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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湖茶话

每天清晨，我都会

到公园里散步，那种惬

意的心情仿佛是在进

行诗歌创作。初升的

朝阳、温煦的晨风、欢快的鸟鸣，都是灵动

而飞翔的句子，令散步充满了全新的诗意。

记得小时候，每当茶余饭后，我便喜欢

出去散步，在夕阳涂抹的黄昏小路上，看着

自己渐渐被夕阳拉长的身影，仿佛自己与

大自然融为一体。那种喜悦的心情、自然

的心态，令人终生难忘。

在春天里散步，清新的空气总是令人

心情舒畅。春天里处处飘着醉人的春风。

闲散的步子在亲吻泥土，感受特有的馨

香。轻快的脚步与刚刚在从冬天沉睡中露

出笑脸的小草，在这个春天里静静相逢。

在春天里，我喜欢闻草木的清香，在春天里

我喜欢聆听鸟鸣，静静地走在春天里，没有

时间的催赶，随心所欲前行。在春天里散

步，倾听小河潺潺的流水声，倾听春风呼唤

万物的声音，阵阵柳笛声，为我们迎来了一

个个希望的梦。

喜欢在春风的召唤下一路走走停停。

信步徘徊，牵着春风，追着天空里的白云，

在春天的夜晚做一个甜甜的梦。喜欢在春

天里散步，喜欢这样一种过程，因为春天孕

育着希望和梦想。

喜欢用脚步丈量春天的长度与广度。

我也许什么都不想，也许想着什么。我在

思想的世界徜徉，青春与理想，爱情与梦

幻，都是我一个人的事。离开的时候，我挥

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喜欢在春天里散步，是

因为喜欢春天里每一个晨露

未晞的早晨，喜欢春天里每一个暮色苍茫

的黄昏，喜欢春天里每一个新月如钩的夜

晚。杏花微雨的春天深处，在春天里散步，

就像是一场甜蜜温馨的爱情之约。你总是

想着，那个时刻，那个地方，总会有些什么，

等你如约而至。有些什么呢？是一种无法

言传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喜欢在春天里散步，因为那些流云与

春风，会让你的思维天马行空，成为自由的

鸟儿。喜欢在春天里散步，让我学会了从

喧嚣中抽身而出，靠近自己的灵魂，靠近春

天的灵魂，静静地谛听自己的心跳。在春

天里散步，让我学会在匆忙的步履间不迷

失方向，朝着心灵的方向走下去，朝着春天

的方向走下去。慢慢地走下去，不焦急，不

狂妄。在春天里散步，散漫随心，让我忘了

很多功利性的目的，散步本身才是最重要

的，仿佛我自己就是春天的一部分。

在春天里散步吧，把春天当成一个全新

的起点，让人生在春天的散步里更加美好。

在单位大院的墙角，我惊喜地发现

了几丛开放的野花，蓝色的婆婆纳、黄

色的酢浆草，还有一种叫不上名字的白

花。三种花皆小，若不凑上去，根本分

不清花分几瓣。当我几近匍匐地趴在

地上用手机拍它们时，一位女同事见状

大为不解，她不能理解我的举动。在她

眼里，这不过是卑微的俗物，甚至毫无

美感。在我看来，这却是大自然留给城

市的诗意，所以她不能理解我怀着那样

的谦卑之心，来感谢这春日给我的特别

馈赠。

每天清晨，我沐着温风，行走在橘

色的阳光里，呼吸着路边柳上日渐加深

的绿意去上班，所有关于春的讯息，都

流转在我的眼波，沉淀在我的心田。从

家到单位有三里，我的春光也便有三

里。除了柳，路上的广玉兰还没来得及

开出一朵春天的花，冬青仍一抹老旧的

苍绿，柿树和白杨在沉睡，栾树睁开睡

眼，看看又闭上。这一路春的讯息全在

树下，若你留心观察，会在树下寻到不

少春天的野花，它小心翼翼地开着，怕

人看见，又怕人看不见……

幼时一入三月，野花便不管不顾，

全开了，在春风里无限招摇。田野里、

小河畔、路边、村头村尾、巷道

里、房前屋后，甚至墙头檐上皆

有花开。蒲公英、荠荠菜、打碗花、酢浆

草、婆婆纳……三月的乡村是花的世

界。那时我们很穷，只有压在文具盒

底，或塞在枕芯里，或夹在日记本中的几

毛钱。但我们拥有整个田野、整条河流、

千朵万朵野花，拥有飞鸟的鸣唱和野鸭

的絮语，拥有全部清风和春阳。我们甚

至拥有翅膀，伴着风筝在无垠的蓝天翱

翔。我们很穷，可同时又是多么富有。

现在呢？多少人的钱以万计，却无

暇摘取一片春光，捡拾一声鸟鸣，心灵

的贫瘠是真正的贫穷。我时常怀想起

那些在春日田野放飞的时光，怀念那时

单纯的快乐。在都市生活中奔忙的这

些年，我似乎已被城市的洪流裹挟着，

卷入更深的幽闭之中，再没射进过一寸

春光。

好在，我的心智还未完全钝化，感

官还未完全麻木。我还会为城市的一

朵盛开的野花，一声偶尔的鸟鸣心动欢

喜。我愿把这看成是时光和大自然对

我的共同恩赐，我且珍惜且感激。如果

有一天，我履行完人生必须承担的责

任，那么我将回到南山之南，东篱之下，

做一个耕风钓月的闲散之人。在这之

前，我必须要时刻提醒自己，在忙碌烦

琐的都市生活中，保留住这一份最初的

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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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困惑
郭某夫妇经营一家小型服装

