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孙女上小学二年级，教语文的
老师要求学生背古诗，按教材规定，要
背的古诗有近40首，于是，下午放学
和晚饭后，在妈妈的监督下，她就坐在
书桌前，晃动着脑袋，以稚嫩的声音读
那些诗。我问她知不知道那些诗的意
思，她说不知道，老师只让背。这就像
过去私塾先生让弟子背《三字经》、《百
家姓》、《千字文》那样，先背熟，待有了
理解能力再开讲。

小孙女背得最熟的是《春晓》一
诗，这让我想到了该诗的作者孟浩然。

在盛唐时期山水田园派诗人中，
孟浩然是杰出的代表之一。这同他的
身世与活动范围有关。他前半生多在
家里读书和侍奉双亲，并以写诗调适
自己的生活。40岁时他赴京师应进士
而不第，然后返回故里湖北襄樊。仕

途不畅固然是一种挫折，但他在长安
时却结识了诸如张九龄、王维等田园
山水派诗人，且交谊甚笃。这对他影
响很大。因此，回到家乡后不久，他便
开始漫游吴越，纵情田园山水，借以排
遣仕途失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
把全部感情融入山水田园间，以诗抒
怀，从而成就了自己。

作为盛唐杰出诗人，孟浩然诗作
颇丰，尤其是《春晓》和《过故人庄》，更
为人们耳熟能详。《春晓》诗的原作是
这样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如果释义，
该诗的意境大致是这样的：春天的早
晨绵柔而温馨，正是睡觉的好时光，可
是不知不觉天就亮了；猛然间一觉醒
来，到处都是鸟儿的鸣叫声。夜里睡
得迷迷糊糊，似乎有沙沙的风雨声弥

漫着，而这风雨声，无意中不知吹落了
多少花儿。全诗仅四句，却把春光熹
微中的情致写绝了。作者借助诗句，
展开的是丰富的想象，把春晨的妙境，
自然景物的情态，完全糅合在自己的
情绪之中，出神入化，使得诗作意蕴深
邃，妙趣盎然，犹如一幅生动别致的画
卷，铺展在读者面前。

孟浩然的诗不事雕饰，简朴清淡，
却又亲切真实，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
息，在艺术上具有独特造诣，使山水田
园诗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

与《春晓》相呼应，《过故人庄》亦
堪称绝唱，诗曰：“故人具鸡黍，邀我至
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
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
还来就菊花。”这首诗是写应朋友之邀
而前往品酒话旧的。菜蔬很简单，只

有“鸡黍”而已。这不是落笔的重点，
关键是环境的描写和酒中的话语。“绿
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是故人村
子的远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
麻”，这是故人家的近景。不管是远景
还是近景，都那么清秀，那么素雅，那
么富有诗情画意，无疑，这为饮酒话旧
烘托了一种绝妙的意境，以致引出“待
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期许。同
《春晓》相比，《过故人庄》诗句可谓近
似白话，但细加咀嚼品味，清淡中却浑
然一体，意境清旷，韵致飘逸。

读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总有一
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却又比真实的
大自然高远而妙曼。这种感觉是一种
精神上的朝圣，一种浸润心灵的享受。

诗是一种精灵，一首绝佳的诗，往
往令人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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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去一个百米远的地方，常常
也要花费一个多小时。这个时间是这
样花掉的：路过花坛，看花坛边的蜗
牛，十分钟；途经对面一幢楼，看墙角
的蜘蛛和蜘蛛网，十分钟；发现一群围
着一个苹果核忙碌的蚂蚁，蹲地上看
五分钟；遇到一个甲壳虫或任何不知
名的小虫子，看五分钟；遇到有台阶的
地方，跳上跳下，十分钟；看见一片干
枯的树叶，惊呼着捡起来，研究它的前
世今生，然后说是送给妈妈的礼物，问
妈妈漂亮吗喜欢吗，五分钟；遇上一只
小狗，马上石化，看它的尾巴如何摇
摆，看它皮毛分布的方向，五分钟……
对他来说，一路皆是风景，万物皆为新
鲜，值得驻足停留的东西，太多了。

妈妈你快来，这儿有两个蚂蚁！
有天早上7点50分，我牵着他正

疾步奔向停车位，一路狂奔去幼儿园
时，他却突然挣脱我的手蹲下来不走
了。我心里火烧火燎，因为8点前必须进
校。赶不到的话，幼儿园大门就会落锁不
让进了，进不去的话我就得自己带他一

天。面对每天洪水一样滚滚而来的工作，
这是无法想象的。

快走快走！我忍无可忍地对他大叫。
妈妈你快来！他带着更加无法忍耐

的哭腔喊。此刻出现的这两只蚂蚁，是生
命中的重要交集，怎能错过。

你不走我走了啊，拜拜！我已打开车
门，威胁他。这是当妈的惯用伎俩。

不行妈妈你快来看！
大概，孩子需要大人进入他所看

到和领略的世界，需要大人去佐证和
强化他感受的东西，这是孩子最需要
的分享，以此才能获得存在感。

我掐算着还剩的时间，脑子里飞
速权衡着是一把把他拽过来强塞进车
里还是应和他看一分钟蚂蚁哪一个更
有可行性更富有效率，在他越来越急
迫的哭声中我预感到暴力与专政效果
不好所以只有强忍住不耐，跑步折回，
蹲在地上和他一起看蚂蚁，像是平生
第一次看见一样，并在他把脸转向我
提问时，竭力让自己死鱼般无感的眼
睛温柔活泛起来。两分钟后，这才顺

