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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欢一句话：相
逢，是命中注定。

宛若弹指瞬间，十九
年便已静静流过。回头
细数这么多年所遇到的
人儿，却也记不太清楚，
只晓得太多太多，有的未
曾熟络就已断了联系。

染指流年，若我们转身，还会不会再一次相逢？
这一路口，和一群人分别，许是必然；下一

转角，与另一群人相逢，亦是惊喜。于千万人之
中，遇见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
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
上了。

相逢是一曲悠扬的歌。记得初三毕业去心
仪的高中上衔接班，才踏入校门，迎面而来一个
女孩，笑容明媚。“嗨！你来啦？”“嗯，我来了。”
简单的招呼，却像极了故友相约所见的问候。
母亲问我认识她否，我说，我并不认识她。或许
这称之为缘分。我和她一个寝室，一个班，虽不
是我同桌，但坐我前面。自然而然，那时我们关
系十分要好。后来提及此事，我们彼此都惊异
于那熟悉的问候，好像似曾相识。

相逢是一首美丽的诗。高三和他相遇，刚
好在我最落寞的日子里，不多不少，不早不晚。
每个晚自习下课后的伏案苦读，每个周末在操

场的散步赏花，还有每次失意沮丧自暴自弃，都
有一个人陪在我身边，为我忙碌惨白的日子增
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可终究是朋友以上，恋
人未满，像极了一首岁月不羁的诗，唱尽青春繁
华。

相逢是满心的敬佩和暗暗的努力。偶然的
选修课，偶然的提问和聊天，认识了一个和自己
有着相同梦想的人，我暗暗惊喜，从未想过还有
一个人和自己的想法如出一辙。我们并没有相
交的圈子，仅仅靠着聊天记录里算不上了解的
字里行间和每周选修课少的可怜的时间，便可
以感觉到他的出类拔萃，敬佩和思慕自然是免
不了的。感谢上天，让我遇到他，相识，便已经
是一种缘分。在这个热血奋斗的年龄，遇到一
些比你优秀得多的人，总可以刺激自己去努力
去向上，去接近那些所谓的大神。

人生莫过几十载，如果把我们的一生比作
一部电影，那么生命中所遇到的人就是电影中
大大小小的角色，或是主次配角，或是匆匆行
客。很多人与我们相识，却也没几人与我们相
知；很多人与我们熟络，却也有很多人与我们擦
肩而过。

时光匆匆，岁月一直静静地向前流淌着，生
命里的那些人来了又走了，有多少人能陪着自
己一直走下去呢？所以啊，感谢在这样美好的
清浅时光里，能与你们相逢，便是一线缘。

一直想写点关于家乡的东西，却迟迟不知
从何下笔，直到昨夜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回到
了小时候，在公园里跑来跑去，身后是灿烂普照
的阳光和爷爷奶奶宠爱的眼光，就这样高兴地
跑着跳着笑着，看看周围的碧水蓝天，摸摸迎面
跑来的小狗，捡起几块漂亮的石头装进兜里，爷
爷吹响了用柳树枝做的口哨，我兴奋地吵着闹
着也要一个……后面的梦境已经模糊了，只是
记得醒来的时候是笑着的，接着便是无限的思
乡之情涌上心头。果然啊，越成长，越怀念小时
候的时光；越远离家乡，越把对家乡的思念挂在
心头。

北国之城——长春，听名字像是一个四季
如春的无比温暖的城市吧，即使春天是那么的
短暂且模糊，但温暖度还是没有一丝损耗的。
每到春天，小草刚刚冒出嫩芽，燕子开始忙碌地
筑巢搭窝之时，爷爷和奶奶便带我出来遛弯，感
受寒冷冬季过后的温暖阳光和那带着泥土味的
清新空气。赶上阳光大好又起风的日子，我便
缠着爷爷奶奶带我去文化广场放风筝。两个老
人带着一个小孩，手牵着手，脸上挂着灿烂的笑
容，现在想想，真是幸福啊。

