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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处处有芳草天涯处处有芳草 ■朱亚夫

像一阵春风拂来，我的老朋友朱海山先生，
要出本《海山博文萃集》（修订版），“向自己七十
岁的生日献礼”。我感到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因此虽然自己有两本书在赶写，但仍欣然答
应为他写序。

我与海山相识有些年头了，他为人朴实、
做事踏实、作文真实，这“三实”作风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再加上他是位复员军人，我也
当过兵，于是关系更进了一步。当年每每聚
会，总能看到他的身影：默默地坐在最后几排，
有时会拿出相机，穿梭于走廊中拍上几张照
片。他心地善良，重情念旧。当获悉某网编辑
部主任杨蜕姑娘即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时，他
牵头组织欢送会，宴请作别。前年为该网站起
死回生，奔走呼号，我亲见他在一次座谈会上，
向有关方面陈情时，许多人都是即兴发言，唯
有他从笔记本拿出一张发言稿，认认真真讲述
他的想法与见解。

有人说，博客是公开的日记，无须审核，
只是自娱自乐，质量不高。我并不这样认
为。博客是互联网的产物，它自 1997 年诞生
以来，风行世界。2002 年进入我国，没几年，
就席卷全国。可见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英雄自古出草莽，天涯处处有芳草。在这庞
大的博客群中，自然也有珍珠，《海山博文萃
集》就属于这类珍珠。打开这本文萃集，一
股清新纯朴之气扑面而来。是的，海山博文
的特点就是接地气。无论是写他生平的经
历，往昔的遭遇，如《一台沪产的缝纫机》《邓
副司令治军纪》等，还是写他自己的退休生
涯，金秋的岁月，如《用生命书写历史的人》

《展现风采，追逐梦想》等，他都是率性而为，
真情告白，我们可从中感受到他积极向上、
健康乐观的人生态度，体察到他投身社会生
活的满腔激情。由此可听到民众的心声，社
会的体温。

海山博文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善于描写心
理活动。如他的《那年，我曾经的密山行》，写他
远赴东北农场探望妹妹，久别之后的思念、牵挂
之情，让人感同身受，活龙活现；而他写的《我的
赴美纪行》，好比七则日记，栩栩如生地写出了
他同女儿“赴美国进行一次商务旅游”时的喜愁
哀乐，让人怦然心动。是的，我看到这里，脑海
中就浮现出当年我初次出国，应邀赴欧洲塞浦
路斯采访时的一幕幕情景……

海山说：“退休了，于是也就想起了‘我’，想
起了我的人生、我的路。因此，我忽然也觉得我
还缺少些什么，我感到更应该要为人生留下点
什么。”这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平生努力以
如下座右铭鞭策自己：总要留下些许东西，方才
不枉来过人间。现在，他留下了《海山博文萃
集》，这是一本很厚重的人生印记，我想它会在
网友中，在海山的亲友中，在关注他的朋友中，
获得珍惜，觅得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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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的鲜妍，在人们欣喜的眸子里渐渐更
替为蓬勃的烈夏，忽然有一天猛然震惊，已到了
萧瑟的清秋，甚至看见凛冬奉敕收藏的天
意了。遥想那些曾经盛开的花儿，不禁喟
叹：日月如梭！

自然间的花草如斯，尘世里的人亦如
斯。我那曾经年轻英气勃发的爹爹，历经
奔波劳碌的人生征程，现在已是一日不如
一日的老爹了！老爹虽老，耄耋之年，也
不愿蛰伏在家里窄小的空间。之前，他怀
揣着敬老卡，提着布袋里自带的瓶水，几
乎每天都要独自外出乘公交车，这里兜
兜，那里逛逛，有时会买回廉价的花草，或
是小乌龟……老爹不服老，还有梦，还要
看看外面的世界。

终于有一天，老爹摔倒在市中心的路
边，被仁爱的热心人帮助着用“救命车”送
进医院救护，是什么缘故摔倒，老爹自己
也说不清。从此，我们家人不再容许他独
自乘公交车外出，被家人爱的叮咛牵拽
着，老爹只在家中的小区里走走坐坐看
看。我去与兄弟同住的父母家，遇上风和
日丽之日，有时也陪着老爹在家附近小区
外兜兜走走。

