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首歌唱道!人生是一条河

曲曲折折!人生是一条路坎坎坷

坷" 长篇小说#梦溯心河$!是一

位抚养着两个孩子的母亲! 用
!

年时间滴沥出的心血!这条路也

不平坦%

我是带着对春蚕吐丝做茧

的敬意来读这部长篇小说的"

&梦溯心河$ 以改革开放初

期的天中市为背景!倾力塑造了

主人公林青梅这个新时期的新

女性形象% 林青梅深情地拥抱着

这块土地!执著地追求美好的生

活和幸福的爱情% 她在人生的夹

缝中茹苦含辛! 却顽强不屈!始

终保持一颗真诚善良的心% 苦了

自己 !善待别人 !正是林青梅之

魅力所在% 她在新时代的洪流中

守护着中华女性的贤良品质!赢

得了社会的承认和人们的尊重%

开办同心圆酒店的过程!看到了

种种人的灵魂' 探索( 奉献(僵

化(谋私(作假!这使林青梅增长

了见识和本领% 后来!为了担起

生活的重担 !她远走厦门 !走进

一家台资企业% 家长式的训斥责

骂 !同事的嫉妒谗言 !爱情生活

的挫折 !对孩子的牵挂 !使她的

处境十分艰难!但这时的林青梅

在忍耐中挺立着!)手提智慧剑!

身披忍辱甲*! 最终使恶意责难

她的老总和同事折服!她被提拔

到管理岗位% 打工妹的经历证明

了林青梅的坚强性格和优秀才

干%

林青梅与金阳的爱情是那

么纯真而炽烈!但她也为未婚先

孕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在他们的

婚姻受到金阳母亲古馨兰的干

涉而失败时!林青梅不顾世俗的

压力 !生下了龙凤胎 !独自挑起

了生活的重担!沉默着做起了单

身母亲% 提着水桶给人擦车!沿

街叫卖玩具! 南下当打工妹!她

挣扎得令人起敬%

林青梅与安朝步入了婚姻

的殿堂% 她知道安朝的毛病!规

劝似乎也见效了 % 安朝奋身救

火!并表示愿把林青梅的两个孩

子接来抚养!这触动了林青梅纯

洁善良的心% 谁知婚后安朝赌性

不改 !并对青梅施暴 !诺言成了

骗局% 这时作者笔下的林青梅不

再柔弱 !她反抗了 !并决然与安

朝离婚% 在金阳的热切追求下!

林青梅理智战胜了情感!以白居

易诗句 )寄语痴小人家女 !慎勿

将知轻许人*! 拒绝了这个痴情

恋人的要求% 从林青梅与金阳热

恋(怀孕(生育!到这里对金阳说

)不*!林青梅形象的典型意义是

多方面的%

古馨兰!这个有着光荣历史

的领导干部!她忠诚(廉洁% 但在

对待儿子金阳的婚恋问题上!陷

入了听信流言! 追求门当户对(

攀高枝的世俗偏见% 她是儿子爱

情悲剧的制造者% 当这位具有一

语千钧威严的母亲!后来真诚地

向儿子金阳和林青梅忏悔道歉

时!感动了年轻人% 作者议论道'

)人! 谁都不能保证一辈子都清

醒!不犯错误% 但要去原谅伤害

过自己的人更难!那需要一种博

大的爱和胸怀% *

&梦溯心河$ 塑造的另一位

女性贺家美和韩卫红)相谅心气

平*! 没落的官场哲学信奉者魏

立夫! 权钱联姻落得应有结局%

还有大胆改革(朴实正直的林成

坤! 眷恋故土的台胞林成元(司

马腾 ! 走出大山的石蛋子等形

象!展现了北方农村广阔的社会

生活画面%

我认为 &梦溯心河 $是成功

的% 作者丹睿是一个有追求(有

抱负的人% 为了实现自己的作家

梦 !她做了长时间的积累 !写下

一本本生活札记% 所以!她笔下

的官场(商场(情场(赌场(酒场(

黑道都表现得自然流畅% 作品有

丰富的知识厚度!古今中外的名

人名言 (文史掌故 (医疗偏方都

运用得恰到好处% 就连医生处方

上的)

!