加工厂，为了扩大生产量，夫妇二

人决定购买一条服装生产线，扩

大经营规模。由于手头资金紧

张，夫妇二人决定以工厂法人代

表的身份向银行贷款。很快，在

郭某夫妇提供了相关手续并提供

保证人后，双方很快签订了借款

合同，并约定了还款利息及其他

事项。后来，郭某的工厂出了问

题，导致其于约定提款日后的1

个月才去银行提款。银行工作人

员告诉郭某这1个月的利息要一

并归还。郭某认为自己并未提

款，根本没有使用该贷款，为什么

要向银行支付利息呢？

●律师说法
郭某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约定

的提取借款日期支付银行利息。

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借款

人应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收取

借款，并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支

付利息。借款人支付利息应当从

约定的提款日期开始计算，并不

是从借款人实际提取款项的日期

开始计算。因此，本案中虽然郭

某未按约定去提取款项，但仍然

应按约定支付利息。

●现实困惑
做酒店经营的冯某为了扩大

规模，以酒店三分之一的资产作

抵押向某银行申请了贷款。银行

在经过相关审查后，双方很快签

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两年后

返还本息，并注明该笔贷款只能

用于酒店建设。后来，冯某在一

次朋友的聚会中认识了做房地产

生意并获得巨大利润的陈某。陈

某建议其投资房地产行业，冯某

遂打算将建酒店的贷款用来做房

地产生意。冯某可以将建酒店的

钱投资到房地产行业吗？

●律师说法
冯某只能按合同的约定将借

款用于酒店的建设上。借款用途

是借款合同中最重要的内容之

一，直接关系到借款人是否能按

期偿还，如果借款人擅自变更借

款用途，这无疑会增加贷款人的

借款风险。因此，我国《合同法》

明确规定，借款人应按合同约定

的用途使用借款。具体到本案

中，冯某只能将贷款用于酒店的

扩建，即使房地产利润再高，也不

能擅自变更借款用途，以免给自

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现实困惑
李某在北京生活几年了，为了尽

早实现成家立业的愿望，决定开一家

熟食店，可是几年的打工生活并未积

攒多少存款。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某

认识了某印刷厂厂长张某，二人因意

气相投成为好友。李某向张某提出

借款要求，张某考虑后以法人代表的

身份与李某签订了借款合同。双方

在合同中约定了借款利息及其他事

项，但并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张某只

对李某说不能拖欠还款。合同签订

后，李某心中很不安，不知哪一天张

某会让自己还款。此时的李某应怎

么办呢？

●律师说法
在此种情况下，李某可以与张某

签订补充协议或随时履行还款义

务。我国《合同法》规定，如果借款合

同中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或者借款期限

约定不明确，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

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同期限内返

还。本案中，李某与张某的借款过程、

内容、形式等符合法律对借款程序的

规定，因此其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双方

应当受到合同的制约。但由于双方未

就还款时间作出约定，所以，李某可

以与张某在合同中补充还款期限的

条款，或者随时返还借款。张某也可

以随时要求李某在合理期限内还款。

●现实困惑
程某自营一小型公司，近期资

金周转不畅，为了保证公司的正常

运转，程某向做礼品生意的祝某借

款30万元。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

2年，每年的12月15日支付当年利

息，否则当年利息并入本金。那么，

双方的这种约定受法律保护吗？

●律师说法
双方的约定不合法，其约定

明显属于复利，也就是民间俗称的

“驴打滚”。我国法律规定，自然人

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

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

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另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

意见（试行）》的规定，公民之间的

借贷，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

复利的，不予保护。所以，虽然祝

某与程某就借款利息作了约定，但

其约定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

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没有约定到银行提取借款，
也要向银行付利息吗？

案例

2案例
借款必须按照借款合同
所写的借款用途使用吗？

3案例

“驴打滚”受法律保护吗？

4案例

借款合同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怎么办？

5案例

租期到，出租者允许租房者继续居住，
原租赁合同还有效吗？

●现实困惑
公民甲于2009年1月租住公民

乙的住房一套，双方约定租期为一

年。半年后，乙因工作原因需出国一

段时间。2010年1月底，双方的租赁

合同到期，而乙未对此作任何表示。

乙于3月底回国，以双方的租赁合同

到期为由要求甲立即退房。而甲则

认为双方的租赁合同应继续有效，自

己仍可以继续使用该房屋。那么，双

方原来签订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吗？

●律师说法
双方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我国法律规定，租赁期间届满，如果

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而出租人也

没有提出异议，原租赁合同继续有

效，只不过租赁期限改为不定期，双

方可以随时提出解除合同，出租人要

解除合同，需要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

承租人。具体到本案中，乙与甲的租

赁期限虽然在其回国时已经届满，但

由于其在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间届满

时未对是否继续出租房屋作出任何

表示，对甲后来继续租住在该房屋也

未提出异议，所以应依法认定为原租

赁合同继续有效，只不过双方的租赁

期限为不定期。如果乙要解除合同，

须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甲，而不能要

其立即搬出。

6案例

个人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
需要支付利息吗？

●现实困惑
苏某向程某借款2万元，双方

立下借款字据：程某借给苏某2万

元，期限 1 年。双方未有其他约

定。苏某按期还款时，程某要求其

支付利息。那么，苏某需要向程某

支付利息吗？

●律师说法
苏某无须向程某支付利息，我国

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

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

为不支付利息。本案中，苏某按照约定

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按期偿还欠款，而

程某要求其支付利息，因其事先并未

约定，所以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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