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游

路上的风景
去旅游，选择的地方是一座

风景秀丽的名山，坐车要两个多
小时。

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一会
儿低头看地，一会儿抬头望天。道
路九曲八折，应了那句古诗“山重
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可山重水复多了，即使有柳暗花
明，也觉得厌了。

有人拉上车窗帘，靠在椅背
上睡觉，有人低头玩手机，我看车
载电视播放的《中国好声音》。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老者，
看上去七十多岁，短发抖擞地直
立，白T恤、休闲裤、运动鞋，简单
的装扮，透着一股精气神。他拿了
一个相机，镜头向外，隔着车窗，
“咔嚓咔嚓”拍照。

“这里又不是旅游景点，能有
什么好风景？”我问。
老人莞尔一笑：“你自己看。”
此处是丘陵地带，车在群山

中穿行，路在山谷里蜿蜒。路的一
边是山，另一边不时有一条深沟
映入眼帘，沟里的水清泠泠，蓝盈
盈的，荡漾着鱼鳞的波纹。隔沟相
望的是连绵的山，一道一道岭，层
次分明。

天阴沉沉的，形状各异的黑
云像一张大大的渔网，罩在远处
的群山上。云朵一片一片的，浮在
空气中，好像静止了，一动不动。
偶尔，阳光穿过黑云的白边，偷偷
把一抹目光投射到山峦，映出黄

里透白的裸露的石头和点缀在山
腰的青松。微弱的阳光非常羞怯，
弱不禁风，凛冽的山风一吹，就躲
藏起来；稍微明亮的山头，忽然暗
了下去。
老人把相机递过来，我翻看里

面的照片。一张张照片记录了刚才
路上的风云变幻和群山的风姿。山
是云的主体，云是山的背景。山在
云的装扮下，更加辽阔和旷远；云
在山的映衬下，更加妩媚和曼妙。
一张张充满乐趣的照片就是一个
个美丽的符号。无疑，把这些优美
的符号以愉悦的心情记录下来，也
是优美的。
两年前的秋天，随团去大连旅

行。天刚蒙蒙亮，堵车了，停多长时
间是未知数。大家下了车，站在高
速路边，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有人
开始抱怨：“这哪是旅游，纯粹是活
受罪。”更多的人开始附和，甚至有
人骂起来。同行的张姐一个人站在
高速路护栏边，望着远处出神，目
光柔美，带着甜甜的笑意。我问张
姐看什么呢？“你看，太阳多漂亮
啊，红彤彤的；云霞也漂亮，像血一
样鲜红；薄雾也漂亮，像婚纱一样
飘渺；玉米也漂亮，湿漉漉的……
景区也没有这样美的景色。”张姐
一一指给我看，兴奋地说。

抵达，很美，抵达的过程也很
美。可我们往往只寻求抵达后的快
乐，而忽略了途中的美丽。这其中，
也包括我们的人生旅程。 刘敬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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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紫葡萄”微电台
我曾经是个“广播控”。上初中的

时候，喜欢在被窝里收听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的《今晚8点半》，那时候我就
想，长大了，做个播音员多好呀！
后来我成了一名公务员，但我对

电台的喜爱有增无减。去年，我在手机
微信上，关注了一个公众账号，是一家

不错的网络电
台，不仅能收听
电台的各类节
目，还能让
人拥有属
于自己的
电台。看着
众多普通
网友变成
“主播”，我

的心也痒痒的。我下载了这个软件的
APP，注册和申请之后，我真的得到
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电台。

原来，当主播是如此容易。只要
打开下载的软件，就可以来到录制节
目的页面。你可以单纯地录上自己一
清二白的声音，也可以添加一些背景
音乐，真是简单得超乎想象。我给自
己的电台起名为“小紫葡萄的心灵之
语”，好听又好记，不过一旦真录起节
目来，就要提前下一番功夫了。

你需要提前写好播音稿，即便是
脱口秀，也要打好提纲，不然太容易
跑题了。有了可以照着念的稿子，还
需要反复朗读找感觉，然后试着录
制，试听。一般没有三五遍，是录不出
满意效果的，因为录制过程中，一会

儿手机来电，一会儿念了错别字，总
会有各种原因让你不能一遍过。

不过，我还是录制好了第一期节
目，自我感觉基本满意，播出后居然
有好几百的点击率。陆陆续续，我又
录制了多期节目，都是坚持自己写稿
子，自己在清静的时候一遍一遍录
制，并检查播放效果……