*!作者也告诉你那是外

文)眼睛*的缩写!是希腊医神贺

鲁斯的眼睛!它监督着医生不能

有任何亵渎% 作者驾驭语言的能

力也可称道 !诗词 (格言 (俚语 (

歌曲 (俗话都能信手拈来 !为刻

画人物(叙述故事所用%

丹睿捧着她的 &梦溯心河 $

走来 !我们以欣喜的心情 !欢迎

这位脚踏实地步入文坛的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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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风流

我想$若将人间比作仙界$他该是一
个怒目金刚& 面色黝黑$脖颈坚挺$说话耿
直$性格粗犷$恰似一个托铁塔'执铜戟'

持枪仗剑'横刀挥戈的角色&

然而$他手中握的却是柔柔一支水墨
画笔&

!"

多年了$花雨淋漓漫天挥洒$纷纷
扬扬的都是牡丹花瓣&

#"

年前$我为李新国写"喋血丹青($

是怕他)牡丹花下死*& 当时$正在画大型
人物长卷"走出巴颜喀拉(的李伯安$累死
在了画室门口& 正在画工笔百米长卷"牡
丹颂(的李新国$累得晕倒在了画案上& 他
若那时就葬身牡丹花下$壮志未酬$做鬼
也不会风流的&

耗尽
$%

年性命的那幅巨作 "牡丹
颂($卷起来如牛腰一般粗$最后落在了资
助人的手里&

我以为怒目金刚会痛心发威的$他却
低下花白的头+算了$当年连颜料'宣纸'

白绢都买不起$ 只求有人帮我把长卷画
完$答应过资助人的$给他吧&

豫中平原长大的苦孩子$上天赋予他
了两种敏感$一是对屈辱$一是对色彩& 这
和给予梵,高的几乎一样多& 向日葵原野
收割了梵,高那只滴血的耳朵$ 西瓜地里
饥饿的李新国被鞭子抽得皮开肉绽& 他们

的眼神是一样的倔犟$画笔是一样地蘸自
己的血泊$他们的宿命就是抗争'抗争-

大年初一$村里顽童用泥巴枪打小新
国的头$那是最晦气的事$那家大人还出
来骂他是)没娘的野孩子*& 十年后长大成
人$他抡起一束鸡冠子菜狠狠摔在了当年
的仇人头上.

文革中间$村里不准他上高中$他宣
布绝食$以死相拼.

终于在村中盖起了一座两层小楼$面
朝大路的山墙高处$他赫然嵌上了自己的
大名.

初学画画$村人嘲笑他+鸭子掉到粪
坑里$臭跩- 他偏把鸭子奉为快乐的主角$

!&

岁创作的农民画/鸭场(已被中国美术
馆收藏.

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回到河
南$担任学校美术教师$他仍坚持以乡下
老宅的一张画案为生活轴心$ 一袭布衣$

两肩黄尘$农忙下地种田$闲时伏案作画.

牡丹画在美术界常常是遭白眼的& 一
般人认为$题材最俗是牡丹$功夫最苦是
工笔& 本已具备了写意人物景物功底的
他$剑走偏锋$从最俗'最苦之处下手$以
工笔牡丹百米长卷为开端$一脚踏上了永
不回头的牡丹苦旅00

没想到$ 一个愤懑的灵魂抗争至此$

竟被一朵牡丹超度&

李新国为奶奶画过一幅肖像"我心中
的佛(& 以剪窗花为孙儿艺术启蒙的奶奶$

是您老人家化身成了这一朵仁慈的牡丹
吧- 牡丹即佛$化干戈为丹青$怒目金刚温
顺了$宁静了& 笔下吐出的姹紫嫣红$化入
肌肤$化入骨骼$金刚便似花魁了&

二

一位市民挑选牡丹画时会说+)对$就
要鲜艳热闹的$图个喜兴$富贵吉祥- *

一位收藏大家却说+)我从来不敢乱
收牡丹$怕她秾艳$怕她佻薄$怕她富泰& *

李新国知道$ 大众喜欢的是当下$让
牡丹盛开寻常百姓家. 专家探求的是永
恒$让牡丹艺术品流芳百世& 那么$在当下
与永恒之间$在大俗与大雅之间$他是哪
一种牡丹画风呢1