天上的风筝密密麻麻，让人眼花缭乱，有红
色的大鲤鱼、黄色的蝴蝶、金色的龙、彩色的鸟
……争先恐后地向上飞，地上的孩子也匆匆忙
忙，你超我赶地想把自己的风筝放飞到最高最
远的天空。我也一样，仰着头奋力地奔跑着，可
风筝就是迟迟不肯飞上天，气急败坏的我看着

别人的风筝在空中飘扬，竟开始哭了起来，后来
还是爷爷帮我把风筝放飞了起来，我在一旁高
兴地拍手仿佛也要飞起来，把身旁专心低头啄
食的鸽子都惊吓得四处飞散。

回家的路上总要经过胜利公园，那是爷爷奶
奶锻炼身体的好地方，也是我“寻欢作乐”的好地
方。骑着三个轮的小车穿梭在公园的大路上；拿
着雪糕和小伙伴们你一口我一口；蹲在草丛中捉
蚂蚱；用毛毛狗编成手链给爷爷奶奶带在手上。
冬天的冰灯和冰雕，夏天的流水和小桥，这里的
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其实，回过头来看这二十几年走过的路、看
过的景、呼吸过的空气、感受过的温暖与寒冷，
不都是这美丽的北国春城带给我的无尽幸福
吗？而在这座城市中我所经历的爱与伤痛不都
是让我成长的最好见证吗？

我就仿佛是这城市中的一朵小花，在爱与
陪伴下健康、幸福地成长，只待春天来临，鲜艳
又绚烂地绽放。

人 的 一 生 只
有 三 万 天 左 右 。
除去儿时的懵懂，
老年的衰病，真正
的 日 子 真 不 多 。

所以不要过分追求，幸福就好；不要过分渴望，
满足就好。人生顺逆，其实必然，不必纠结得
失荣辱。阳光也罢，风雨也好，不要悲伤，不要
着急，不要骄奢，不要懊恼。

我们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又会赤裸裸
地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又何必较那真呢，
只当来人间尝尽酸甜苦辣，不悲不喜，也不失
为人生大智慧。只珍惜眼前的日子，不管怎
样。

前几日去图书馆借书，本也是闲来无事，
消磨时间。可是真正到这里才发现面对浩瀚
书海，无所目的的我竟不知所措，在琳琅满目
的书籍中穿行，却不知自己的归处。如无头蝇
般乱闯，拿起一本看几眼又随手放下，总想着
找一本好的，有价值的，左右徘徊，上下张望，
几个来回之后，就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两
手空空，一无所获。还是拿起了最开始的那一
本，可是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还没看几
页。珍惜当下，切莫贪心。

回想自己走过的这些年，有欢喜，也有后
悔。而后悔又何尝不是如在图书馆那样，为各
种事拿不起放不下，最后落得两者皆空的结

局，自己又伤心不已，又是何必呢。
智者说得好，我本一无所有地来，又为何

担心一无所有呢。不要被外界所干扰，放心大
胆地做，无论失败还是成功，都是不重要的，重
要的是你如何处理好你人生的过程，那些只是
附带品，水到渠成的。

可是我现在才明白，在学业上，不消极怠
工，不好高骛远，只是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
注重一点一滴的积累，稳当走下去，终不会负
你所愿。在情感上，不对未来做承诺，不为过
去而愧疚，只是珍惜当下时光，与之好好相
处。每个人都像一条直线，能一直走下去是不
可能的，所以谁又能管的了未来呢？子欲养而
亲不待，又是多少儿女的悔呢？有情人终成眷
属，又是多少情侣的期盼呢？西出阳关无故
人，又是多少朋友的不愿呢？可是一切都晚
了，再怎么怀念都不会回来了。我们不愿在一
切皆成空之后，面对寂空，而独怆然涕下。

