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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

文 / 大法弟子

不知何年何月，在茫茫大地上
诞生了一个生命，名字叫“人”，
人刚到地上时一丝不挂，什么都没
有。一阵凉风吹来，人感到有点
冷，于是空中落下一套衣衫穿在
人的身上。人很感激的说 ：“这是
谁啊？谢谢你啊！”这时空中有一
个声音答道 ：“我是神啊，我现在
赐你衣衫，我还要赐你一把种子，
一个犁，你要去帮助远方的一群和
你一样的人，帮他们把种子种上，
帮他们犁地，到了秋天和他们一
起分享收获的果实，你要记住啊，
这一切都是我给予你的，你要象我
一样，用这一切去给予他人，记住
了吗？”人无限感激地说 ：“记住
了！”于是他便按照神的话找到了
那群人，帮他们犁地，帮他们种上
了种子。

神看到人按照他的话去帮助别
人，很高兴，看到人犁地时满头大

汗，心生慈悲，于是又赐给了人一
匹马。人用马去犁地可省劲多了，
人充满了对神的感激，不敢丝毫怠
慢，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别人。到
了秋天，人就把收获的果实和众人
分享，众人感激不尽，都齐声称颂
人的功绩，人十分惭愧的说 ：“不
要这么说，这都是神的所赐啊！我
原来一无所有，我能做什么啊！”

又一个秋天，收获的果实多
得搬不过来，人于是对神说 ：“神
啊，您能帮我想想办法吗？”神于
是又赐给人一套马车，这样搬东西
就快了很多，众人又齐声赞颂人
的功德，人谦虚的说 ：“这一切都
是神的恩赐啊！神给了我这些是为
了我能更好的帮助你们，我只是
又把神的恩赐给了你们，我有什 
么呢？”

不知过了多少年，人渐渐的在
别人的称赞声中自满起来，也觉
得自己功高盖世，为别人做了那
么多，不都是自己的功劳吗？人

也厌烦了走路，就把马拉的车改
成了自己的坐车，看张三的对自
己的赞扬多，就多帮张三点，瞧李
四不顺眼，干脆就不理他了，任其
苦苦哀求。人又在众人面前开始炫
耀自己的本事，让人多多的对自己
歌功颂德，让人们感激他给予众人
的一切，并开始和众人讨价还价，
让众人给自己建起了一座美丽的 
庄园。

神对这一切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就规劝他，人对神却不象以
前那么尊敬了，说 ：“只有我才能
为众人做这么多的事情，你只是
给了我工具而已，没有我你能做 
什么？”

由于人的自私，那马开始不愿
为他服务了，干活越来越慢。犁也
开始上锈。人一看马不爱干活，就
滥用以前神给予的智慧造了一把鞭
子，狠力地抽打马。过不久马就被
折磨死了，犁也被地里的一块石头
硌断了。人开始埋怨神，为什么给
了自己一个不听话的马和一个不好
使的犁。神听了，无限惋惜与难
过。于是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一
个闪电把人的庄园打得着了火，人
顾不上穿衣服就逃了出来，而庄园
却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了。

人赤条条地站在旷野上，在寒
风中瑟瑟发抖，这时他才发现自己
一无所有了，他悲痛欲绝，埋怨上
天为什么对自己这么不公平。

一阵凉风吹醒了他尘封的记
忆，他开始想起了自己刚来到世
上的情景，想起了神的嘱托和神
赐给的东西。他终于醒悟过来，
羞愧不已，心中充满悔恨，泣不
成声的对空中说 ：“神啊！我简
直无颜求得您的原谅，我的一切
都是您赐给我的，为的是让我象
您一样利益众生，你赐给我无数

