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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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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这个概念很奇特。它是我们
每个人手里的一把佩剑，似乎平时也没什
么用。钟表不是天天挂在我们面前，各种
版本的台历、日历也提示着我们时间——
可就算晒朋友圈，晒的也是句子，绝不是
日子。

时间，是特别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东
西。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是反过来的，
我们非常轻易就被时间忽略了。所以，我
们在生命的这条河里，刻舟求剑。

大家手机里的拍照软件已然全部
替换为“美颜”模式，显得瘦、看上去美
是唯一标准。我们习惯了修完图再发
朋友圈，显得时光的痕迹在我们身上
很不明显。其实，肩周炎、颈椎病或者
其他亚健康疾病，已经在暗示我们：在
时间这条河里，我们已经过了很久。

我最害怕大夫一边翻着病历，一边
冷冰冰地问自己的年龄，因为所有的
美颜模式会瞬间被戳破。我们在这段
数 得 过 来 的 光 阴 里 是 怎 么 照 顾 自 己
的？

所以我很珍惜每一个过去不再来的
日子，就像珍惜那条已经被拖上岸的“刻
舟”，它记录着我在这条河里的故事。

人间太嘈杂。有时候会怀念在新
西兰的日子，没有网络，连人都没几个，
满眼只有大片大片的风景，把孤独和美
糅在一起。没人的地方正适合我——
随便把车停在树林里，循着海浪声就能
找到海。肯定会有个小木牌儿上写着
海滩的名字，但在我眼里都是字母，叫

什么都一样。海鸥多得像在热锅里翻
滚的汤圆，一眼望去全是小白点儿，海
岸上一坨一坨光溜溜的，居然是东一只
西一只的海狮，它们闭着眼在太阳底下
睡得像个醉汉。我光着脚站在海水里，
感受着空灵和辽阔。海鸟的叫声，海浪
轻抚的荡漾，其他的，就是我自己的呼
吸了。

后来海滩上又来了一个人。他举着
个收音话筒，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们彼
此对视而笑，他就远了。

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时间被放大。海
天用颜色代替了钟表的指针，看一眼，就
知道，此时该往回走了。

安静，能让一切变得透彻。
不仅仅有“从前慢”，其实现在也可以

慢，只是我们身边都是催促的声音，我们
也就习惯了被催促，同时也去催促别人，
没人有静待花开的耐心。

他们说互联网时代讲究的是效率速
度和执行力，可我就是个给时代拖后腿
的人。我心猿意马，磨磨蹭蹭。我对世
界的很多角落充满好奇，动物、植物、石
头、泥土等，它们没有语言，只用变化诉
说时间还有来历，坦诚得毫无心机。我
觉得，我怕话都少了，因为语言没用了。
我不过是目前灵长类的最高级，一个物
种而已。

“我们常常对现实力不从心，幸好，还
有那些无用的美好，宽慰每一个人。”我就
是那每一个分之一。我讲着自己日子里
的故事。

这里攒着十几年的时光。整理书稿
的时候，简直就像阅读自己的生活档案：
在某一年发生过什么大事，在某一时刻发
生了什么事，全都扑面而来。

你跟着这些线索，是不是也能回想起
自己的这十年？比如，非典那年你是怎么
过的？你追过哪届世界杯吗？十年前当
你动了买房子心的时候，你还记得那时候
的房价吗？你还记得自己年轻了十年的
样子吗？你觉得自己比十年前胖了还是
瘦了？

跟着时间，回去。
单位楼下有一个花鸟鱼虫市场，规模

特别小，但卖花的挺多。我就是在闲逛的
时候看见摆了一地的小花盆，地上扔着的
纸壳子上歪歪扭扭写着“栀子”。繁茂的
花骨朵被绿色的叶片包裹着，捧在手里就
是一把茁壮的生命力。当即就把它买下
来，摆在书桌前，绿油油的一簇。五天过
去了，花骨朵掉了几个，一副坚决不开的
态度。下午出去了一趟，再坐回桌前，白
色的花瓣摇曳而出，满屋子清淡香气。到
了晚上，我细细地看着这盆栀子，它默默
地为你打开花蕾，就那么简单地又开了一
朵，花蕊处泛着清新的香甜。