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渐渐地，老
爹再也走不远了，他弯腰鲎背，佝偻着身
子晃荡着行走，没有肌肉支撑的干瘪胸
膛趋于和地面平行。某一天，我呼唤老
爹外出走走，忽然发觉白头老爹冲冲撞
撞的走步模样，似乎要向大地叩头，我赶
忙拽挽住他枯柴一样的臂膀，这生命灯
油即将燃尽的身体并不十分沉重，我搀
牵着老爹继续前行，前行……我的心，却是分
外的悲酸沉重！

亲爱的老爹，您知道我们以这样艰难的方
式散步，儿的心有多难受吗？也许您并不知道。

这就是在我幼年时，那个曾经搀牵过
我蹒跚学步的年轻爹爹吗？那些已经很
久远的往事，老爹，您还有记忆吗？那会
儿，您搀牵着我细细的臂膀，或是牵引着
我纤纤的小手，陪伴我跌跌撞撞地向前迈
步，您年轻的心一定像涂抹了蜜一样分外
地香甜。

父牵儿手父欢喜，儿搀父臂儿酸
楚。稚儿是父亲心中含苞的花蕾，老父
是儿女眼里萧疏的草木。岁月无情地磨
耗剥蚀了老爹对亲情的感性，老爹的心
变得麻木而漠然，失去了对许多往事的
温馨回忆。

岁月不会逆流。搀牵着颤颤晃晃的
老爹散步，怎能叫儿不心悲！

时今社会，每天不少遛狗的人。于
是有个别陪伴老年父母散步的儿女，调
侃自己也像遛狗人一样，每天陪父母“遛
弯”。我觉得这样比喻甚是不该！这是
对历经千辛万苦养育自己长大的父母的
大不敬，也是对陪伴自己父母散步初心
的亵渎！

陪伴父母散步，怎能用“遛狗”比喻？
陪伴父母散步是源于对双亲的爱，

“遛狗”是基于对宠物的喜欢。如果一
定要说“遛狗”也是爱，那只能说是对狗
狗的宠爱，陪伴父母散步则是对高堂的
孝爱！

祈福我年迈的双亲，我亲爱的高堂！
愿我能无限时地给予您们多一些，再多一

些爱的搀牵，陪伴您们安详无忧地走完漫漫人
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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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早春相遇
■空 山

在百合的花束里装缀几枝康乃馨，捧着她
们的芬芳，走在乡村路上。时已春分，大棚里
种的草莓开始采摘，敞开的棚口看到草莓藤上
清新的白花，农家将小摊摆在车经过的路口。
草莓园一角的圈栏里散养着几只鸡，正悠闲觅
食，圈外草丛中，婆婆纳摇曳着轻盈的紫，油菜
花点亮了阡陌，蜜蜂和小飞虫，正悄悄告诉我
春的讯息。

唐家庵在路南的村落中，赭色的飞檐琉璃
令这片村庄多了几分静穆。某次无意中得知，
这里是供奉五方文殊菩萨的道场，因此自然就
忆起之前途经三墩时，印象中是有看到过指路
箭头“唐家庵”的字样。使我访庵礼拜的，应是
我对大士久久心存的敬意。

小河边的农家院落像天然的园林，门牌上
标注着扶栏村，男主人站在铁树前看着我，兴
许以为我要问路，我平常因不认路，总觉得路
上投来的疑问的眼神都以为我准备问路似
的。一侧头，就看见了唐家庵，门前有位老尼
师拿着扫帚同人说着话，见到我就用本地话
问：你是来烧香的么？我忙说是，我来拜五方
文殊菩萨。老尼师领我进庵，进门看到香炉，
两根烛火、一把香点燃着，轻烟袅袅。庭院无

旁人，大雄宝殿只开着偏门，老尼师打开殿门，
说去取个瓶来插花用。我站在殿外，看到佛陀
的庄严宝相，尼师拿来白色塑料瓶，让我去井
上打水，我一不留心将底座掉落，她说：无碍
的，这个叫钵。尼师又拿来剪刀剪开包装纸，
我就顺手将花插入瓶中，她去供奉水果，让我
供奉花。她问：文殊菩萨你是认得的对吗？我
在《维摩诘经》里读到过文殊菩萨和维摩诘居
士的精彩辩论，却难解其中深意，着实心里没
底气，于是“嗯”得很轻。尼师便说：给文殊菩
萨磕三个头，口中念：“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
萨”，磕完头出来请香。