很多时候，我会搜索自己的波
段，或者搜索播音主持“小紫葡萄”，
就会一下子搜出自己的电台，电台的
页面是我的自拍照，照得有点模糊，
但那是真实的我，傻傻地笑着，面对
笑着的自己，我感到很畅快，因为我
的电台里，每一期节目都是我的心
语，都是我的真实感悟，能有个这样
好玩的微电台，真开心！ 史丽娜

风尚

悦读时光
新年伊始的时候，与一位

朋友相约，2014年至少读50本
书。

做一枚“书虫”，是一件幸
福的事。为了完成50本书的年
度目标，现在，我家枕边、厕边、
茶几边随处是书，随手可得。我
还常在午休时间逛单位附近的
新华书店，看看有哪些我喜欢
的新书面市。在书店，我眼睛发
亮，心情愉悦，常常是翻翻这本
喜欢，看看那本想买，活脱脱一
个“书痴”。每次去，都不会空手
而归。细数一下，今年我买了冯
小刚的《不省心》、汪曾祺的《受
戒》、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
岸》，以及《丰子恺散文》等；对
三毛的书，我青睐有加，每次
去，都要伫立柜前良久———蹭
书看，她的那些书已被众人的
手共同“蹂躏”得灰脏又卷曲，
但读书人全然不顾。由于太爱
她随性、豁达的写作风格，今年
我买了她的《撒哈拉的故事》
《稻草人手记》。同时，我还发现
了一种能让你“书生书”的好办
法。比如，你买了书，认真地读，
认真地写书评，然后投稿，赚来
的稿费，足够让你买第二本、第
三本书。这样的“读书基金”让
我受益匪浅。

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
讲：“书非借不能读也。”而我要
说：“书非纸质不能看也。”我喜
欢纸质书散发出来的油墨芬
芳，眼睛惬意地在方方正正的
汉字上轻轻掠过，手指徐徐翻
动纸张带来了清脆之音，特别
是随着阅读，书页由厚变薄的
成就感，让我感到无与伦比的
喜悦。有时，读着读着，忽然就
想起那句话：世上所有的相遇，
都是重逢———与一个人，与一
本书，皆是如此。

现在网上阅读已成时尚。
当你走在路上，或在候车室里，
或在办公室里，抬眼四望，会发
现有一大批黏在屏幕上的人，
正用手机、iPad和电脑在看电
子书。我淡然地看看他们，不置
可否，各自选择不同的阅读方
式罢了。我也曾试着在网上看
书，可是看多了，眼睛干涩，脖

子酸痛，手指僵硬，实在不爽。更
重要的是，看电子书没有手持纸
质书的那份闲雅心情，所以也就
作罢。

近日，有专家称，现代人越
来越缺失一种叫“仪式感”的东
西，凡事都追求速度、效率，由
此，反而少了许多闲情逸致。想
想也是。譬如阅读，眼睛在网上
快速、便捷地“暴走”，逐渐替代
了以往细嚼慢咽似的传统阅读。
新媒介使昔日“纸面”凝聚的诸
多艺术的神往，不断被“界面”颠
覆和碾轧，这也是一种悲哀。而
经典阅读的最大特点是深度阅
读，而且是人性化、个人化的阅
读。所以，我每次阅读的过程都
很缓慢，做些读书笔记，读完后
写篇书评，也算对得起作者笔
耕的辛勤。
也许女人间气息相通，我对

女作家所著的书格外钟情。比如
杨绛、张爱玲、三毛、龙应台、六
六、迟子建、张小娴等等，在她们
笔下，情爱、性爱、母爱，灵肉之
爱、世俗之爱，细腻丰富，生动多
彩。虽然写的是家长里短、烟火
尘世、人情世故，但字里行间传
递的温情、坚韧、豁达，无不熨
帖心灵。

有时，先生看我趴在桌子
上、蜷在藤椅里，静静地读书，会
哂笑我，“现在还有多少人像你
这样郑重其事地捧着书看哦。”
我常常“嘿嘿”一笑，继续埋首
于厚厚的书中。

读书让我遁入了寂寞，然
后，又遗忘了寂寞。

莲叶田田

玩家

种几盆地衣
连日雨水，我欣欣然在家里捡了一

盘菜———地衣。
地衣，也叫地皮菜、地耳、地木耳、天

仙菜等。我们这儿的人习惯叫它岩石衣。
可见岩石和土地是它最爱长的地方。据
说，地衣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磷、锌、钙等
矿物质，还对老年痴呆症有疗效。