的东西为的是让我能为更多的众
生服务，为更多的众生负责，而
我却背离了您的旨意，我把您赐
给我的能力当做我个人的资本，
当做高人一等的本钱，当做为自
己谋私利的工具。我本来一无所
有，是您赐给了我一切，为了能
利益众生，我才有了更好的一
切。然而我现在背离了您的教
诲，背离了利益众生的根本，我
现在真的是一无所有了啊。我真
是悔恨不已，求神大发慈悲，再
赐我一次机会吧，我将尽我所能
为众生造福，实现您的旨意，象
您那样慈悲众生。”说完长跪不
起。然而神并没有出现，只有寒
风瑟瑟，人悲痛欲绝，深悔自己
的过错难以原谅，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人苏醒过
来，眼前一亮，只见满山的牛羊，
遍地的庄稼，成群的骏马，万花争
艳，百鸟鸣唱，风和日丽，祥云飞
舞，众生欢呼歌唱，齐赞神的伟
大，神的慈悲，人发现自己和众生
又拥有了更加美好的一切，不禁无
比感激与欣喜，泪流满面……◎

观电影《魔戒》-王者归来

文 / 章阁

法师甘道夫降临中土后，带
来众神的恩典——绿宝石“埃莱
萨”。这块宝石封存着太阳的光
芒，它可以使凋萎枯败焕然一新，
恢复如初。谁佩戴它，谁就拥有治
愈的力量，能够治愈万物的创伤。

“埃莱萨”的回归，为人类日渐衰
落、消亡的命运带来了希望。但谁
能承担起这份希望？

甘道夫向精灵女王留下预言，
宝石将被传给一位与宝石同名的
人。神选中的这位“埃莱萨”，将
是一位医疗者和复兴者。在影片

《魔戒 III ：王者归来》中，精灵女
王将宝石传给了阿拉贡。这位被神
预言的人，如何从回避王室继承人
身份，到重振王者风范，成为人王
的呢？

联盟大战 刚铎之王背盟
阿拉贡对身世的回避，源于他

的祖先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当时的
地球北方有个亚诺尔王国，由伊兰
迪尔统领。他有二个儿子，长子埃
西铎和次子安那瑞安，他们在南部
建立了刚铎王国。魔王索伦想统治
中土，与天神、人类、精灵联盟发
生大战。

伊兰迪尔率领二子埃西铎和安
那瑞安参战，结果最后只有埃西
铎幸存。埃西铎看到父亲和弟弟战
死，悲愤地举起其父的断剑，砍断
了魔王索伦的手指。魔戒掉落后，
魔王的肉身也随之消亡，但它的灵
魂并没有彻底摧毁，一直萦绕在末
日火山，等待着找回魔戒，重组黑
暗力量，东山再起。

在末日火山，精灵王爱隆要求
埃西铎赶紧销毁魔戒，然而埃西铎
贪婪于魔戒的力量，使他瞬间改变
了意愿，将戒指戴在了自己的身
上。因他对联盟的背叛，销毁魔戒
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不久，埃
西铎在返回领土的途中，被半兽人
所杀。

阿拉贡是埃西铎家族的后裔，
因其祖先对人类、精灵的背叛，使
阿拉贡对刚铎王室继承人的身份，
一直没有认同感。

刚铎国王失踪 宰相摄政

根据小说的介绍，阿拉贡二岁
时，其父亲被半兽人射死，所以他
从小由精灵爱隆王抚养，有了一个
精灵语名字“埃莱萨”，意为“希
望”。精灵王担心他会像他的父亲
和祖父一样死于非命，于是对他的
身世守口如瓶。因此很久以来，外
界对阿拉贡知之甚少，也不知道埃
西铎家族还有继承人存在。阿拉贡
与爱隆的二个儿子长年在外旅行，
过着游侠般的生活。他们四处游
历，协助洛汗和盟国刚铎抵抗魔王
索伦的黑暗势力，削弱了邪恶阵营
的黑暗力量。当他年满二十岁时，
从一次旅行中凯旋归来，爱隆王告
诉了他，他的身世和真实身份。

埃西铎家族创建了刚铎王国，
一直以来由国王执政。自从刚铎国
王艾努尔（另译埃雅努尔）接受安
格玛巫王的挑战，从此消失以后，
刚铎王位空悬了九百多年，此后一
直由宰相代理摄政。每一任宰相执
政前，都要宣誓效忠王室 ：“以国
王之名掌管此杖、统治王国，直到
国王归来。”

