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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韵悠悠 □ 季振华

我们是记者

桂花树的恳求
小事在人
大事在天

龚东昇 油画《蟹塘一角》

□ 北风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记者节，
她有着属于我们记者的骄傲和荣光！
今天是个难忘的日子——记者节，
她有着对于我们记者的嘱托和期望！
我们是记者，我们是这样一些人，
朝朝暮暮，在城镇，在乡村，四处采访，
明亮的眼睛，
闪耀着坚定的忠诚和信仰！
我们是记者，我们是这样一些人，
时时刻刻，在社区，在街道，匆匆行走，
青春的身影，
风中的旗帜一样飞扬！

我们是记者，
我们是一个坚强有力的团队。
我们牢记新闻工作事关大局，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激发全社会奋发向上！
我们恪守宣传报道要弘扬正气，
构建社会的和谐文明，
营造真善美的时代风尚！

我们坚持访谈采写要实事求是，
反映百姓的呼声和心声，
架设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

我们是记者，
我们是一支忠于职守的尖兵。
我们用一双灵敏的耳朵，
追逐崇明三岛发展的脚步，
倾听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豪迈歌唱！
我们用一双喜悦的眼睛，
注视深入人心的创城活动，
凝望万千志愿者的亮丽群像！
我们用追逐热点的笔触，
临摹农商贸易林牧种养的兴旺景象，
描绘路桥水电绿色交通的浪漫梦想！
我们用聚焦亮点的镜头，
摄录东滩西沙农家民宿的曼妙姿影，
呈现美丽崇明生态家园的旖旎风光！

我们是记者，
我们是一个胸怀大爱的群体。

当轿车翻入河中，五人被困，
我们记者不顾跌倒流血受伤，
把救人危难的动人场景向四方传扬!
当那个因病致贫的农家陷于绝望，
我们记者向那寒门之子伸出援手，
帮他重新把生活的希望点亮！
当崇明的游子不远千里回乡寻亲，
我们记者急人所急想人所想，
多年跟踪报道，投以关注的目光！

我们是记者，我们是社会的守夜人，
让每一盏路灯都宁静地照到早上，
每一个人的梦里都有安详的月光；
我们是记者，我们是生活的瞭望者，
使每一张面孔都有幸福表情，
每一条声带都能快乐歌唱；
我们是记者，我们是理想的践行者，
每一次采访都和家乡一起前进，
每一次出行都和生态岛一道成长；
我们是记者，我们是真善美的传播者
把每一件感人的事嵌进社会之窗，

把每一个最美的人领到人们心上；
我们是记者，我们是忠实的记录者，
用高贵的良心书写时代每个
精彩的瞬间，
用高尚的良知展示经得起历史检验
的真相！

记者节，是党对我们记者的关怀，
激励我们胸中要有主旋律的
铿锵激荡，
心里要有正能量的无限释放！
记者节，是时代对我们记者的褒奖，
鼓舞我们把钟爱的新闻事业
扛在肩上，
不忘初心，勇于把使命担当!
记者节，是人民对我们记者的厚望，
期待我们时刻待命闻风而动，
永不缺席任何一个新闻的现场！

我们是记者，我们澎湃着道德的热血，
我们是记者，我们焕发着信念的力量；

我们是记者，
忘我，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我们是记者，
奉献，是我们坚守的愿望！
来吧，让我们携手并肩，
不断为宝岛构筑一条正确舆论的春
风走廊！
来吧，让我们融合互动，
永远为社会播撒公平正义文明和谐
的阳光！
来吧，让我们到城镇去，到乡村去，到
火热的生活里去，
那里，永远是我们演绎青春人生的精
彩舞台；
来吧，让我们到社区去，到街道去，到
人民群众中去，
那里，永远是我们追逐憧憬实现梦想
的第一现场！

