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责任编辑：刘鹏凯 美编：张一凡 校对：刘刚艺 组版：徐益忠

2022年7月6日 星期三作品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女神与天使女神与天使
□ 韩振远

苏轼苏轼，，永远的男神永远的男神
□ 崔 云

中国的女神与天使都是男人创造
的，古人造女神时，多为中年妇女形
象，端庄大方，体态丰腴。看各地观音
菩萨、送子娘娘造像，就会有这种感
觉。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第一个女神应
该是女娲，她本该是母系社会中女人
的神。进入父系社会，男性主宰天下，
就得按照男人的意志，嬗变为妖冶的
女神，连商纣王也为之心动。

天使就不一样了，轻灵可爱，飘然
欲飞，多为未婚少女形象。古代壁画
上的飞天，其实就是天使，任务是传达
上天的旨意，给人的印象是翩跹于天
空之中，仿佛会给人间带来福音。

现代社会中，女神的称呼可以用
在一位具体的女性身上，更多象征意
义。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女神，却不一
定有天使。女神一辈子都可以装在心
里，默默去爱，甚至去尽力守护，直到
老去仍不能忘怀。

女神之要义在神，神圣、神秘，加
在一位普通女性身上，哪怕姿色平平，
也会魅力无限。男人心中的女神，不
一定漂亮，却一定很美，因为漂亮和美
属于两个不同概念，漂亮单指外表，美

更有内涵；漂亮是天生的，美是后天形
成的，漂亮的容颜会随岁月老去，美经
过时光雕刻，会散发出迷人的风采。
每个人的女神标准虽不相同，但一定
都很美，带着圣洁的光圈，通透晶莹，
美丽无比。明知对方已为人妻，光圈
仍不能缩小。女神可以去爱，可以去
单相思，始终带甜蜜的微笑，在眼前招
唤，一笑足以消魂，可以记一辈子。现
实生活中，每个人的女神都是实实在
在的，有具体的对象，在爱的想象中，
女神越来越美，越来越神圣，高高悬挂
在爱的神龛上膜拜。

天使在男人心中，是一道亮丽的
风景，活泼可爱，纯洁美丽，却不是用
来爱的。每个男人一生中都可以遇
到许多天使，却很少有一个常驻心
田。一个被男人称为天使的女孩，一
定天真可爱，却不一定楚楚动人，过
后也就忘了。以后再遇到同样可爱
的女孩，一样可以称为天使。女神其
实是由天使发展来的，女孩还被视为
天使时，一定有一双眼睛时常望着
她，直到“杨家有女初长成”，慢慢变
为女神。

男人不论性格如何，唯独对心中
的女神不一样，那是一种与爱不同的
情感，有爱，更多的是敬慕、仰望，如周
敦颐的莲花一样，可远观而不可亵
玩。有的人一生的悲哀，是将心中的
女神娶回家做老婆，这本来是挚爱之
举，虽然也可能呵护有加，奉若神明，
但是在肌肤之亲、感情碰撞中，在生儿
育女的烦恼中，在柴米油盐的熏染中，
女神会慢慢跌落到现实，将身上所有
的缺点都暴露出来，如同一丝不挂赤
裸裸站在面前，每一条细小的皱纹，每
一点微乎其微的瑕疵，都被无限放大，
久而久之，会变成不可忽略的缺点。
这时，女神的光环就会散尽，一天天
由平凡变为黄脸婆。

既为心中的女神，只能装在心里，
与现实别发生一点碰撞，记住她的美
丽和圣洁，别去关注她的生活。人一
生中心里能有个女神是件非常美好的
事，想象的世界会变得非常充实，过分
的接近，往往会让女神形象受损。女
神只是你自己拔高的产物，其实也是
常人，过分关注女神的私生活，会让女
神在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台湾狂人

李敖与女神胡因梦结婚后，无意间推
开卫生间的门，看到女神胡因梦本来
俏丽的面庞因便秘憋得通红，如此不
堪，使两人因此生出罅隙，最终女神光
环消失，婚姻只维持了百余天便宣告
破裂。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没有真正
的美人，更没有真正的女神。再圣洁
美丽的女神，也要食人间烟火，终将老
去。有一天，当心中的女神挺着臃肿
的身体，用俗不可耐的语言絮叨时，心
中的痛苦会无以言表。