此时风华正茂的我们不要再顾手顾脚，想
做什么就做吧。如此青春芳华不应荒废在条框
中，而是大胆创新，世界在我们手里。珍惜激情
燃烧的岁月，热血澎湃的时光。有勇气的时候
千万别放弃。记住一句话，你永远记得头顶有
星空，脚下有大地，心中有道德。那你大步向前
吧，不会步入歧途。

此时阳光正好，风雨亦佳。
即刻出发。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
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
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
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
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的诗，词，赋，散文，
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
画。苏轼是中国文学艺术史
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
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
家之一。但今天，我想谈谈关于他的感情。

苏轼，一个豪放恣意男人的似水柔情。
十年前，苏轼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迎娶

了门当户对的王弗，本是无心插柳，却成就了
一段佳话。王弗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但与平常
女子不同，她从容，智慧，经常能为苏轼提建
议。家里置一屏风，王弗静坐于屏风的后面，
听苏轼与客人的交谈，客人走后，王弗款款而
出，轻言细语，谦卑地告诉苏轼，哪些地方他说
的很对，哪些地方有些欠妥。苏轼听了，很是
钦佩。像苏轼这样左右逢源的人自然有一大
堆朋友，上至阳春白雪，下至下里巴人，没有他
谈不来的，朋友多了难免鱼龙混杂，苏轼是何
等聪明的人，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没有看
出来，他的妻子王弗却看出来了。苏轼非常豪
爽，把所有与他交往的人都当作好人，王弗就
提醒他，小心那些假好人。哪些是假好人呢？
就是那些为了得到某种利益而故意巴结逢迎
之人。一日，客人散去后，王弗从屏风后面出

来，说道：“你何必跟他多费口
舌。他不是真心与你交好，他
肯定有事求你。你看他说话
的时候非常谨慎，说的并不是
心里话，尽说一些讨你喜欢的
话”。正如妻子所料，不几日，
那人找到苏轼，想要苏轼为自
己的侄儿安排一个差事。王
弗建议苏轼拒绝他，如果他真
心想与苏轼交往的话，绝对不
会因为苏轼的拒绝而疏远他，
结果，遭到拒绝后，那人再也

没有和苏轼来往。
苏轼是幸运的，他遇到了王弗，苏轼又是

不幸的，上天仅仅给了他们十年的时间。
十年后，苏轼身边又有了别人陪伴。这一

天，是王弗的忌日。午夜梦回，苏轼又想起了
王弗。醒来后，遂做《江城子》，缅怀他挚爱的
妻子。

佳期十年，匆匆而逝。
十年前，陆游与唐婉共有沈园，十年后，再

次相遇，两人分别已久；
十年前，小龙女与杨过在战乱中走失，十

年后，两人在绝情谷相逢；
十年前，柳永满怀抱负来到京城，十年后，

年华已逝，只剩下一腔愤懑。
十年是一个什么感觉呢？万年，千年，百

年，神话般的缥缈。只有十年，我们都经历
过。可是，人生又有几个十年呢？

十年两潇潇，生死难恬园。
唯有惜当下，才不负十年。

狭长的关中平原上星罗棋布地镶嵌着
大大小小许多村庄。在这里，几乎每一个村
子都可以看到一座村庙，有的恢弘大气，有
的小的可怜，更有甚者或许只孤零零地矗立
着一个牌位，这就是这片土地流传已久的村
庙文化。

建庙立神最初的本意是祈盼，善男信女
们把他们卑微的愿望纷纷寄托到各自信仰
的神灵身上，祈求来年庄稼风调雨顺、全家
平安幸福。村庙是属于农民的文化和精神
世界。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最热闹的庙会要算
下寨村庙会了。农历二月初的渭北高原刚
刚褪去寒冬的纷扰，放眼望去，地势分明的
台田坡地上被无边无际、饱满丰
腴的绿色充盈，刚发芽的小麦苗
一个个像极了含羞带娇的气韵女
子，自带蓬勃与朝气。下寨村庙
会就在这片土地上进行着。