且借画梅为例吧& 行家认为$梅花是
写不是画$笔下流露的是胸中的学问和怀
抱的清浊$譬如吴昌硕之梅$苍茫孤冷如
老僧.张大千之梅$坚贞秀媚如美人.而伊
秉绶的寥寥几笔$倔强如诤臣$古傲如匹
士00

李新国的牡丹$隐隐似有伊秉绶的梅
影 $ 几分倔强似诤臣 $ 几分古傲似匹
士222从苦难中开出的思想之花'肝胆之
花'血性之花$这种风骨$这种个性$正是
李新国牡丹的锋芒所在'价值所在&

凡进入美术史的$ 必是反映时代文
化精神的代表作 $ 盛唐的雍容风流之
作$明末的孤愤奇崛之作$都是例证& 而
欣逢改革开放时代的李新国 $将万紫千
红附丽于时代精神 $ 崇尚自由解放 $锐
意革故创新& 即使是为汶川地震而作的
大写意 "六月雪 ($天崩地裂的飞雪泪雨
之中 $也为时代留下了一种浴血怒放的
牡丹精神00

人人见过牡丹画$可有多少人见过像
李新国这样画牡丹的1-

他是以挥洒山川江河的大气魄来画
牡丹的& 迄今创作的四五百幅牡丹图中$

'

米长至
!%

米长的大型画作有近
&%

幅& 工
笔和写意$巨制和小品$幅幅都有精心构
思& 他的牡丹$一扫柔靡浮奢之气$不慕宫

苑豪门$只是一簇簇一丛丛一片片$以火
辣辣点爆万里春光的一股凌厉奔放$晕染
着山川原野& 他说$牡丹还是野生的好$园
圃养植的花瓣薄脆易折$野生的像丝绸一
样柔韧有光泽&

他是以抒发生命主体的真性情来画
牡丹的& 一般人画牡丹$多取乍颜吐蕊之
态$渐成模式& 他的牡丹却盛开'半开'绽
蕾'含苞$偃仰向背疏密浓淡$喜怒哀乐$

风姿万千& 画面元素也很丰富$鸣禽野篱'

流水山石'文房樽缶与花相映$还有传神
人物与花共语&

专家们最称道的是四扇屏 "牡丹之
歌(的创意$一株牡丹的四季形态同时呈
现$春夏秋冬姿容变幻& 画家自己中意的$

则是紫气东来铺天盖地的"天香夜染衣($

花叶纷披波翻浪涌的"春潮($还有重现盛
唐京都观赏牡丹的大型画作"花开时节动
京城(00

总之$ 这是风骨铮铮站起来了的牡
丹$这是风神翩翩舞起来了的牡丹$李新
国以一派遒劲隽丽'文野兼容'朴素脱俗
的画风$ 成为实力派的职业画家$ 入选
)中国画三百家*$ 还应邀为国务院办公
厅绘制巨幅写意"福州春色(& 他赴欧洲
进行学术交流$又相继在泰国和北京'澳
门'广州'成都'武汉'郑州等地成功举办
画展&

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模样的李新国$

深得当代画坛名宿大家的爱惜& 刘文西为
即将于武汉开馆的)李新国艺术馆*题写
馆名 $杨之光 '冯今松 '刘蒙天等也予赏
识& 母校的恩师张之光$说李新国是)西安
美院的骄傲*& 河南省文联主席'美协主席
马国强向全国画展大力推介李新国的艺
术成果& 而

'(

岁的著名美术史论家汤麟$

更下断语+)我可以狂言一句$这么好的牡
丹$后无来者我不敢说$但确是前无古人
的$近

)%

年所未曾见& *

三

王者牡丹$ 花期总是迟至春酣之后$

待到迎春'梨花'杏花'桃花'李花'樱花'

玉兰'海棠开遍$才以皇家气派登场&

李新国迷恋这个绚烂的季节& 牡丹甲

天下的洛阳$牡丹花会已举办
!'

