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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

踯躅在街头和乡间小路

酒精，灌醉了风
风，却绊倒了我

一阵春风催生的新叶
扶住了我
我优雅地走着

不给世界增添一丝困扰

有的人也在不停地走

多年以后却发现仍在原地
即使走了很远

也并不知将向何处
朝圣，信念才是唯一

遥远的山路，宁静的街道
你放下了什么

又放不下什么

也许，只有朝圣
才能检验这个躯壳

生命的意义

距离可以用车轮缩短

问候可以用通讯代替
但那节省下来的时空

到底是精彩了生命

还是浪费了距离

一些生命，犹如梁祝

相知相恋而须相离
成就千古绝唱

有些相濡以沫到老终身

黄土一抔流芳百世

有些却不如相忘于江湖

忍住相思却无法忍住哭泣
而有一些，选择了朝圣

向着在幽冥深处的渴望

才知道，你在哪里
又去往何处

朝圣
——读《一个人的朝圣》

余道勇

莲，是我最爱的花。如同周敦颐，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我爱莲，首先看重的是她的自在与坚持。盛夏的早晨，她悄悄地将花

蕾从水中探出头，悄悄地绽放。也许，有人会看到这惊艳的一幕，也许没有

人看。她径自开放着，那么随心，那么曼妙，又那么自在。开放，不是为了
有人看，只是为了证明她有花的精灵，她有生命，为自己的心愿而绽放。

出淤泥而不染，是另一个我独爱她的原因。长在那么沉厚的泥中，不

管水有多么污，泥有多么脏，莲径直从那里面生长起来，开放起来。它的
花，它的叶，它的茎，你可曾看到它身上有一丝的污的痕迹？你可曾看出

它有一丝的浊气？生于斯，不染，值得我们赞叹。而生于斯，最终能让种

子生长起来，开出花来，更是一种坚强。
大千世界，人事沉浮，如同淤泥。我们每一个人生长在这个人世，又

有几个人，能在生活或有的困苦与压力之中，最终超脱出来，开出那美妙
香洁的人生之花呢？

我对莲最爱的原因，是因为它那么娇艳的绽放后，能平实地结籽长
藕。如果是人，我想，她必定是一位美丽、平实、又坚强、智慧的人。

生活中，太多人在经过了灿烂的绽放后，难于坚持人生永恒的美好站
立。身边有一些人，很年轻的时候就算是有所收获的人士了，但是久了，
他们对自己没有了要求，不再有心力做一个永远美好的自己。

有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失去了对自己的要求，不再锻炼，不再保持
香洁的身体，不再戒烟，少沾一些浊气；对家人，他们不再有那美妙的灵魂
香气，他们不再总是用细致有爱的样子出现在家人面前。有时，他们甚至

给家人煮一餐饭，都懒去做；有时，向爱人表达一丝关心与在意，都懒得去
付出……

如果是一个有莲一样的心的人，我想，他会永远保持对人的敬重，保

持对自己身心洁净的要求，保持勤劳的精神，保持饱满和谐的气场……
我觉得，作为人，哪怕是面对最无法改变的老去，也应该以最美好的

样子老去。所以我对莲如此爱，对莲这样的人，如此敬。

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我们会不会从一株莲的身上学会平淡却坚持绽放？我们会不会从一

株莲的身上学会身陷污泥也要奋争？我们会不会从一株莲的身上学会保
持人格的香远益清？我们会不会从一株莲的身上学会，终老，也要坚持结
出人生的果实……

爱一株莲，是有原因的；爱一个人，也是有原因的。
我希望我是一株静静的莲，自爱，也讨人爱。

如莲
王静

今天在单位值班，和以往在家的状态截然不同，
值班的夜里特别寂静又漫长。

平时不值班的日子里，在家里要做的“规定动作”
一步也不能落下，做饭、喂奶、给孩子洗澡、哄孩子睡觉

……
等这些“程序”走完，时间和精力也就消耗得差不

多了，拖着疲惫的状态赶紧洗漱上床休息。这般生活

节奏马不停蹄、日复一日，让你来不及思考人生。

这时候没有孩子的吵闹，没有爸妈的叮咛，安静
了不少。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在这漫长的夜里几