每逢此时，所有来上会的农
民们都满脸洋溢着幸福地与这个
村子里的人碰撞着、招呼着。在
这里，没有谁会催促年迈的老太
太加快不足 35 码的小脚的移动
步伐；没有人会嫌弃勤劳朴实的

农村汉子们满身的旱烟味。至于女人们，总
得要讲究一些，她们往往都穿上了只有过新
年时才舍得穿的新衣服，偶尔可见那些描了
眉、涂了唇甚至在黑色的头发中露出几缕黄
发的女孩子们专程从城里赶回来，拉着自己
的对象穿梭在人群中，丝毫没有在城市霓虹
灯下的窘迫与胆怯。

小时候的我往往过完年就扳着手指头算
着庙会开始的时间，所以即使庙会开始那天
有课，我的魂也不在教室里，心思满满扑在庙
会上。于是，好不容易在煎熬中等到放学，我
立马冲回家扔下书包，喊上玩伴，手里紧紧攥
着父母给的几块零钱就直奔庙会去了。

村子所有的街道和巷子都挤满了农民，

就连南北走向的通村公路也被堵得水泄不
通，磨肩挤胯。路两旁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农
具和生产物资，草席、锄头、棺材板、背篓等，
凡农民需要的家伙事儿都能在这里找见。
每逢庙会，一些其他行业的商贩也都嗅到了
商机，打着“某某江南皮革厂倒闭清仓大甩
卖”的口号疯狂兜售商品。各种各样的游乐
设施也会被搬来吸引小朋友们渴望而又好
奇的眼球，非得哭着、闹着、缠着父母上去玩
一把才肯走。一种最悠远的古老和现实的
文明在这里相碰撞，这是时代洪流滚滚向前
的必然。可是这些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农
具和牲口自有大人们去关心，皮革和游乐设
施不是我手里皱巴巴的几块钱所能承受的，
加之我打小对食物并不是十分感冒，因此我
经常是攥着几块钱去，又带着被手心汗水浸
湿的几块钱原封不动地回来。即使买东西
的话，也无非买几毛钱的小玩意或者吃嘴的
零食。

秧歌队大都由本村的妇女组成，她们根
本不需要经过排练，下了锅台、撂下围裙就
能循着熟悉的节奏扭出曼妙的舞姿。每年
来下寨村庙会的秧歌队总会有好几支，按照
习俗的说法是来石佛寺送香火的。各村的
秧歌队打着龙旗，由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端着

装满香裱的泥盆，浩荡而庄严地跨进庙门，
三步一鞠躬，九步一叩首，上香，祭奠祈福，
再三叩首，神圣而又虔诚。

各村送香火的秧歌队在一定程度上也
成了各村比拼的舞台。各村的队伍往往站
成对面，互相比拼博观众眼球。每支队伍里
敲鼓的精瘦老大爷把裹着羊皮的鼓槌舞得
风生水起，敲铜钹的小伙子不断地变化着各
种花样，踩着麻花步的妇女们也更加卖力，
共同和成一曲传统的铜锣鼓调。这样原始
的鼓调时而激昂，时而低沉，纯粹的腔调能
够洗涤一切的浮华，把千万农民对生活的热
爱、对平安幸福的向往深刻在每一个人的心
中。大家都咧着嘴开心地笑着。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由纯粹农民汇聚而
成的自发聚会胜过我所参加过的任何活
动。它就像一个小小的世界，里面有和我们
父辈一样可爱的人民，尽管我脱离这个世界
好久了，但从过去到未来，我都一直属于这
个世界。我相信，若有机会，我仍会坐在庙
会巷子旁卫生严重不达标的小吃摊上喝碗
用粗洋瓷碗盛的羊杂汤，再从旁边炉子上架
着的油锅里捞上几个热乎乎的油糕，滋滋有
味地吃着，我不知道味道变了没有。

这是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世界。

我
的
村
庙
和
庙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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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游

致清浅时光的每一次相逢
连红霞

此刻此刻阳光正好 风雨亦佳
陈己玉

北国之春 开幸福之花
魏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