老尼师在我身边关照：香烛壳放在垃圾小
桶，先将烛插好，然后点香，插蜡烛时要慢慢地，
要稳足，不要虎头虎冲。我一惊：尼师说的不正
是我么，上次在寺院，就是虎头虎冲弄破了蜡烛
插口。说话间，又说刚刚拜的文殊菩萨和五方
文殊菩萨都是一个文殊菩萨，鲜花供奉在哪里
都一样恭敬。尼师的朴素语言，声声句句都落
在我心，让我觉知自己所学与未学无异，在心里
暗暗敬她。随后又关照我：先去大雄宝殿拜完
再到天王殿，再上二楼，五方文殊菩萨在二楼，
去吧。走出天王殿时，看到尼师蹲着在捞下水

道的垃圾，我上楼梯时听到她在身后说话，却没
听清，就糊里糊涂“噢”了一声，上楼看到殿外放
置的拖鞋，我猜想是让我记得换鞋，这很像一个
家族长辈的叮嘱。

礼拜完，立在二楼的走廊往外看景，看大殿
飞檐上的雕纹，这座四百多年的古庵，氛围不似
其他禅院那般，显得十分简朴清净，看到尼师在
对面廊道里走动的身影，微微有些佝偻，不知她
在这里清修多久了。以前访寺多在人潮，礼拜
像做功课般，很多时候是为赏景。今日机缘，初
次有这么一位老尼师从头开始至心教我礼拜的
仪轨。独自在殿中时，依然不免紧张，我深知，
这份紧张来自于许多自身不足之处的一种照
见，是惭愧心。尼师告诫的话在心头萦转，突然
觉得，行走至今，有些声音开始慢慢入心，让我
关照到自身的缺失，也感受到人世间平等相待
的可贵。

想下楼要与尼师道个别，留着心却没看
见。出庵院，阳光煦暖，草花烂漫，田野里一派
春的气息。迎面走来一位比丘尼，手里拎着一
袋米果，我们走近时又互看了一眼。想想自己
此生流转人世，来到这么一方空间，所看见的，
所听闻的，所感触的，是一份怎样的因缘。

最近，看了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内心
极为震撼。影片彰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下，中国这五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展
现了中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征程上
的伟大精神风貌，将近年来祖国的发
展和成就第一次以记录片的形式呈现
在大银幕上，这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
充满正能量的记录影片，充分点燃了
每一位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影片以中国桥、中国路、中国港、
中国网四大基础设施建设为线索，重
点展现傲视全球的高铁、大飞机、大
轮船、天眼、量子通信、航空航天、共
享经济等因科技创新引领于世界的
伟大成就。影片以通车不久的港珠
澳大桥为起点，重点介绍大桥混凝土
浇筑施工中难度最大的一次西岛地
面建筑的基础部分，现浇隧道与沉管
对接端头截面近 400 平方米，误差控
制在 5 毫米内，为保证整体性，侧墙
与顶部必须一次性浇筑成型，工艺方
面的要求非常高。我国科技人员联
合攻克一道道核心技术和施工难关，
硬是在跨越珠江口伶仃洋海域架起
了连接香港大屿山、澳门半岛和广东
省珠海市的港珠澳大桥。接着展示
了中国各地的地标性建筑、天空一号
和丝绸之路等中国元素，用大量的航
拍一一展示了口径达 500 米的射电
望远镜，号称“中国天眼”；37 层楼高
的海上钻井平台“蓝鲸 2号”；起重量
达 8000 万吨的浮式起重机……这些
均是由中国人创造的科技奇迹和世
界之最，每一项都饱含着中国人民的
智慧和辛勤汗水。

到 2020年实现全国脱贫，是中国
政府对世界发出的庄严承诺。影片介
绍了女志愿者帮助西藏牧民异地搬迁
的故事，一次次走访，一次次说服，精
诚所致，终于让老牧民咧开笑靥。精准扶贫、西
部大开发、南水北调等惠民工程的实施，让国人
充满获得感、幸福感。日益提升的强军战略让

谁都不敢小觑我中华，风生水起的大国外交使
中国越来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发出我们的最
强音……现在的中国真的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经历文革的我们，虽已退休，庆幸
参与并见证中国梦的实现而感到无尚
光荣。