晴天，地衣像个隐士，黑黑的，蜷缩
着，倘若不仔细看，谁也不会留意它的存
在。可是在雨水的滋润下，它突然活了，
身子成了淡绿色或墨绿色，泛着微微的
光泽，像可爱的小精灵跳跃在草丛里、岩
石边缘。
几个月前，我从野外捡了地衣，顺手

丢了几片在花盆里，还把清洗地衣时留
下的碎地衣，也一并倒在了花盆里。当
然，选的花盆是有讲究的。如果盆的表面
全是泥土，地衣就是长了，浑身泥屑也很
难弄清爽。我选的花盆上面，长着绿绿
的苔藓，像铺了一层小绿毯。如果花盆
上面是沙子，清洗起来也不会太麻烦。
其实，这些全是我的一厢情愿。没人

告诉我地衣可以种，应该怎么种，我只是
想当然罢了。
可是，生活需要来点随心所欲，来点

异想天开。我种在花盆里的地衣居然在
不经意中长得挤挤挨挨。粗看它们，安静
地躲在吊兰丛里、绿萝叶下，一幅恬然自
得的模样。捡起它们，有的厚实，很有质
感；有的薄而宽，像微型的席子；有的打
着卷，好像还沉浸在梦乡。
我把它们放在铝盆里清洗，地衣像

花朵一样绽放，呈现出各种造型。花盆里
的地衣，没人踩踏，容易清洗多了，没几
个回合，就可以送入厨房了。
因为自己参与了地衣的种养、清洗

和烹饪，地衣的味道自然很好，这样的感
受相信很多人都有。
家小不要紧，依然可以在角角落落

种点蔬菜花草；钱少不要紧，照样可以惬
意享受自己打造的美食；天空灰了不要
紧，只要心灵盛满阳光，哪一天都可以扬
起嘴角的弧度。 王秋珍

格调
昨日路过一家茶楼，名曰“半

闲居”，我不禁莞尔一笑，此名取
自“偷得浮生半日闲”吧。劝人偷
闲来品茗，想来此君是个喜好闲
适之人。

古时的闲字，是这么写的：
閒，“门”中有个“月”。许慎《说文
解字》对閒的注释是：“隙也，从门
有月。”“夫门夜闭，闭而见月光。”
引申义则为“安闲”。妙哉！试想，
在一个月夜，和远方的朋友卧榻
漫谈，忽然发觉月光透过门隙照
在地上。那感觉，不就是安闲吗？
古代文人爱极了这个字，随手

翻翻古诗词，“闲”字比比皆是。在
鸟鸣涧，王维吟诵着“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独坐敬山亭时，李白
挥笔写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
闲”；多愁善感的李清照，在思念远
方的丈夫赵明诚时，更是写下了名
句“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或许是
在一个月夜，闲来无事的李清照，
看着透过门缝的月光，想起丈夫，
于是披衣而起，写下了这首脍炙人
口的词吧！

或许有人说，如今终日疲于
奔波，哪有那些多闲情逸致？呵
呵，别忘了这闲是可以偷来的，要
不哪来“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诗
句？我有一老板朋友，不可
谓不忙，可他有偷闲的法
子———垂钓。每隔十天半
月，他便会驱车来到一小
河边，拿出渔具，戴上帽
子，坐在小马扎上，开始
闲闲地钓鱼。看碧波荡
漾，听鸟鸣声声，和钓
友们有一搭没一搭地
说着话，俗事早被他抛

到了九霄云外。两三个小时过去
了，朋友站起身打道回府，钓没钓
到鱼是小事，关键是这精气神又回
来了。据说，现在有许多人隔段时
间便去山中的寺庙闭关，估计和我
这位朋友异曲同工，走得也是“闲
适”路线。
闲，可不只是有钱人的专利，

生活困苦的人同样可以有闲趣。新
疆女作家李娟居住在阿勒泰时，生
活条件相当艰苦，晚上只能睡在几
块木板拼成的临时床铺上，而且
“床”还抵着满是裂缝的后门，冷风
时常穿缝造访。但在有月的夜晚，
她会饶有兴致地透过门缝赏玩夜
空中的明月，她写道，“巴拉尔茨的
月亮是世界上最奇异的事物，它圆
得不可思议。”“月亮那么的明亮，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光芒碰到它都
会叹息，不由自主呈现出与它同样
的质地。”每每读到此处，我总是心
怀敬意：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还
能有这等闲适乐观的心境，她该是
一个怎样的女子啊！

前几日，读梁启超的《人生拿
趣味做根袛》，看到里面有这么一
句话“趣味是活动的源泉”，不禁心
有戚戚焉！原来梁公也喜欢闲趣，
真乃吾辈人也！ 阎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