神选者接受信物“埃莱萨”
在影片中，精灵王爱隆召开会

议，刚铎现任宰相迪纳瑟尔的长子
波罗米尔第一次得知了阿拉贡的身
世，知道了刚铎王室后继有人。王
位空悬了九百多年，面对陡然出现
的阿拉贡——未来的国王，波罗米
尔对其不屑一顾，扬言声称刚铎没
有国王，也不需要国王。作为宰相
之子，他为刚铎出生入死，怎能轻
易地把国家让给一个陌生人？

在摩瑞亚地下城，加入护戒队
的阿拉贡和波罗米尔与半兽人大
战，阿拉贡救了波罗米尔一命。二
人的互动产生了系列微妙变化。阿
拉贡能征善战，有着出色的领导
力，波罗米尔都看在眼里，他从心
里容下了这个未来的王者。法师甘
道夫“战死”后，护戒队来到黄金
森林，见到了精灵女王加拉德瑞尔

（另译凯兰崔尔）。
精灵女王告诉护戒成员，所

有人都处在末日的边缘。女王拥

有预见能力，她将神的信物“埃莱
萨”宝石赠予阿拉贡，作为希望的
象征，请他接受预言中给他的称号

“埃莱萨王”。

宰相之子的希望
精灵女王也通过思维传感，与

波罗米尔沟通。女王表示预见了他
父亲和刚铎的衰落，也预见了刚铎
存在的希望。波罗米尔一直回想着

女王的话。多年以来，他为了刚铎
出生入死，很久都没有看见希望
了。他坦诚地对阿拉贡说，自己的
父亲昏聩，不善于治理国家，人民
对他失去了信心。作为最受宠爱的
长子，宰相迪纳瑟尔将重振刚铎的
希望寄托在波罗米尔身上。波罗米
尔希望有一天，阿拉贡能回到刚
铎，他甘愿俯首称臣。

阿拉贡沉默对待。此后，波罗

米尔直言不讳，质问他，为什么对
自己的人民都没有信心？尽管人民
有不足，有弱点，但他们也有勇
气，有荣誉，但阿拉贡不愿意相信
他们，“你怕了？你的一生都躲在
阴暗中，怯懦于你的身世。”这番
话揭穿了阿拉贡内心深处的那张罗
网，使他不得不正视自己身为王室
继承人的事实。

英雄之死唤醒神选之人
后来波罗米尔为保护二个霍比

特人，不幸被半兽人所杀。临死之
前，他向阿拉贡忏悔，说自己没有
想像中的那麽强大。他受到了魔戒
的诱惑，企图抢走魔戒，吓跑了佛
罗多（持戒者）。尽管如此，他念
念不忘的仍是刚铎百姓。他的生与
死，都是为了国家和子民。阿拉贡
听了，对他说 ：“我向你发誓，我
不会让刚铎之都沦陷，也不会让百
姓失望。”

波罗米尔第一次听到了这番
话，听到阿拉贡终于将他自己和
刚铎人民连在一起，他拿起自己
的剑放在胸前，称呼他为“我的国
王”，“我会追随你”。在王者的承
诺中，英雄的心愿有了安息之地。

英雄之死激发了阿拉贡的决
心，由此开始，他展现出真正王者
的勇气，也展现出卓越的治疗能
力。在影片《魔戒 III ：王者归来》
中，天神、人类、精灵、矮人联盟
最终彻底摧毁了魔王索伦，而阿拉
贡返回了刚铎。

重生的法师甘道夫为他加
冕，阿拉贡成为刚铎和亚诺尔二
个王国的联合之王。王者归来，
他兑现了对逝去的波罗米尔的承
诺。精灵王爱隆也遵守昔日的约
定，当阿拉贡成为人王时，把女
儿嫁给了他。