你的女神，也许是别人的黄脸婆，
因而，别介意别人怎样看你的女神，只
需要将她的美记在心里就行了。让她
过自己的生活，远远地站着，静静地欣
赏，如同看一幅优美的图画，听一首天
籁般的歌曲，这样，你的女神和你对女
神的爱慕，就永远像美妙的诗，绵长而
久远。

天使是永远年轻的，翱翔天际，可
望而不可及。心中的天使要靠爱美之
心才能发现，不然，天使也会化为眼前
乱飞的蝴蝶。男人的一生，眼前有天
使蹁跹，心中有女神常驻，实在是一件
最美好的事。

一提起苏轼，相信不少人的嘴角
都会微微上扬，掩饰不住笑意，那是一
种发自内心的喜爱与欣赏。他的千古
文章和传奇人生，他的侠肝义胆和重
情重义等，都让人浮想联翩。法国的
《世界报》曾在全球范围评选“千年英
雄”，苏轼成为十二位英雄之一，也是
亚洲唯一当选的人，这真是中国的骄
傲与自豪。

人们常说“好看的面孔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苏轼就是那个
有着独一无二灵魂的人，一个有着思
想的高度和感情的温度的人，他“心中
有乾坤，眼里有风月”，不忧不惧，活得
快乐洒脱，将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他的
内心一如他的生活，热气腾腾，香气四
溢。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
章。前半句适合苏轼，而后半句却并
不适合他。在苏轼眼中，上至玉皇大
帝，下至普通百姓甚至流浪乞讨人员，
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他对人没有分别
与防备之心，也正是因为他的单纯和
善良，对于人心的险恶及人性的复杂，
自然无法看得真切，从而导致他在现
实中一再跌跤。但即使碰得头破血
流，苏轼一生也未改其性。他以自己
的不变，应着世事的万变。他以一颗
赤子之心，对抗着外界的风霜雨雪，以

自己博大的胸怀与旷世才情，为后世
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文学经典，至
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他用艺术、思想
及人格铸就的丰碑，令人景仰。

是苏轼真的不懂世事人情吗？
显然不是，否则他写不出在亲情、爱
情、友情、豪情等各领域都独领风骚
的盖世之作，如冠绝古今的中秋词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让人泪目
的吊唁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
茫》、描写友情的《水龙吟·有情风万
里卷潮来》、描写豪情的《江城子·老
夫聊发少年狂》等千古流传的诗词名
篇。宦海沉浮中，他早已看透了世态
炎凉和人情冷暖。他少年得志，意气
风发；中年愈挫愈奋，不坠青云之志；
晚年旷达淡泊，物我两忘。他的人生
和他的文字一样耐人寻味。而流淌
在其作品中的至情至性，至今仍深深
打动着万千读者的心。

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看破了红
尘，却依然选择热爱。苏轼的一生比
很多人都活得精彩，那一篇篇脍炙人
口的佳作，那一项项造福百姓的政绩，
还有他亲手研制的一道道美味佳肴，
至今仍滋养着我们的身心。尤其是他
的诗词，可以说道尽了人间事。从“人
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到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从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到“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
也无晴”，从“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
人”到“人间有味是清欢”，从“江山风
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到“此心
安处是吾乡”……这些诗词无不充满
了哲理，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道
出了人生的种种况味。可以肯定地
说，苏轼对亲情、爱、生命比一般人的
感悟要真切许多；关于人生、命运和宇
宙，他比别人的领悟要深刻许多。正
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会成为传世经
典，常读常新，让身处不同境遇下的人
都会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以至后来
的我们常常把苏轼作为人生的参照，
面对挫折和逆境时，学习他随缘自适
的旷达乐观；感到困惑和焦虑时，学习
他从容面对的洒脱淡定。

平淡的日子有诗意，心安才是最
高境界。因为懂得，所以看淡并放下，
不管现实多么残酷无情，苏轼都能寻
找到丝丝光明，以心转境，将苦日子过
得甜如蜜。滚滚红尘中，如何将心安
顿好？苏轼给了我们最佳答案。

命运的千回百转，现实的千锤百
炼，锻造出了苏轼百折不挠的坚韧和
刚毅。试想一下，苏轼一生倘若没有
经历这么多磨难，他会成为今天人见
人爱的苏东坡吗？答案应该是否定