2018年11月8日，是我国第十
九个记者节。

当一滴雨急急地，以俯冲的姿
态，穿云渡尘，又缓缓地，似仙女般清
姿漫舞，浓缩着她透明的心思，仿佛
命中注定一般的缓缓凝聚，朝着一个
似有非无、似无非有的点，降落，降
落，最后她也不知道降落到哪里，来
去无踪的。就在她要滴落，撞击到坚
硬的碎片，或者毫无声息，被泥土埋
得没有踪影的时候，小微醒了。小微
没有苏醒的过程，一瞬间就醒了。她
睁开眼睛的时候，雨炸开了，在金属
上，“啪”的一下。小微看到了一滴雨
的前端温圆的底部触到了硬物上，碎
裂着溅开。是这样的，小微想。然后
雨滴的上端，尖尖的那部分，轻轻地
弹跳了一下，被凝成了最小的珍珠，
在碎裂中滚动着，像襁褓中的婴儿，
最后用水的样子平铺开来。一滴雨，
结束了，用她的惊心动魄。小微看到
了一滴雨降落的整过程。

这是深夜，有台风要来。每当台
风要来，小微总好像要盼望着什么，
她随着气象预报的节奏，期待着，想
象着台风的样子。台风是惊悚的，打
乱了平日里的凡俗和庸常。这个时

候，小微总是有点激动，她看着台风
在草尖上滑过，看到她在树枝上舞
蹈。台风在人们忙乱的脚步间穿梭，
哼着小曲。她飞舞着，张着大的黑色
的翅膀，时而温柔的，时而狂暴的。
当她想变成一只野鹤，在宽阔的水面
上停留一下，波涛便汹涌了起来。她
像精灵一样在田野上飞了一圈，植物
竟然畏惧了，齐刷刷地做了非常恭敬
的姿态。

小微就是在台风将要来到时的
第一滴雨中醒来，醒得无缘无故，却
醒得那样清清楚楚。

小微感到台风中一滴雨的宁静，
以及她的银瓶炸裂般的归宿和使
命。小微深深地感受着，如同感受着
自己，她感受着她的温暖、她的离别，
她最后的疼痛和去往的幸福。

小微的心里仿佛也升起了一滴
雨的形状，玻璃球般的，吹弹可破的，
又结实如蛛网。小微不想让她离去，
就结在心里。小微要时时地，或者偶
尔在台风来袭的深夜，张开眼睛看一
看她，看看她是否存在，看看她是否
依然完好，看看她是否还有身体一样

的温度。看一看，然后再进入梦乡。
当第一滴雨和小微同时醒来，又

在小微的凝视中消失了之后，小微又
沉沉地睡去了。小微看见了姨，她来
到了姨的家门前。

姨的家仍然是老样子，一大间，
后来又长出了一小间。姨就生活在
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姨是最
应和太阳、月亮规律的时间，仿佛和
它们一起生活。这时，小微看见姨深
锁的门打开了，姨走了出来。姨依然
那么姣好，小麦色的肌肤里藏着含笑
的眼睛，她小巧的嘴是玲珑的，从来
不会叫人生气。只是她的眉稍稍覆
盖着，小微感觉到姨沉重的心思。

姨走出门来，穿着她碎花的衣
服，她接了一盆水，把水泼在刚刚冒
出嫩叶的菜秧上，她说，再过几天苗
长高了些，嫩嫩的、肥肥的，没有药
水，没有虫子，她要拣好的，帮小微送
到楼下。姨说这一段日子以来感到
疲乏了，连心上也少了力气。姨站在
她的田野里，苗围着她，零星地冒出
来的草看着她，她给小微指这指那，
似乎在不停地叮嘱。后来她告诉小
微再过一段日子等太阳升起来以后，
她要走了。

小微着急着问：“你要去哪里？”

姨说：“我跟他们约好了。”姨笑
了笑，凡事都有定数。她捋了捋头
发，小微看出了她的顺从，她的舍不
得。我是要走了的。姨说。

说完，姨留给了小微一个背影，
走进了黑洞洞的家去。

小微看着姨渐行渐远。她听到
了一滴雨在心中降落，持续地降落，
最后碎裂了，如同猛烈的台风前的一
滴雨。

小微听到这滴雨，碎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闹钟的铃声及时将小微

唤醒。小微和往常不一样的是，她先
来到窗前，看见前面的一排树狂热的
舞动，树梢连着树枝再连着树干，恨
不得连树根都要一起奔跑。风呼呼
地在庄稼地里一往无前，将要成熟的
芦穄东倒西歪地倒伏着，细长的身躯
像草一样的无力。几只鸟惊慌地飞
过，灰灰的云层像涂过颜色一样无尽
地铺展开来。小微站在窗前，感到暑
热被暂时的退逼，另一番的除了像石
榴开花一样的热的气浪之外的东西
冒了出来。