届$他一
连

!'

年去与牡丹幽会$ 天天依偎花前观
察写生$从刚刚萌发的嫩芽$到盈盈开满
的花团$直至渐渐凋谢的残萼& 还研究了
牡丹与历史'牡丹与自然'牡丹与人类'牡
丹与时代等课题$ 整理了牡丹十大花型'

九大色系'十二品名花等谱系00

从牡丹的佛光之中$ 看到了浩瀚$看
到了渊深$看到了博大$他十分感恩$)因
为有了牡丹$我才画了这么多& *

花魂附体的他$一说起牡丹$就像在
说家乡村子里的族人$说贤惠的农民妻子
秀荣$说亲爱的会剪窗花的奶奶& 他眉飞
色舞地告诉我+你看$这牡丹通人性$有灵
气$会哭$会笑$世界太平了就载歌载舞$

兵荒马乱了就惊惶失色$ 天冷了就凄凉$

天暖了就活泼& 清早起来$她伸出叶瓣去
够太阳光.中午太阳毒$她怕晒遮住脸儿.

下大雨了$她又勾着头保护花苞00

看着他的痴迷目光$我想起了著名作
家董桥的那篇"牡丹有妖(&

象征富贵吉祥的牡丹$怎来的妖1

所谓牡丹之妖$细想大约有二+一是
牡丹尊贵华丽不可方物$美轮美奂摄人心
魂.二则是对艺术家而言$)牡丹欺人*$美
艳夺目于外$风神绰约于内$易画而难显
神髓&

行家认为$ 中国古代艺术品上的牡
丹$ 竹木牙角雕刻的总是比画里的好看$

可见在色彩上常常多难于少$甚至有不如
无.而不论雕刻还是绘画$牡丹)刻画太像
则浅露$刻画于像和不像之间才算高逸*&

正是这个)像与不像之间*$如妖似魅$使
多少艺术家走火入魔$殚精竭虑$寝食难
安-

李新国至今仍在沉醉之中$仍在追寻
之中$他还不老$路还很长& 看他的立屏
"牡丹十二品(等一大批新作$气象又是幡
然一变$构图端秀$敷色淡雅$笔触剔透$

气韵清冽$显然正将俗世牡丹引入文人画
的高峻崖岸00

一个人如果一生都在热爱 $ 多么美
好& 一个人如果一生都在热爱如此的美
丽$多么幸福&

春天又来了$牡丹又开了-

!#

一

! ! ! !

太阳高悬天空$炙热而又明亮$巨人
拄着木杖健步如飞$刚饮下的黄河水化作
滴滴汗珠$ 淋漓在他行经的山峦沟壑$又
随即化作缕缕乳白色的雾气$ 蒸腾涣散&

口干舌燥间$眼前又现一条水线$撮嘴一
吸$滔滔渭水顿成干涸& 日影继续西移$巨
人依然不弃不舍奋力追赶$包裹下身的毛
皮上结着一层晶莹的汗碱& 终于$巨人的
脸上背上已无汗可出了$喉咙干渴得火烧
火燎& 稍作迟疑$他转身向北$欲饮大泽&

北行的步履由蹒跚变得踉跄$修伟的身躯
轰然倒下$右手的木杖直直飞出$落在一
片赭黄色的土原上& 风雨经年$那木杖竟
发芽'抽枝$赫然长成一片葳蕤桃林222

这是小学里学到的故事& 当时$似懂
非懂的老师讲给懵懂的我们$纵然讹误百
出$在那个缺乏故事又缺乏口福之乐的年
代$ 却因巨人的莽撞执着以致饥渴而死$

大大震动了小小的心灵& 巨人的名字一度
忘却$刻骨铭心的是那可恶的太阳和那片
广袤无边的桃树林& 其实$心里最神往的
是后者+年年夏天$那一树树压弯枝头的
红白香甜的桃子$谁去采摘1饱谁肚腹1又
如何摘得净1 吃得完1