乎没有一丝睡意。我想，如果躺在床上睡不着玩手
机，还不如起来看看杂志，逛逛淘宝，敲敲键盘码码
字，借此机会静下心来思考人生，纠正偏离的人生规
划，因为这一刻只属于自己。

公众号分享了一篇文章提到当妈妈的都是超

人，白天干活晚上带娃，既辛苦又心酸，但是每位妈

妈回到家看到孩子的笑容又很甜蜜，像吃了蜜糖一
般，孩子的笑容就是妈妈们的灵丹妙药。我们的人
生何尝不是如此呢，生活中有苦就有甜，有快乐有烦
恼，孩提的时候担心学习，上班了被催着找对象，成
家了着急孩子的成长，人老了害怕身体衰退，几乎每

个年龄段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苦恼”，关键在于看你
怎么去调节，去寻找每个年龄段驱除烦恼的“一剂良
方”，驱散心里的“苦闷”，获得快乐。

当你“苦”的时候，忆苦思甜，当你“甜”的时候，享

受甜蜜，工作虽苦我们绝不叫苦，生活挺累我们绝不
怕累。

我想，即使在繁忙的日子里也要静下心来思考，

别把时间安排得太满，也别让太多琐事牵绊我们的
心灵，随时调整心态，放慢脚步，淬炼自己的身体、心
灵，不断增强意志力。哪怕生活很忙碌，也要见缝插
针，带着不服输的精神，坚定地走下去。

愿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都能找到其中的平衡

点，然后为之努力，收获幸福美好的人生。

值班夜的思绪
王信鸽

同频就是同一频率。
按照物理学的定义，频率

是时间内完成周期性变化的

次数。每个物体都有由它本

身性质决定的固有频率。

对于人而言，也是一样的。对于处于不停变
化之中的事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观点和
见解。

人们因为成长的经历和环境各异，学识的高
低不同，接触的人不一样，走过的路不一致，看过

的风景各有千秋等原因，频率也是千姿百态，各
不相同。

我们常常遇到与自己频率不相同的人，对同

一事物的看法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与不同频

率的人打交道有时是很让人抓狂的事情，前几天
在朋友圈看到一句话：与观点不同的人讲道理，

比搬砖还累。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是典型的不同频

率的人之间“痛苦”交集的证据之一。“话不投机
半句多”，也是频率不同之人相遇时的深切感受。

而生活中，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遭遇。比

如，与有些同事观点不一致，对怎么干好某件工

作有争议；与家人因孩子教育、房屋装修等问题，
处理方法不同而发生争执；与好友就选择到哪里

旅游意见不一致……
人与人之间不同频率的表现，小到某一件事

发生意见分歧，大到我们常说的“三观”不同。与
不同频率的人打交道，后果较轻的只是意见不

合，争论争论而已，无伤大雅，不伤感情。后果严

重的可能是从争得面红耳赤，到感情决裂，甚至
老死不相往来。

如果上升到三观不同，那就最好不要打交道
了，就像古人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能够与你诸事同频的

人，可以说少之又少。因为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

都不是恒定不变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
变。就算曾经是同一频率的人，也可能因为某一

诱因，而导致不再处于同一频率，甚至是决裂和

分道扬镳。
同样是法国哲学家、文学家的萨特和加缪的

故事，就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最初因在哲学
和戏剧等方面有共同的爱好，两人成了非常亲密
的朋友。比加缪大八岁的萨特，曾以宽宏的度量

与眼光，推荐加缪的第一部作品《异乡人》。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时，加缪是《战斗报》的主编，当时
萨特与他也有相同的立场。可是后来，两人因政