在影片的演绎中，阿拉贡和精
灵族、矮人族共同对抗邪恶势力，
帮助护戒远征队完成销毁魔戒的使
命。他逾越了那道封闭的心灵高
墙，承担起王者的责任，配戴绿宝
石“埃莱萨”的他展现出神奇的治
愈能力，应验了预言所说的“埃莱
萨王”。王者归来，也意味着人类
命运的从此复兴。◎

散文 千古英雄人物开在寒冬里的花

王者之心的苏醒

文 / 宇飞

开在寒冬里的花注定有着不凡
的风采。

雪花，是开在天空中的奇葩，
它以天为幕，以地为台，它的家园
在何处？为什么在虚空中绽开？它
的到来让大地也陷入沉思，使太阳
也不忍直视，它令单调而萧条的季
节多了气氛，也有了生机。它让人
难以辨识它素洁的花瓣，更难觅花
蕊，它收敛了所有的芬芳，以其冷
艳的姿容、肃穆和优雅书写着不败
的信念。

没有风，雪花以不变的姿势向
着大地，不管河流还是山谷，也不
论是人家还是厂区，赴汤蹈火，前
赴后继，数以亿计的花瓣重叠着，
一刻不停的重叠着，重叠出银白的
世界。那飞舞而来的花瓣让你清晰
的感知着它那不可逆转的意志。
它令四季所有的美艳花树都黯然失
色，它对那些傲慢狂妄的一切都不
屑一理。

雪是来弥合大地的创伤的，也
是来疗治人的心灵的吧？大地的伤
痕就是人类的伤痕。家园还在，山
河依稀，却非昨日故国。土地毒化
流失，河流失去灵光，空气难见清
澈，雾霾重重，疾病频现，灾患无
穷。人们心底的呼唤，只有雪才听
的懂吧？于是，雪便来了。人们都
看到了它的身影，于是发出由衷的

赞美和感慨。它有时步履款款，散
漫飘逸 ；有时又行色匆匆，似有心
事。它飞舞在空中时，它是藏着一
个心愿的吧？

雪花不同于别的季节里的花，
对于所处的环境，它们只不过是锦上
添花，而雪花不同，它是雪中送炭，
在一个生命落寞的季节，在一个没有
花的季节，在人们期望幸福的季节，
它才来的，它是带着使命来的。人们
看到它就想到一簇簇梨花，想到春，
它应该是最早的“报春花”吧？文人
墨客因雪而生灵感，吟诗作文绘画，
演绎出一幕幕有趣的“冬雪图”。

它是严冬季节独一无二的花，
尤为珍贵的是，它是那么富于灵性，
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还记得元代的
那场“六月飞雪”吗？今天的华夏，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何止“六月飞
雪”，甚至七月、八月也雪花纷飞，
难道不是上天给人类接连发出的严厉
警示？善恶若不报，天理岂能容？

雪也能阻断中共病毒的，人们
想，这雪也该能阻断疫情吧？雪花
开出神奇，开出圣洁，它能净化环
境，净化心灵。当人们把雪的洁白
装进心里的时候，当这心中的雪被
你的真诚感动化成河流的时候，世
界上便是一个明艳艳的春天了。◎

诸葛孔明

图为 电影魔戒 -王者归来中的阿拉贡

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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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 心宇

南阳高卧云中龙，
草堂春睡东窗红。
弹琴作歌友闲鹤，
惯看世事一梦中。
千古兴亡在眼底，
繁华飘若昨夜风。
自有惊天动地才，
一身独醒与天通。
何期一朝天命至，
明主三顾对隆中。
抛却庐边一弯月，
身入乱世建奇功。
东连孙吴破强虏，
西進巴蜀鼎足雄。
神机妙算人不识，
淡泊宁静展高风。
济世救民多仁爱，
良策安邦功德丰。
益州千里成沃野，
泽及百世亿万农。
五月渡泸平诸蛮，
七擒孟获智无穷。
六出祁山呕心血，
鞠躬尽瘁尽臣忠。
奈何成败由天定，
知难而進立事功。

空城一计绝今古，
风云城下奏丝桐。
出师未捷身先死，

五丈原上遗悲风。
马前课预千秋事，
今朝何处觅仙踪。 ◎

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