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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

是非难辨
石子劢
一个人往往搬弄不起什么是
非，
挑起是非，至少需要三个人。
三人行必有吾师，三人行也才
会生出是非。两人闲言说来说去一
定会说到第三个人，三人乱语转来
转去谁都逃不开成为他人口中的谈
资。人前不说人后必说，人前说了
人后还说，人前说了未必是假，人后
说了一定是真，这个真只是说者口
中的真话，
却未必是事实真相。
真假有了取舍，人间便有了是
非。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那
人说出的话未必是无中生有，却定
有目的企图，或是真假参半，却定有
侧重权衡。是非心一动，是非话油
然而生，
是非事瓜熟蒂落。
是非始于心计，成于口舌，终于
行为。如此有规律踏节拍的事物，
却有着一发不可收拾的危机与风
险。因为人心是一件无比奇妙的事
物，可以无限小，亦可无限大，可以
明理见道，也可歇斯底里，可控时温
文尔雅，
失控时凶神恶煞。
当你不知不觉陷入是非之中，
不
必急于反击，也不必发怒生气，顺着
是非的脉络溯源而上，
就会发现对方
的真实目的，或是蝇头小利，或是排
除异己，或是无聊消遣，或是嫉妒猜
疑。来处明了，去处也便明了，何去
何从，心中便有了方向，小小是非便
没了怒火中烧的必要。
包容了是非心，
也便有了胜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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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慕
那天，我和朋友聊天，她 6岁的
儿子原本有点害羞地依偎着她，突
然离身，小手指着我脚下：
“阿姨，你
踩到小草了。”稚嫩的童音里满是着
急。
我低头一看，可不，有棵长势蓬
勃的小草，被我无意中踩到了半边
身子。我赶紧把脚挪开，不由怦然
心动：这个孩童，有着多么美好的生
命的感觉啊。

这种感觉是天生的吧。纯真无
邪的心，对花花草草、小狗小猫之类
的生命，都有一份天然的呵护。因
了这份呵护，他们愿在雨天，表现出
惊人的耐心，长久地为行动缓慢的
小动物打伞；因了这份呵护，他们会
因为小动物的死去而伤悲地流泪；
因了这份呵护，他们不肯踩踏花草
走捷径，而选择开心地跑着跳着，绕
个大弯路。

这是一种仁爱万物的精神。而
成年之后，多少人丢失了那颗曾经
柔软而敏感的心。
无论如何长大，不管经历了什
么，都始终保存着心中那份爱、体谅
和感动，以及对大自然之美的欣赏，
才更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去珍爱
并尊重世间的一切生命。
形 体 有 别 ，感 受 无 二 ，同 体 大
悲，
这，便是生命最为珍贵的地方。

柑橘园采摘
侯美玲
那年四月，朋友邀我去柑橘园
采摘。还没走到果园，远远闻到一
股淡淡的香味，有花香，还有甜甜的
果香。走进园子一看，一树树柑橘
开得正繁，白色花瓣密密匝匝缀满
枝头，花朵儿一簇簇一朵朵，或含苞
待放或欣然绽放，一派欣欣向荣的
景象。
花开的季节还能采摘？我的心
里满是疑惑。只见朋友拨开茂密的
枝叶，一个金黄色沃柑藏在其中，枝
头上还有一簇盛开的柑橘花。朋友
说：
“ 这些果子一直留在树上，是特
意留给你们采摘的。”说完，朋友摘
下一颗黄澄澄的沃柑递给我，我这
才想起进园时闻到的果香是成熟的
沃柑散发出来的香味。
朋友说：
“ 在南方，花果同枝并
不罕见，除了柑橘，杨桃、夏橙、百香
果、火龙果都可以一边欣赏花儿朵
朵，
一边观看果实挂枝。”
花儿在春天开放，是果树的自
然规律，但那些来不及采摘的果实
会继续留在枝头，等待最终的收获
与食用，所以才会出现花果同枝的
奇特景象。
花见不到果，花儿想念果，是大
多数植物的宿命，然而，所有生命的
盛开，都在盼望最终的结果，只有花
的欣然落幕，才有果的完美呈现，从
这个意义上说，没见过樱桃的樱桃
花，其实不应该有遗憾，因为花儿所
孕育的生命信息已经全部传递到
果，
这也许是花开的一种意义。

5月 9日，采茶工人在福建省武夷山
市桐木村高山茶园采茶（无人机照片）。
时下正值武夷山采茶季节，地处武
夷山国家公园腹地的桐木村、吴三地村
等传统茶叶产地聚集了大批来自福建及
周边省份的采茶工人。他们受雇于当地
茶企、茶农，将进行约一个月的采茶工
作。武夷山茶产业带动当地茶农致富的
同时，
也给采茶工带来增收的机会。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哈希拉嘎犇牛肉牛养殖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
将“哈希拉嘎犇牛肉牛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
的有关事项公众告知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工程概要
项目名称：哈希拉嘎犇牛肉牛养殖场建
设项目
工程概要：占地面积 58936.
5m2，主要建
设牛舍、管理用房区、饲料区、粪污处理区及
配套设施。
二、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
方式和途径
1、网络链接：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的网络链接：
（ht
t
ps
:
/
/
pan.
bai
du.
com/
s
/
1Ep_Z7Fr
PyJghl
M_2af
Jdyw，提 取 码 ：
c1cc
）。
2
、向建设单位索要纸版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
索要方式见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
根据项目情况，并结合相关技术导则，征
求意见的公示范围为：以场区为中心，边长为

5.
0km的矩形区域所形成的包络线范围内的
环境敏感点，周围敏感点包括伊金霍洛旗红
庆河镇哈希拉嘎村。
征求评价范围内所有敏感点公众对本项
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
见，需要公众监督，以便完善工程环保治理措
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写信、发邮件、填写公
众意见表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公众
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
t
ps
:/
/
pan.
bai
du.
com/
s
/
15hOs
AWXdWPPyI
3GdHd3Jf
w，
提取码：
s
3dd
）。
五、联系人及联系单位
建设单位：伊金霍洛旗哈希拉嘎商贸有
限公司
联系人：
王爱 联系电话：13150888464
编制单位：
陕西徳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许工 联系电话：15247721153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2年 5月 12日至 2022年 5月 25日。

网络新词语

中国式浪漫
袁婉婉
“中国式浪漫”指的是
中国人特有的浪漫，即温
柔内敛、含蓄但有力，有着
诗意绵绵、回味无穷的感
觉，它形容的是张艺谋导
演策划的 2
0
2
2年北京冬奥
会开幕式。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以
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惊艳开
场。立春，阳和启蛰，万物
复 苏 ；国 旗 传 递 ，赓 续 接
力 ；黄 河 之 水 天 上 来 ；会
歌，犹如空灵的天籁之音；
点燃火炬的方式，有个诗
意 的 名 字 ，
“ 一 叶 知
秋”……这些处处都体现
着“中国式浪漫”
。
“中国式浪漫”之所以
被网友们广泛认可，就在
于它将传统文化与
现代科技完美融
合，用不落俗套的
创意向世界展现了
中国文化的深刻内
涵和独特魅力，含
蓄而不失大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