那片桃林就这样)长*在了我的心里&

年岁增长$当我知道什么叫)寓言*的时候$

心上落寞了好一阵子$ 也曾为少年的饕餮
感到羞赧&再后来偶尔翻几页野史$却又看

到了)桃林*')桃林高地*')桃林县*的简约
记载$且分明和那寓言有着直接的传承&也
许野史的真实度就像我小学老师的讲述$

但它仍然唤起了我的憧憬& 那片桃林从此
变成了一个真实而又虚幻的梦$ 时常在我
的意念里$欲亲即远$欲罢又近&

这次观瞻过函谷关$朋友提出到潼关
吃午饭$我正要逊谢$蓦地灵机乍动$回了
声)好*&

函谷以右$那绵绵延延的山峦坡峁$就
是战国时秦魏争逐的桃林高地$无边桃林深
处$ 既隐藏过大魏锐师$ 也蛰伏过狼秦铁
骑222这有史为证.灵宝县隋唐皆称为桃林
县$至唐天宝初年才改为现名222这为正史

记载& 我甚至相信那寓言也有着相当的真
实$只是没有巨人$只有一个普通的部落首
领$为了给族人寻找一片没有寒冷'阳光灿
烂'百物丰饶的土地$只身逐日而行$疲累而
死& 我进而相信$那片叫桃林的土地本没有
桃树$只有很少的原生树种&正是那从东方'

南方甚或东南方一路走来的头领$携带着从
家乡茅屋旁砍下的新鲜青嫩的手杖$在他倒
地之前被拄入了这片土地$ 经风浸雨润$生
根发芽$在异乡蔚然成广袤桃林&

车子在高速路上奔驰& 我想象这里应
该有阳光.在三月中旬的这个季节$这里
更应该有大片烂漫的桃花$像云霞一般铺
展在道路两旁& 因为我此刻就走在夸父逐

日曾行经的路上$那木杖的落点$应该就
在我的左边或右边& 可应该的事情不一定
都会发生& 车窗外春雨如织$绵绵雨丝就
像我满脑子的思绪$纷乱黏稠$不堪梳理&

我还是看到了桃花$分别在一处处的
沟壑边'山溪畔$或一株独秀$或三株五株
连理绽放$给这初春苍茫沉闷的山景添了
一抹亮色& 没看到成片的桃林$起码在我
行经的路边没有看到称得上)林*的桃树
的集结& 就我的了解$灵宝现在的)三宝*$

是大枣'苹果和黄金$桃树之于灵宝$并没
有经济或社会意义上的名誉关联&

但那桃林确确实实地存在$它就存在
于我的)意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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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了 & 那天 $在医院看着他溘
然长逝 $我们兄妹悲痛欲绝 & 父亲是我
们家的顶梁柱 $失去父亲 $这个家就失
去了靠山 $犹如天塌地陷一般的丧父之
痛$这些天来日夜萦绕心头&

上世纪
!"

年代初$父亲出生在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 $

#%

岁那年 $ 在我大姑的
资助下 $得以上学读书 $小学没念完 $就
背着家人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 $

新中国成立后 $ 为支援新中国工业建
设 $ 父亲到青海当了一名石油工人 $从
此转战大江南北 & 自然灾害时 $父亲又
听从祖国召唤 $返乡当了一名农业机械
手 & 在农村 $他白天同社员一道下田劳
动 $晚上挑灯给生产队修理农机 $是远