小微平静着，又激动了。她想，
所有来的和去的都是自然的，她要怀
揣着雨滴的温情，不碎的温情进入到
新的历程。

解释人生中的某些事情，我
们经常会使用命运一类的字眼。

所谓命运，是指生死、贫富
和一切遭遇均是生来注定的。
说起来倒真的也有意思，许多事
情我们常常想不通也解释不通，
结果借用了命运之类概念，某些
因果关系就变得通畅了。比如，
生老病死，用命运解释，就把人
给说服了。

有些大事情，比如刚说的生
老病死，我们自己实在做不了
主，那么就把它理解为命中注定
好了。

细想想也对，就是一个生，
到底有谁是自己拿了主意而来
到这个世界的？降生不能自作
主张，变老、害病直至死亡，这一
系列过程当然也不是自己能够
做主的。自己不能做主张，那就
是天的主张了，就是命运的主张
了。换了一个自然灾害说，它的
另一个名称就叫“天灾”，就更加
容不得我们做主了。就是因为
人人明白个人意志以外还有一
个客观存在，所以有“天意”“天
命”“天数”，以及“谋事在人，成
事在天”等说法。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既然有
些事情我们自己实在做不了主，
那么就和老天爷商量分一个工：
大事情让老天爷管，我们则管自
己管得了的小事情。这要是换
成一种思想，那就是我要表达的
“小事在人，大事在天”。

“大事在天”，在一定程度
上，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解脱。
由不得我们的事情，就别逞能
了，就乖乖地听天由命吧。“小事
在人”，这倒给每个人施加了压
力。我们每个人要尽个人努力
和客观许可，去把一件件小事情
做好——另一面说，我们也没有
丝毫理由，把小事情给弄坏了。
这样，我们对自己的人生就有得
交代了，甚至因为我们在办小事
时长了一点本领，从而有能力去
对付某些稍微大一点的事情了。

我是桂花树，你是人，都是蓝天
下的一条命。当年是热心的绿化工
为我腾出咫尺之地，给我生根，让我
生存，以后还一直养我，护我。

我和人类一样，也懂得知恩、感
恩、报恩。今天幼树已成材，我要为
人类增添绿色，净化空气。眼下是开
花季节、也是我最风光的时候，我会
吐出馨香，为人类造福。

可最近有些人的举动让我望而
生畏，他们根本就不理解我“暗淡轻
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的个
性。当我正倾吐馨香时，他们来到我
身前、背后晃悠，他们不是在欣赏我，
而是对着我虎视眈眈。他们都是不
速之客，在生我、养我、护我的岁月
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的身影，
看得出，今天他们是另有企图来到我
跟前。

果不其然，他们在我身上瞄准部
位，狠心地折我手臂、断我腿，然后利

索地装进他们随身携带的包包，一走
了之。

他们似乎也很疼爱我，把我带到
他家，放在房间里，插进花瓶里，他们
要把我的馨香供他一家独享。

要知道我喜欢生长在土地上，沐
浴在阳光下。他家房间虽高雅，我却
闷得直发慌。再说我乐意为小区居
民造福，不只是为一家添香。

他们强行把我和母体分离，把我
的母树摧残得体无完肤。不多时，我
也萎缩了、凋谢了，没过多少天，我已
成了一根枯枝，我连自己的命也没保
住，还给他们添什么香！

有些人呀，你们总应该比我们植
物要聪明，更懂得我们之间要和睦相
处，共同生存，然而你们往往聪明过
了头，只想利己就不考虑损我，可到
头来既损了我又不利己。

我是桂花树，我有一个恳求：当
我岁岁飘香时，请君欣赏莫折枝！

心灵驿站

雨滴和小微

心香一束

□ 施在隆

□ 宋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