治分歧最终导致在哲学问题上的争论，两人展开
了一年多的唇枪舌剑，到后来两人彻底决裂。甚

至加缪死后，萨特也不惜用尖酸刻薄的词语来形

容加缪。有人评论，萨特傲然拒领诺贝尔文学

奖，其实也是因为加缪先于他获奖。
曾经同频的两个人，为何走到这般田地？萨

特和加缪的故事，说明就算同频也会是短暂的，几
乎没有人能与你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能同

频。
孔子说过：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

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可以
一起学习的人，未必都能一起学到道；能够一起

学到道的人，未必能够一起坚守道；能够一起坚

守道的人，未必能够一起随机应变。原因是什

么？在我看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频率不同，最
终走的方向自然也不同。从开始到最后，能和你

一起走到底的人，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有一种可叹是你我不同频，多希望你能和我

站在一起，而你却站到了对面。
有一种可笑是你我不同频，我要表达的是

东，你却以为是西。

有一种可悲是你我不同频，原以为你都了
解，结果你都误会了。

有一种崩溃是你我不同频，我的好意，你却
当成了恶意。

有一种距离是你我不同频，我在山上唱着

歌，你却在山下嘲笑我。

有一种痛苦是你我不同频，我说的什么，你
都听不懂。

既然不同频是一种常态，不同频那么让人抓
狂，那么同频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同频的最高境界，就是人们常说的知音相处

吧。

人生难得一知己；士为知己者死：千金易得，
知己难求……这些都是人们表达对知己这一人
间稀有珍品的向往以及求而不得的惆怅。

是呀，如果在你什么也不用说、不用做的情

况下，有人秒懂你，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与
知己之间不会存在不同频的情况发生，就算有轻

微的不同，他也能理解你。
既然知音那么珍贵难求，我们可以向往但不

奢求，只希望在日常生活中，有人在一些小事上

能与自己同频就可以了。

我们可能不是一类人，但我们在同做一件事
的时候，能够齐心协力；在一条船上时，能够同舟

共济。比如，共同接到一个任务时，我们都能心

平气和地接受，并一同完成
它。这个任务可以是占领敌人

的阵地，可以是维持家庭的和

谐，可以是领导交办的工作

……

再比如，我们在乘同一辆公交车的时候，能
够共同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在同一家影院看电影
时，能够遵守影院规则；我们在排队时，都能够自

觉遵守秩序；我们在约会的时候，你能够按时到

达；我们合影时，你能够欣然同框；我们吃饭时，

你对我点的菜都不反感；我发的朋友圈，你认同
的都能点赞……

如果把同频细化到小事上，发现与自己在某
一时间段、某一地点频率相同的人其实还是很多

的。
当夜色已深，我们还亮着灯光加班的时候，

谢谢你与我同频，我的同事！有你在身边相伴，
加班也是可以很快乐的一件事。

当我们一起回忆过去，重温青春的美好时光
时，谢谢你与我同频，我的同学！有你在身边相

陪，我可以永远年轻有活力。
当我们共同面对家庭所要承担的责任时，谢

谢你与我同频，我的家人！有你们的理解和包
容，我可以变得更好。

当我遭遇困境、误解的时候，谢谢你与我同
频，我的朋友！你无条件的信任和帮助，让我觉

得温暖又幸福。
当我们一起驴行，面对高山险峻、沟谷横阻，

谢谢你与我同频，我的队友！有你在身边同行，

原来自己也可以那么勇敢。
……

其实有一种更高境界的同频，就是我原本与
你并不同频，但为了你，我甘愿把频率调到与你

一样，与你共进退。

谢谢你与我同频
一棵树

朝
圣

—
—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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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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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蕖尚盈盈 喻梵 摄

大宋朝，是一个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创

作诞生了许多名画，比如赵佶的《五色鹦鹉

图》，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梁楷的《李白吟

行图》，马远的《山径春行图》等等，但最令我
难忘的，是伟大画家张择端的伟大作品《清明

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是我国绘画史上的稀世奇珍、画之瑰宝，为那
座城市和那个朝代留下了丰饶的记忆，传递

