 当青春不再的时候，
还敢素面朝天， 把普通的衣服穿出一层
光辉来，那是骨子里的优雅。

优雅是一种生活态度。 常在公园里
看见一位阿姨，瘦瘦的，黑黑的。 六十多
岁的人了， 仍然喜欢穿高跟鞋。 喜欢穿
裙，白色的、蓝色的、黑色的、红色的。 即
使她皮肤黝黑， 可每一件衣服在她身上
都宛如有了生命一般妥帖。 迷离的灯光

下，她拉着老伴跳交谊舞，裙裾飘飘，一
步一步，优雅至极。

优雅是一种心态。“就算九十岁，也
要恋爱呀”，这是日本知名诗人柴田丰的
诗句。 她 92岁才开始写诗，98岁出版诗
集《人生别气馁》。百岁高龄的她，阳光心
态超过了很多年轻人，每天精心化妆，镜
子口红随身带，还精心讲究穿衣搭配。她
说：“到了我这个年龄， 就连每天要起床
都是件很累的事。 可尽管如此， 我还是
‘呀呼儿哟’地从床上爬起来，不论怎样
孤单、寂寞，我也都在考虑：人生，不论到
了什么时候也还是要从当下开始的。 不
论是谁，都不必灰心和气馁，因为黎明定
会来临。 ”

有人说：“二十岁活青春， 三十岁活
韵味，四十岁活智慧，五十岁活坦然，六
十岁活轻松，七八十岁就成无价之宝。 ”
老人的美丽不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
赏，而是展示生命的美好。那是每个生命
都应该有的尊严。

让我们也优雅地， 有尊严地老去
吧！

优雅地老去
□ 耿艳菊

在雪峰山下，沅水留经的地方，有一个小
镇叫安江， 我的母校黔阳师范就坐落于那个
小镇。

那一年，我 14岁，从一个小乡村考上了黔
阳师范。 9月，带着全家人的祝福背着比我个
头还大的牛仔包转了 3趟车到达安江镇，发现
街上很多马车，顿时有一种回到民国时期的感
觉，心里着实有些忐忑不安。及至学校，才长舒
了一口气，这才是我梦想中的校园。

图书馆的蓝色玻璃墙面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高大的教学楼，是我从未见过的大规模；

足球场上绿草如茵……这一切都让从农村出
来的我充满了幸福和自豪感。

虽只是短短三年， 却留下了此生最难忘
的记忆。 我深深地想念那些可敬可爱的老师，
不知道那个操着辰溪普通话满怀深情为我们
背诵“关关雎鸠”的瞿老师一切可好？那个戴着
眼镜略带羞涩的邓老师，想必已经是侃侃而谈
的教授了吧？那个总是盘着发髻爱穿白色套裙
的姚老师，现在在哪儿呢？ 还有因为我没交舞
蹈作业而罚我站艺术楼的石老师，是否一如既
往的酷呢？那位被我们戏称为毕业照上“班花”

的王老师还是那样的美丽优雅吧……
幸运的是，由于网络、通讯的发达，同学

们都不曾遗失，还能常常隔着电脑屏幕神聊，
偶尔也能在一起聚聚。

此生遗憾的是，一别 17年，还没来得及再
回黔师，它已于 2000年整体和怀化学院合并迁
往怀化而物是人非。从此，我们再也没有了自己
的母校。虽然怀化学院也接纳了我们，但是总觉
得那不是“生母”。纵然再回到学校，已经租赁出
去的校园也只会带给人更多的伤感。

《美丽新香港》的主题曲从窗外飘来，“这
世界只有一种乡愁， 就是没有你的时候”，突
然眼睛发酸，湿了眼眶……

此后， 没有了母校， 只在梦中出现的黔
师，何尝不是一种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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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花开
□ 隆回县思源实验学校 肖大松

“黄萼裳裳绿叶稠，千村欣卜榨新油。爱
他生计资民用，不是闲花野草流。 ”乾隆这首
《菜花》诗，道尽了我脑海中关于家乡油菜花
的记忆。

儿时，在家乡，农民们大部分都待在家
里，一年忙碌不停地翻来耕去那三五分责任
田。 在记忆中，儿时总是缺衣少食，父母每到
深秋， 就会在田里播下油菜种子， 施肥、喷
药、除草，经过一个寒冬漫长地耕耘，才盼来
了春暖花开。 那时的油菜花，普通得就像地
上的草、河里的沙，人们不会刻意去欣赏，似
乎忘却了她那朴实无华的美丽。 那一树树油
菜花，就像朴实的农民，坚韧、执拗地屹立于
家乡的土地上。 一到果实累累，人们笑呵呵
地收获油菜籽，晒干后拿去粮站出售，换回
粮食或者钞票，补贴生活。

油菜花开， 盛开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美
丽，也是农民们辛勤的写照。

后来，我求学在外，再后来，农民们纷纷
外出务工。 不知不觉间，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了，不再为柴米油盐犯愁，开始追求精神的愉
悦和健康的生活。 种植油菜，山野成片，为的
是美丽乡村；种植油菜，自己榨油，为的是健
康和原生态；种植油菜，翻耕作肥，为的是高
产攻关……于是乎，山野之上，田畴之间，成
片成片的油菜花再次咧开笑脸， 每一朵笑容
里饱含着浓郁的馨香， 随着风的脚步弥漫开
来，整个山村被芳香包围，唯有迷醉与伫立。

在周末的日子里，许多下乡观赏的游客，
呼朋引伴，三五成群，游走在油菜花丛里，看
蜂飞蝶舞，听流水叮咚，细细倾听油菜花的窃
窃私语。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呼吸着新鲜的空
气，在乡村的油菜花海中，享受着这份宁静，
这份惬意，这份家乡的亲切和生机盎然。

油菜花开， 盛开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美
丽，也是美丽乡村的写照，美好生活的乐章，
更是美好明天的赞歌。

一天早上，一个小女孩跑到我
面前，她胆怯地说：“毛老师，我送
您一张画。 ”说完就把画放在我的
办公桌上，一溜烟似地跑开了。

这个小女孩是我的学生，叫小
莲， 学习成绩在班上是垫底的，家
境也不好。

吃过午饭，我正在办公桌上批
改作业， 小莲又来到了我的办公
室，轻声地对我说：“老师，早晨我
送给您的画好看吗？ ”我善意地连
声夸赞道：“好看，好看。”她听我一

表扬心里乐开了花，说：“老师，我想请您帮个忙，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节目表演， 今年六一节我想表
演一支舞蹈。”我半开玩笑地问她：“你为什么想表
演舞蹈，你练过舞蹈吗？ ”她说：“班上的同学瞧不
起我，我想成功地跳一支舞，令班上的同学对我刮
目相看。”我这才明白小莲早上送我画的目的及用
意。立马允诺六一节让她参加舞蹈表演，小莲害羞
地跑开了。

课后，我发现她在操场上刻苦练习舞蹈动作，
请其他同学当她的“师傅”，太阳下她练得非常认
真、投入。

今年的六一节她如愿以偿地登上了舞台，并
且表演非常成功，不但令台下的学生惊讶不已，连
学校的老师都夸她跳得好。

此后，小莲居然开始做作业了，虽然基本上是
错的，但她有了学习的兴趣和激情，上课也不再睡
觉了，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最情时
梦里黔师

□ 通道侗族自治县二完小 龙未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