原来时间落在了花上。
此时，我的桌前小小的栀子开着，台

灯上站着四只监督我工作的鸟，楼道里偶
尔传来咳嗽声和细碎的脚步声。此刻，生
活不是风情画，是日常，一切显得那么风
平浪静。

静待花开，在光阴里照顾好自己。

春天，
花开柳绿云飞雨来。
南山即是四季的表情。
只可惜，人，我始终看不清。

来去，奔忙，生死，
一下一下的对白与挤压，
不是全部。
我把自已当成琐碎的生活部分，
生活无动于衷。

而你无动于衷，
就像多年的想念，
就像此刻的我含泪聆听，
90年代的歌曲，
以为可以忘记，
你和天下的悲苦。

而我依旧。
南山千年不变。
如果犟是原因，
谁可以告诉我，
这其中的理由。

总归花开花落，
普天下的人们首先关心粮食，
尽管有时忘记苦难。
除此之外，
一切的爱我说不上来，
何年何月，何德何能。

风说，你看花开。
雨也跟着做作。
我说，花事花知道。

南山下的四十三岁
——致朋友h

匆匆忙忙，
南山路上无数过往。
花开花落叶绿叶黄纵是人生一场。
十字路口，
向东向西两眼张望，
只有南山，
张良梦一场。

我却在想，
一直在夜里游走，
漫游南山像散步一样。

渴望遇见，
那时纯真今生的不设防。
而我们匆匆忙忙，
显得世故沧桑。

想到父母渐渐苍老鬓如霜，
想到孩子转眼咿呀不再难思量，
想到四十多岁天气日益凉。

泪水心中流淌谁见双眼千行。
南山不远雁飞天空，
无语凝远方。

为扎实推进全市创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市工作，凝聚思想共识，唱
响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由市创建办、
海东时报社、海东教育局共同举办“全
市民族团结进步征文大赛”活动。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征文时间
征文从即日起至2018年10月30日

止。
征文主题

紧紧围绕“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
共筑中国梦”主题，深化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深入挖掘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民族
团结好故事，讲述各民族干部群众守望
相助、手足相亲、团结协作及各族干部
群众共同奔小康，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
显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

征文对象
全市广大干部职工、驻军部队、初

中以上在校学生、作家、宗教人士、农村
村民、社区居民、离（退）休老干部、海东
籍在外工作人员、外籍在海东务工人员
等。

作品要求
（一）紧紧围绕活动主题，充分展示

我市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工作中的新举措、新经验、新做法、取得
的新成效；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全市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建设方面的措施经验、发展变化；
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方面，宗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举措、新经验、
新对策；讴歌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稳定
的先进集体、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生动
反映面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各种危
急关头，各族群众患难与共、互帮互助、
手足情深的动人事迹；综述地区、部门、
单位或行业、系统促进团结发展的好做
法、好经验、新变化、新成效，窗口服务
单位提高为各族群众服务能力的做法、
思考; 在美丽乡村建设、驻村工作、精准
扶贫、军民共建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经
验；讲述发生在身边的家庭和睦、孝亲
敬老、扶贫济困、见义勇为等方面真实
感人的故事。

（二）征文体裁以通讯（含新闻特
写）为主，2000 字左右，并配有相关图
片。作品要体现本土元素，富有时代特
点，文笔流畅，真实感人。

（三）作品为原创作品，不得抄袭他
人作品，如有发现，取消征文资格，追回
其在本次活动所获的荣誉和奖励，并由
本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四）本次征集评选获奖作品的所
有权、使用权、修改权和解释权归本次
活动主办单位所有。

（五）所有应征稿件概不退还，请作
者自留底稿。

（六）《海东时报》将根据征文情况，
在“团结海东”专栏择优刊载相关文章，
并有权修改，不同意修改者请在稿件上
注明。

评选及奖励
（一）成立评委会，征文结束后将组

织评委按照公正、公平、择优的原则，评
选出获奖作品和优秀作品，并在《海东
时报》公布获奖者名单。

（二）分组比赛及奖项设置：
成人组：一等奖 1 名，奖励现金

3000 元；二等奖 2 名，各奖励现金 2000
元；三等奖 3名，各奖励现金1000元；优
秀奖10名，各奖励现金500元。

中小学组：一等奖 1 名，奖励现金
3000 元；二等奖 2 名，各奖励现金 2000
元；三等奖3名，各奖励现金1000元，优
秀奖10名，各奖励现金500元。

投稿须知
（一）来稿一律采用电子邮件方式

投寄。来稿需注明作者姓名、年龄、职
业、工作单位及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
发送电子邮件时，文字为WORD格式，
图片为JPG格式。

（二）投稿地址：
成人组：海东市创建办
电子信箱：1914511451@qq.com
联系人：马全芳
联系电话：8680125
学生组：海东市教育局办公室

电子信箱：2577205412@qq.com
联系电话：8610185
温馨提示：征文结束后，将邀请有

关专家组成评审小组，对征集到的作品
进行公开评审，并总结征文活动开展情
况、召开由获奖作品作者参加的座谈
会，发放奖金、荣誉证书。

中共海东市委宣传部
海东市创建办
海东市教育局
海东市时报社
2018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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