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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久违的琴音
像打开
蒙尘许久的诗经
不弹浩浩繁华，不弹泠泠寂寞
只弹一颗清澈如水的心
今夜，付与谁听

月色一路荡开温柔山川的叹息
因何而生，因何而起
风，从错落有致的小径
迤逦而来
琴音
起起伏伏
谁的心
来与这宫商角徵羽
轻轻相和，不动声色的
轻缓重急

你说，我这一曲高山流水
已弹尽烟雨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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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开门，成同就傻了眼。 站在门里的，是
笑容满面的老局长。

成同在机关里待了整整五年， 一直没送
过礼也没请过客，工作上也没什么变化。 最近
新局长上任，开始了新的一轮人事变动。 成同
不急，但成同的老婆却急了。 老婆拧住成同的
耳朵说，比你后进机关的人都提拔了，你还磨
蹭什么，接着把一袋东西塞在成同手上，说，
这里面是我从老家买到的几腿野生鹿肉，据
说局长喜欢这东西，你赶紧送过去。 说完就把
成同推出了门。

走到局长住的小区门口， 成同才想起自
己连局长家住几楼都不知道。 好在小区的保
安不坏事，成同给他塞了包烟，很快就搞到了
局长家的门牌号。

但把门一敲开， 成同就在心里开始骂那
个保安了。 保安给他的竟然是老局长家的地
址。

老局长看着提着大包小包的成同， 脸上
笑开了花。

成同本想说自己走错了门， 但已经来不
及了。 他赶紧挤出笑容说，您退休以来，一直

没来看过您，今天特意来陪您聊聊天。 嘴上这
么说， 但成同却在心里狠狠地抽自己的耳光。
老局长在位的时候，给成同出了不少难题。

老局长连忙接过成同手里的东西，顺便看
了下，顿时惊讶。 这礼品太珍贵了，老局长说，
你小子本来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要是早点开
窍，早就提拔了。

成同嗫嚅道，那是，那是。
老局长给成同泡了杯茶， 开始和成同聊

天。说得正带劲的时候，老局长突然话锋一转，
很严肃地问，成同，你今天是不是走错了门？

成同顿时吃了一惊，心想他怎么知道。 但
为了不露馅，成同很镇定地说，没有啊，我专程
来看您的，为了不走错，我还特意叫小区的保
安给我带了路。

老局长笑着说，那就好。 你们新局长就住
在我家对面，最近老是有人敲错门。 后来我一
生气，就把你们新局长狠狠骂了一顿。

什么？ 成同扑腾一下站了起来。 原来新局
长就在对面，要是刚才敲的是对面的门，不就
相安无事了？ 想着近半年工资的投入打了水
漂，成同再也坐不住了。

成同站起来对老局长说， 时间不早了，我
改天再来看您。

老局长也站起身来，高兴地说，好的好的，
你一定要经常来。

成同恨不能马上飞出老局长的家门外去，
但刚走到门口，就听见老局长喊了声等等。 成
同转过身， 老局长却把一只塑料袋交给了成
同。 老局长说，帮我个忙，我现在不大愿意出
门，你出去的时候顺便帮我把这一袋垃圾扔一
下。

成同不好拒绝，只好答应。
成同提着沉甸甸的垃圾， 没好气的打开

门。 就在刚跨出一只脚得时候，成同猛然发现
老局长家对面的门竟然开着。 门里站着的，正
是一脸表情复杂的新局长。

成同。 新局长说。
我……我……成同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不知所措，他想解释什么，但又无从解释。
成同赶紧试图将另一只脚迈出门来，却在慌乱
中踢到了门槛上。 只见成同一个踉跄，手中的
塑料袋立刻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顿
时，花花绿绿的垃圾散落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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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岑

淑女之难嫁

婚姻中有个规律：越是淑女越难嫁。
这个时代的淑女，总是情场上的“输女”。

淑女输在一个“淑”字，太讲姿态，坐立行走，有
规有矩。就是这副派头，让男人见了想扭头。实
际上， 淑女身上最常见的几种身体语言姿态，
反映了她们作为女人，独特而矜持的性心理语
言：

淑女讲究站有站相，站着的时候，身体要
稳重，不能晃动。 立如青松，一本正经。

这说明，她对于情爱有着闭塞的焦虑。 如
同一个把自己反锁进密室的人，既渴望破门而
出，同时又害怕外边的动荡。

再者，淑女讲究坐有坐相，头部微低，不能
翘二郎腿， 两条腿要紧紧合拢并立在一起，保
持淡淡的微笑。

这表示她在对待情爱问题上，神经是敏感
的。有时候，男人潜意识中，会通过一个女人是
不是在翘二郎腿来判断她是不是容易接近，翘
二郎腿的女人，更容易表达出真性情，总是双

腿并拢的女人神圣不可侵犯，她对待感情那种
严谨过度的态度，往往令异性挠头。

还有淑女思索的时候常常抱臂于胸前。给
人稍稍的距离。

此刻她正严阵以待，有着极强烈的自我防
卫意识，也许，这仅仅只是她的一个惯势动作，
这个动作，说明了一个人的自我封闭。 这是一
种强调身体领域不可侵犯的防卫性姿态，是对
陌生人和陌生世界的一种抵触心。 此时此刻，
即便她是礼貌的，也仅仅是种伪装。