近闻名的能人 & 因此 $父亲很快被招到
乡机械厂工作 $随后他又在许多部门工
作过 & 记得父亲年年被评为模范 $各式
各样的奖状把家中的墙壁贴得满满的 &

上世纪
'%

年代末 $ 父亲退休后被单位
返聘 $直到

(%

岁患病 $才不得不离开他
所挚爱的工作岗位&

父亲一生勤劳俭朴$ 把自己的生命
都奉献给了家庭 & 我们小的时候 $家里
经济条件差 $全家七八口人仅靠父亲一
个人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 为养活一家
老小 $他白天在工厂做工 $晚上回乡下
种地 & 他平时省吃俭用 $有好吃好穿的
总是先让着一家老小 & 记得有一次 $他
从山西出差回来 $带回许多柿子皮 !加

工柿饼旋下来的皮 %$ 我们兄妹争抢着
吃& 母亲说$那是因为父亲没有钱$买不
起柿饼 & 为节省开支 $父亲买回理发工
具亲手给我们兄妹理发 $还对着镜子自
己给自己理 & 在家乡十里八村 $父亲是
出了名的孝子 & 那年祖父重病卧床 $他
白天在单位上班 $ 晚上回家伺候祖父 &

祖父去世后 $ 父亲对祖母更加精心呵
护 $想方设法让老人住得舒适 '穿得舒
服'吃得健康'活得开心& 在他的精心照
顾下 $祖母活到

#"

多岁 & 对我们兄妹 $

父亲始终以一个严父所特有的方式 $给
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 品行上严格要求 $

生活上悉心照顾 $含辛茹苦把我们都养
大成人 & 对我们的子女 $父亲更是视如

掌上明珠 $ 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 '成
长进步挂在心上& 谆谆教导他们好好学
习 $锻炼好身体 $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 那年$我的女儿'侄子同时考上
大学 $ 父亲从报纸上看到他们的名字 $

高兴得老泪纵横& 学校录取通知书下达
那天 $他正赶往医院接受放疗 $半路接
到家中电话 $ 便毫不犹豫地掉头回家 &

回到家中 $他一边招待客人 $一边拿出
早已准备好的鞭炮让人燃放 $高兴得像
个孩子 $全然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身患绝
症的病人&

父亲心地善良$为人真诚$不管走到
哪里$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从不要求回
报& 父亲平生有三大爱好+读书学习'发

明创造'料理家务&他不仅精通机械电器
维修方面的知识$而且对摄影'绘画也十
分在行& 他心灵手巧$多才多艺$家中的
许多家具都是他亲手制作和改造的& 晚
年他又迷上了养花种草 $ 每天浇水 '施
肥 $像个辛勤的园丁 $五颜六色的花草 $

把家装扮得像个花园$ 充满着生机和温
馨& 退休后$父亲闲居在家$左邻右舍谁
家摩托车 '自行车 '缝纫机出了故障 $都
来找他修理$ 他有求必应$ 有时正在吃
饭$放下碗就去帮人干活$常常弄得满头
大汗$一身油污$他却乐此不疲00

父亲的一生虽然平凡$ 却活得实实
在在 & 他虽然没有享受荣华富贵 $却真
正地体味到了奋斗与奉献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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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多年$重温童话$我的身份从懵
懂少女变成了给女儿讲故事的母亲& 多年
前爱得痛彻肺腑的/海的女儿($此刻我讲
讲停停+啊$我女儿还太小$听不懂$但$我
希望她听懂吗1 我愿意看她如此之痴$为
了一个完全不爱自己的男人$ 自毁自残$

最后化为泡沫1

童话大抵黑暗$ 白雪公主太血腥$太
妖魔化女人的嫉妒.灰姑娘说的是)人要
衣装*$ 王子只记得这双鞋$ 不认得这个
人.挑挑拣拣间$打动我的$竟是我从不曾
注意过的/野天鹅(&

仍然是残酷后母的故事& 王后把十一
个王子都变成天鹅$任他们飞走& 他们的
小妹妹爱丽莎想救回哥哥$唯一的办法是
去教堂墓地摘回有毒的荨麻$织成披甲给
哥哥们穿上$他们才会变成人& )她用她柔
嫩的手拿着这些可怕的荨麻& 这植物是像
火一样的刺人& 她的手上和臂上烧出了许