C919飞机的展翅翱翔，有力地向
世界证明我国已经具备自主研发大型
飞机的能力。随着天宫二号发射成
功，“蛟龙号”潜入深海，原本遥不可及
的宇宙太空和深邃海底，已被中国人
用智慧和汗水化为咫尺。当港珠澳大
桥建成时，总工程师林鸣从年轻力壮
到白发苍苍，“坚守信念，永不懈怠”是
这位年近花甲的中国共产党员的信
念，也是这位超级工程建设者的情
怀。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
工程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先
生，他为了中国天文事业付出了毕生
精力……影片中记录了许多这样的为
工作、为事业默默奉献的平凡人，有的
工作在科研一线，有的工作在普通岗
位，还有那保家为国的军人……正因
为有了他们，我们的国家才会如此美
好，生活才会如此安定。

今日之中国已不再是那个腐败无
能、让洋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任人
百般欺侮的满清政府，已不再是积贫
积弱、让日寇铁蹄任意践踏丢疆失地
的旧中国，经过建国后近七十年特别
是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四十年，我们的
经济总量已经雄居世界第二位，各方
面都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今日之
中国已经昂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并正
朝着我们既定的目标——全国建成小
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阔步前进。

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我们每一个
中国人的奋斗，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
每当有他国政局不稳的突发情况，祖

国的舰船飞机会第一时间接同胞回家，感受到
祖国大家庭的温暖。看得我们每一位国人从心
底高呼：厉害了，我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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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哦，，金黄色的油菜花金黄色的油菜花
张耀明张耀明

我幸亏住在城乡结合部我幸亏住在城乡结合部
我幸亏上下班总来往于乡村路我幸亏上下班总来往于乡村路

我幸亏在经历了我幸亏在经历了
夏热秋寒冬冷后夏热秋寒冬冷后

又迎来了暖春又迎来了暖春———如此循环反复—如此循环反复
也便又能欣赏到盛开着的金黄色的油菜花也便又能欣赏到盛开着的金黄色的油菜花

满坡满垄满坡满垄，，淹没了田埂淹没了田埂，，推拥着农屋推拥着农屋

———这世上竟有这道风景—这世上竟有这道风景
错失了这道风景错失了这道风景，，如果不知道如果不知道
我一生或许还会感到很满足我一生或许还会感到很满足

如果知道了如果知道了
我便会觉得生命中有缺憾我便会觉得生命中有缺憾，，

可可，，也只能永远空着也只能永远空着
用什么也无法将其弥补用什么也无法将其弥补

春天又怎么会只有金色的油菜花呢春天又怎么会只有金色的油菜花呢
梅花梅花———开在山坳深处—开在山坳深处
她是孤芳自赏常遭人妒她是孤芳自赏常遭人妒
樱花樱花———一如漫天飞雪—一如漫天飞雪
她是不投我缘属异域图她是不投我缘属异域图
桃花桃花———落英随水流去—落英随水流去
她是性情轻薄终究成土她是性情轻薄终究成土

春天又不能没有金色的油菜花春天又不能没有金色的油菜花
她虽没有梅花的似无似有她虽没有梅花的似无似有

樱花的若梦若幻樱花的若梦若幻
桃花的如火如荼桃花的如火如荼
但如果没有她但如果没有她

春天就不成其为春天春天就不成其为春天
至少是缺少了一种色彩至少是缺少了一种色彩

还有从这色彩透出的淳朴还有从这色彩透出的淳朴
以及我由此获得的以及我由此获得的

对生活的眷顾对生活的眷顾

我或许对生长于土地的东西我或许对生长于土地的东西
有一种对大地生物天生的情愫有一种对大地生物天生的情愫

那梅花樱花桃花那梅花樱花桃花，，它们它们
不也是于斯生于斯长于斯枯不也是于斯生于斯长于斯枯
可它们经过千百年穷酸客可它们经过千百年穷酸客

咏而叹咏而叹，，叹而咏叹而咏
已脱离了尘俗已脱离了尘俗

以至成了放于博古架上以至成了放于博古架上
书中的字纸上的图书中的字纸上的图

而金黄色的油菜花而金黄色的油菜花
开着时开着时，，愉我眼目愉我眼目

而谢了而谢了，，又使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又使我的生活变得丰富
它始终令我牵肠挂肚它始终令我牵肠挂肚

任我走向远方任我走向远方
哪怕脚下是一条不归路哪怕脚下是一条不归路

哦哦，，金黄色的油菜花金黄色的油菜花
在我眼中在我眼中，，它开了不会谢它开了不会谢

谢了也还开着谢了也还开着————
永远在我的灵魂深处永远在我的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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