出丰富的时代密码。那真是一幅伟大的作

品，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大片。

过去一直都认为，《清明上河图》是表现

了北宋宣和年间的盛世情况。从表面上看是
这样的，但从更深一层去理解并非如此。这

也是电视专题片《南宋》提供的结论。
在长 528.7公分、高 24.8公分的空间内，

登场人物超过 550人，60头家畜，100栋以上

的房屋楼宇，20多艘大大小小的船只。在画
卷的中心段，可以看到汴河上一次“惊心动

魄”的交通事故。船夫、乘客、路人都在竭尽
全力，想让这艘船顺利渡过虹桥。而就在这

座虹桥上还有另一场闹剧，坐轿的文官与骑

马的武官互不相让，轿夫和马弁争吵不休。
在这幅画中，还能看到，城门无人把守，整个

汴京就是一个不设防的国都。

名画已成为记忆的场所，今天的人们在
阅读这样一幅作品时，似乎要依靠自己的想

象，才能透过那一个个定格的场景直抵 800
年前的历史深处。

我曾经在《中国作家》上阅读到一个电影
剧本，名字就叫《清明上河图》。透过剧作家的

文字，也能看到宋朝的繁荣、和平与危险、危机。

宋朝一共有 319年历史，其中的南宋享

国 152年，宋朝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是和平

年代。

张择端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这个和
平年代。他用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

了北宋王都开封汴京清明时节的舟船往复、

飞虹卧波、店铺林立、人烟稠密的繁华景象和

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
但是，张择端醉翁之意不在画，在乎画中

国家之危。
在名画中、在剧本中，我们都可以看到，

张择端以坚韧与执着，“为时代写真、为众生
作画、为艺术痴狂”，以及国家利益至上、人民

安全为本的忧患意识，“升平知有日、愁听路

人啼”的艺术敏锐，“以民为本、为民作画”的家
国情怀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

从一开始，画家就不断地把当时社会生
活中出现的种种弊病一一地罗列出来。张择

端精心描绘的内容，并没有那么赏心悦目。

画完这幅画不久，画家自己也在命运的急流
中隐身了，只有这幅著名的宋画留存至今。

宋朝时的中国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国家，为什么如此富裕、发达和奢华的国家，

会败给落后的金朝和元朝呢?这也是史家的

一个千年之叹。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写了一本关于南宋临
安日常生活的著作，书名别有一番意味，叫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书中记

载，就是在南宋要遭到亡国之变的前一天，南

宋人并不关心国家的安危，依然在关注着自
己的日常生活。

公元1276年，元军的铁蹄踏上了临安的

城头，南宋一朝，殆犹梦也。1279年，宋元在

广东厓山的最后一战中，元军以少胜多，宋军

全军覆灭。南宋灭国时，抗元名臣、左丞相陆

秀夫背着年仅 8岁的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
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相继跳海殉国。

消息传开，对于大宋文明衷心膜拜的日

本国，据说这一天“全国茹素”，上至天皇将
军，下至武士平民，身穿丧服，西跪三日，痛悼

南宋的灭亡。史学家认为，这场战役的结果

标志着古典意义，中华文明的衰败与陨落。
他们悲叹“厓山之后，再无中国”。当然，这是

杞人忧天。

《清明上河图》力求书写繁盛中的动荡，

安居中的危机，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
危图”，是妙笔神工创作的“千古绝唱”，我们

应该从中看到这幅名画中丰富的时代密码。

南宋一朝无比的财富，没有更多的转化
为强国的力量，这也是千年之一叹。

繁荣不等于强壮，富庶不等于久安。繁

荣的基石是和平，而和平的保障则需有强大
的力量。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能够打败我们的，

只有我们自己。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才能防
止祸起萧墙，内忧外患，国破家亡。

常看《清明上河图》，与常唱我们的国歌，

都是为了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

我们必须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增强忧患
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唱响“中华民族到了最
危险的时候”，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切实做到内外兼修，长治久安，生生不息，

创造新的历史荣光。

清明上河图
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