多泡来& *而更苛刻的是$)从你开始工作
的那个时刻起$ 一直到你完成的时候止$

即使这全部工作需要一年的光阴$你也不
可以说一句话& 你说出一个字$就会像一
把锋利的短剑刺进你哥哥的心脯& 他们的
生命是悬在你的舌尖上的& *

同是哑女$ 人鱼是用声音换取了双
腿$永远出不了声$大概也就死了心& 正如
缠了足不能复原一样& 而爱丽莎$唇舌无
缺$她能说$但必须用意志控制$)不说*&

她去教堂墓地摘荨麻$要经过吸血蛇
妖$她会不会惊恐得大叫.编织的分分秒
秒$全都是火烧火燎的痛$她有没有停下
来$向自己手心吹口气$却连一声)哎呀*

也不能出口.年轻英俊的国王爱上了她$

她把头偎在他怀里$)她多么希望能够信
任他$能够把自己的痛苦全部告诉他啊-

然而她必须沉默$ 在沉默中完成她的工
作&*能拯救我们的$不是上帝$只是工作&

忍住$好难&

聪明人往往刻薄$有时候$一句俏皮
话在口边上$明知道伤人$但不抖出来简
直对不起自己$是锦衣夜行& 最谦逊的人
自称是小狗$也要说)大狗要吠$小狗也要
吠*&

而良辰美景当前$ 爱人说+)我至爱
你&*一句)

*+ ,--

*$如兰花藏在舌尖$却
只能任它萎谢. 坏人言之凿凿控诉自己$

不是不想辩解+)我没有& *烈焰一张口就
会喷射$却只能$像吞火艺人一样$把那满
腔怒火艰难咽下去&

形势越来越严峻+大主教指证她是巫
婆$国王亲见她走过墓地$也决定烧死她&

火刑柱上的火焰在等待她$万人唾骂& 在
去往火刑架的游街路上$ 她来不及抬头$

她充耳不闻$她起满水泡的手还在编织荨
麻衣$并且222缄口不言& 忍无可忍$仍需
再忍&

寒山问拾得+世人有人谤我'欺我'辱
我'笑我'轻我'贱我$我当如何处之1 拾得
曰 +只要忍他 '避他 '由他 '耐他 '不要理
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222这不是)不
要理他*就能解决的问题&

到底在最后关头$ 十一只野天鹅来
了$正如她拯救他们一样$他们拯救了她&

千钧一发的时刻$她终于能够开口+)我是
无罪的& *222成年如我$看到这一行字$

热泪盈眶&

过到这个年纪$ 人鱼公主的故事用
俗人视角来看$就是+自找的& 她开了一
场自弹自唱的音乐会$ 写了一部海洋版
的/陌生女子的来信($她确实深爱$但有
任何人从这深爱中获益吗1 她饶过王子
不死222但王子原本就是无辜的 & 她是
痴情女子$他不能算负心郎& 她只是伤害
了自己的家人+)老祖母悲恸得连她的白
发都落光了& *一念之差$她糟践了她原

本好好的人生&

而爱丽莎和她的哥哥们 $ 被命运残
酷折磨而不退缩 & 她遍历了流浪 $荣华
富贵 $疼痛 $诋毁 $爱人的绝情 $)人们把
她从那华丽的深宫大殿带到一个阴湿
的地窖里去00孩子们唱着讥笑她的歌
曲& 没有任何人说一句好话来安慰她& *

仍然工作不辍& 这是最笨然而最有效的
方式&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 *而斯人如何成全大任1 不
是被动承受 $是主动地 $迎接 '面对与负
担这苦与劳$无论多么漫长痛楚$要经历
怎样的伤害与诽谤$有多少次心灰意懒$

都务必坚持到底$而且在完成之前$只字
不提&

对于受苦'罪恶和人类其他一切患难
的唯一药物就是沉默$ 以及辛勤的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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