的。最值得庆幸的是，不管身处何种
境地，苏轼身边始终有亲人和朋友相
伴，为他撑起一方爱的晴空，给予他前
行的力量与勇气。三个流放地：黄州、
惠州、儋州，竟然成就了苏轼文学的最
高峰，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
古》等千古名篇，穿越历史的烟雨，依
然在人们心中回响。苏轼的才情在外
界的挤压下如火山般爆发，他的诗书
画都独步文坛和艺坛，成为一个时代
的象征。身陷万丈深渊，他的生活热
情和激情却一次次被点燃，在苦寒中，
他用心温暖自己和他人，将日子过得
有滋有味。他发明的东坡饼、东坡肉、
东坡鱼等至今为人们所享用。如果不
是极度热爱生活，如果没有一颗柔软
的心，苏轼是断然不会把日子过得如
此活色生香的。

人到中年后，我更喜欢苏轼这样
的人，他清风一样在尘世过完了自己
的一生，没有给自己留下太多遗憾，却
给后人留下了如此宝贵的精神财富和
无尽的念想。

如果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就请
想一想离我们近千年的大文豪苏轼
吧！想想他在苦难甚至绝境中如何让
自己的生命开出了绚丽的花朵，我们
的心绪便会逐渐归于宁静，再大的生
活难关，我们都能跨越！

在这个春天之后
我将褪去虚荣的路标
不再怀揣浩大的决定
我将把自己完全打开
在阳光下晾晒 舒展所有的心事
让田野的风从心上轻轻吹拂

我将行更远的路
去里斯本坐古旧时光里的叮叮车
在小巷石头路的尽头
探望青春时光里留下的孤独
我要再次用脚丈量回到故乡的路
经历过无数次风暴和伤痛的土地
是否仍然迎候着迟开的花朵

不会再理会那些高亢的誓言
虚幻的表象里不会有内心的感动
我喜欢目光中带泪的微笑
每一次分别后的深深相拥
我会在吟唱中去寻觅和等待
歌声里会有不老的青春

扣上通向过往的门
我转身走向迷雾中的渡口
三角梅盛开在河的两岸
我从红尘中来
也将从红尘里走出

婺源之春

在静静流逝的岁月里
似乎一直酝酿着一种冲动
在一个别样容颜的春天
有一段可以放下所有行囊的旅行

这个青瓦白墙里的春天是难以描摹的
当江岭金色的油菜花绵延到天边
当月亮湾玉立的岛和深流的水
在朦朦的烟雨中相逢

从篁岭的晒秋台穿越对未来的期许
天街的青石路蜿蜒着遥远时光的经停
在吊索桥上俯瞰开满桃花的山谷
像重新铺开的锦锈人生

仿佛回到人生出发的渡口
稍作停留又要匆匆踏上归程
是否我们行走世间的所有努力
终不过是为在婺源的一捧泉水里

故乡·酒

再一次归来的时候
又是故乡十月的金秋
广场上歌声应和着歌声
酒杯碰响久别的聚首
人生不曾拥有的不会再获得

却可以把往昔酿成醇香的酒

在歧山的歧路上
有过多少徬惶的时刻
在平静奔流的栗水河上
曾像逆流而上的小舟
不曾登临武功的金顶迎来晨曦
终究在消瘦的时光里来到落霞的山谷

虽然早已不胜酒力
却爱喝故乡酿的这壶老酒
它沉醉了苍茫的岁月
慰藉过异乡飘泊的伤怀
又来把深情的告白倾诉

多年以后

在被遮蔽的岁月里跋涉
又一次走到了秋天的路口
当年打马经过的地方
暮色模糊了身影
年年柳色的河岸
沉淀着卵石一样的心事

亮着灯的街心和转角
可还留候着露天的小酒肆
像可以停下来谈心的朋友
风吹柳花 吴音轻唤
那终不曾碰响酒杯的人
匆匆道别 在各自的风烟里奔走

多年以后 我仍在想
我们与韶光 是否依然隔着
一支歌的距离
一杯酒的味道
一首诗的名字

过客

岁月蹉跎于无形
只留下点滴回忆和光影
街头依旧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人们低头自顾地走着
难得遇见会心的一笑
似乎只是完成一种宿命

还是走进春天
感受暖意中微凉而潮润的风
看黄风铃、杜鹃、三角梅热烈的开放
在目光所及变幻的世界
做一个冷眼的过客
喝一杯微苦的咖啡
握住人世间稀有的温暖

我如何告诉自己
什么才是值得珍视的存在
在人生余下的春天里

此去经年此去经年 （（组诗组诗））

□ 郑智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