利地拉他起身，在大门落锁前的最后
一秒钟冲进幼儿园。

几乎，每一天，都要经历这样的拉
锯战心理战。各种较量过招，各种妥
协或者坚持。

为什么孩子那么喜欢小动物，一
看见就迈不动脚步？可能在孩子眼
里，这才是真正的众生平等。或许在
他们眼里，动物像他们一样弱小，被
动，不会表达，在身高、体格上与他们
更接近，不会给他们带来压迫感。它
们的从容自在，更能给孩子以安慰。

每到晚上或节假日，总会有朋友
微信问我在干什么。——好像作为一
个妈妈，我还有别的可能似的。终于
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半心酸半羞愤地
回答：永远不要再问我在干吗，我永远
都是在带孩子，带孩子，带！孩！子！

一个母爱充沛、情绪饱满的妈妈，
孩子的奔跑，跳跃，嬉闹，话痨一样的
提问与言说，都会让她脸上的笑容洋
溢起来，眼神里漾出水光，她心甘情愿
做他的应声虫与跟屁虫，满心满意地

乐在其中。一个心不在焉，甚至总是
心在彼岸的妈妈，面对这些，总是一不
小心眼神就虚化起来，陷入自我或茫
然的黑洞，需要自我提醒，才能勉强把
自己拉出来。

林语堂总结的四种幸福，睡在自
家的床上，吃父母做的饭菜，听爱人说
情话，跟孩子做游戏，这种人生常态的
幸福，其实也需要较高的境界才能领
会。一个心浮气躁的人，难以感受这
样的好。就像宋代禅师总结的第三重
境界，才能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孩子还小，一点小小的失意，不
适，都会让他哭闹，不依不饶，似乎自
己是世界的中心，这是他的幻觉。他
成长的过程，是逐步打破幻觉的过
程。我需要更有耐心地等待，更有耐
心地陪伴他的成长。我还要继续对他
捡拾的一片烂树叶如获至宝，和他一
样面对金银忍冬的小红珠子笑得饱满
明亮，和他一样有面向世界的原初的
欣喜与发现。我不能，轻易地踩破他
的梦。不能，打碎他对世界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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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购物资设备

●制药机电设备13949015083
●闲置物资设备13783682499
●求购饭店蛋糕房18790292973
●闲置物资设备13523089014
●闲置设备废旧物资66661122

机械物资

●常年经销打井桩绳钢丝切丸

铁钉铁丝扎丝13703757727
●出售2000型沥青拌和楼3套
3000型1套。13598891980
杭州叉车68767259

包装印刷
●做药盒手提袋15333807911
●手提袋纸盒礼盒86050919
●无纺布袋制品13938199998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培训招生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郑州电大本/专学历67631001
●执业医师药师主治医66565839
经济会计工程师职称66565839
●专本硕毕业证/职称会计证

经济师/上学录取15937121578

名吃技术转让
重庆小面郑州烩面洛阳牛肉

汤包教包会18339970032

招聘

●合肥亿帆药业诚聘省内空

白区域人员15037188495黄

●聘校长、招生教务处主任

、招生办文员、地市县招

生代理13503861013
●聘司机或兼职司机66618777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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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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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黄河南路整楼 2.6万㎡可分

租(办公商业)15036156363
●禹州市禹王大道繁华地段

12层 1.7万㎡招商（酒店、银

行、餐饮、足疗等知名品牌）。

新乡市和平路与向阳路一、

二层1100㎡门面

招商电话18603831999王先生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经八路黄河路4500平招租（

原经营市场）13526834307
●花园路纬五路西一、二层

临街商铺1400㎡13703841004
●二七商圈1560平方米旺铺

招租13803860333
●花园路100#地铁口三楼530
㎡商务办公13343718619
●嵩山北路丹尼斯对面283㎡
一层商铺出租13523069939
●中州大道与国基路交叉口办

公整层精装出租13676994629
●特色小吃窗口 13838233760

●文化路财经学院对面黄金

旺铺540㎡招租13700885555
●旺铺出租:纬五路与政七街

交叉口路南，水科院搂下

东边，上下两层2100平米

13849889398
●大学餐厅招租18638746295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嵩山路南四环大型钢结构

厂房仓库 18638238238
●仓库空地出租13333852588
●机场旁独院6000平米

水电齐全13073781788
●高新区厂仓院 13598899953
●杨金园区厂仓15838176383

●高新区国有土地厂房3000
平米两院可分割18695872505
●西四环厂院出租13803718919
●西四环马寨 2300平标准厂

房出租，李先生15890058707
●江山路2万㎡13903718234
●东明路仓库租13503716000
●厂房仓库出租3500平米

独院水电齐全13503860842
●中原路西四环大型车间水

电、办齐全13683813801
●沙口路工业厂房仓库 3500
㎡13838078693、13837105590
●南郊国有高车间手续全

13700846590、15638903710
上街厂房招租

★★★15639796166★★★

房地产
●整院2640㎡售18137181911
●上街厂房出售15038000016
海南养生房

海南省重点项目,70年产权,
集休闲、养生、旅游于一体

的低价高端住宅小区。精装

现房，可按揭。首付3万元

起,即刻入住。机场全程接

送,免费食宿（3天2晚）购
房即送往返机票。金水路297
号，郑州热线:13027721530
豫港大厦出租
高档高质写字间优价出租水、

物业、空调全免66213000

海南温泉房
原生态观山瞰湖高层、湖景别

墅、超低价 3480元/㎡起，70年
产权，温泉入户，远离雾霾，毗

邻高速高铁，准现房！郑东新

区商务内环路8号楼60909299

写字间楼

中孚大厦
二层1500㎡整层招租

另精装写字楼特价招租

电话63814656、15538250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