这一条条逐一看下来，你是否有点明白淑
女为何难嫁了？

淑女，把自己看得太紧，时时处处，她太顾
忌自我的完整性，故而，一举一动中，全是无太
多实用的装饰性。

当一个女人，修炼成了淑女，往往，也就成
了别人心中的“虚女”，她的一举一动，看在人
眼里，就一个“假”字。 想得到爱情，女人，还是
真实一点吧。

我喜欢坐公共汽车，尤其喜欢站在
车厢里竖着耳朵，听旁边的人说话。 那
天我坐 468回家，听见一北京大姑娘在
手机里数落她男朋友。内容无非是她男
朋友不求上进什么的，说了半天，那边
儿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我以后都听你
的还不行吗？ ”姑娘声音陡然抬高了八
度：“我说给你听，你听得进去吗？ 你耳
朵有那带宽吗？ ”当时我噗嗤一声就乐
出声来了，姑娘瞪了我一眼，继续数落。

在这个时代，电脑和手机都是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关术语逐渐成
为口语的一部分。 一次一同事爬楼梯，
爬到一半停住脚步。 我问他怎么了，他
尴尬地笑笑：“网速不够， 得缓冲一会
儿。 ”

更绝的是，那天早上，我看到一个姑娘在煎饼摊
前对着手机大吼：“别解释了，你早把我忘了，连你家
的搜狗拼音都敲不出我名字了!”我一听之下，觉得
妙不可言。现在的拼音输入法，如果你经常敲一个词
组， 它会自动记住。 现在连输入法都敲不出这个昵
称，那一定是很久不用了，这岂不是最彻底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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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措的垃圾
□ 游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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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敬佩的人
长沙雨花区天华寄宿制学校

四年级一班 何逸轩

我敬佩知识渊博的博士， 敬佩医术高明的医
生，但我最敬佩的人是和我有一面之交的小妹妹，
她是多么热心！

她，瓜子脸，有着一头黑得发亮的头发，一双
闪闪发亮的眼睛忽闪忽闪的，使我难以忘记。

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在那个漆黑一片
的夜晚，我坐着一辆大巴回家，就在这时，一位七
八十岁的老奶奶颤巍巍地走进巴士， 当时座位已
满，年轻人都不愿给老人让座，有的装睡，有的装
作没看见。我也不想让座，于是也跟着他们一起装
起来。 车中虽很挤，却静得出奇。 突然一个洪亮的
声音打破了这寂静，“老奶奶，您坐我这儿吧！ ”我
往后一看， 想不到给老奶奶让座的是个五岁的小
妹妹，我羞愧不已。我都这么大了，却不懂得让座，
她就是爱的天使， 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又给小女孩
让座，虽然我是站着的，但我心中却是美滋滋的，
因为她教会了我助人为乐。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可惜人们把这一
点小小的爱心死死地锁着，不愿将它奉献出来，要
是世上所有的人都像小女孩一样热心、善心，那么
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美丽、更加温暖。

夜里秋风渐紧，望江
听海，涛声依旧。 我望着
这神州古地， 可曾想，这
也是谁的土地？ 谁的江
山？ 谁的天下？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
浅流。 清秋时分，隔着长
江望着北方无限延伸的
土地，汇成一个点。 那颗
思乡的心却化为剑气，欲
斩断那凄凉的羌笛。当昔
日的江山，沦为胡人纵马
驰骋的草原，昔日的繁华
之所沦为抗金的前线。 这
悲苦有多沉重？我曾无数
次在北望中望见了辛弃疾的挑灯看剑，
望见岳鹏举的怒发冲冠，看见刘过的拂
拭腰间，吹毛剑在。北望旧江山，浑是新
愁。

亡国之痛，非常人所有，非常人所
感。“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我” 的江山， 如今却成了他人的天
下；“我” 的佳人却成了他人的红颜。
悲天哉？悲地哉？悲命哉？那些看惯了
的繁华，一旦去了，就成了浮生一梦。
再望旧江山， 离恨恰如春草， 渐行渐
远还生。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阙“箫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读来
荡气回肠。 然而，这一“换”又丧送了多
少人一生追求的梦想与信仰。 对于政
治，我无法断定对与错。然而，我们能断
定的是，多少人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
就这么灰飞烟灭了。据说胡琏将军赴台
时，不舍地亲吻了脚下的大地，竟痛哭
流涕。 白崇禧将军也老泪纵横。 抛开政
治观点，我们可以读出几多悲苦！ 反清
立民、护法运动、护国战争、北伐战争、
中原大战、 抗日救国之八年戎马饮血，
还有三年内战。 他们———这群追求国民
革命、三民主义的将军们或在历年战争
中失了性命，或断了肢体，亡了家庭。 然
而几易得手，当完全实现了理想来临之
际，却恍如梦醒一般———一切只是虚幻
罢了。 望江山故土，昔日的将军老泪纵
横，却也只得亲吻脚下那片不能再退的
土地，亡命于孤屿之上，三民主义终成
一场梦。

回到现实， 我又想起了这些英雄
泪、壮士情。北望江山，再无旧江山之新
愁。 幸甚！

美文贴
山水间

小说迷

百鸟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