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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况味

人生多半是充满遗憾的。月有

阴晴圆缺，人生也是如此，有得就一

定有失。譬如，北方下雪时我在南

方，南方开花时我在北方；譬如，想

看星星时下起了雨，想听雨声时升

起了月亮……细细数来，人生不如

意之事十有八九，但转念一想，这些

不如意未尝不是如意的一种。

如果说得意是一种满足，那么

失意则是一种渴望——想由失意

变得意的渴望，这渴望有时会化作

一种动力，给人以力量，就像人站

在山脚时渴望能够登顶“一览众山

小”的心情一样。故而，很多时候，

生活诸事里留一些缺陷无伤大雅，

反而能为人生增色、增味。

人生一世，如同行走在一个十

字路口连接另一个十字路口的大

街上，总要不时面临各种选择，东

南西北，前后左右，不能同时兼行，

选择了其中的一个方向必然要舍

弃另外的几个方向，这是一种不完

美，却也是无可更改的现实。不

过，即便选择有所不同，但条条大

路可通罗马，只要志趣一致，不管

过程有多少曲折，终能殊途同归。

当我们抵达终点的时候，回望来时

路，曲曲折折，都可算作好事多磨。

其实，一个人在一生里碰点壁

有点磨难挺好的。生活若总是一

番风顺，人便会对未来失去憧憬；

生活若总是坎坷难行，人则会对前

路丧失信心。所幸，生活并不总是

这样绝对，有苦有甜，有悲有喜，两

般境遇，相生相成，差不多刚刚好，

这使得生活不至于寡然无味，又不

至于太过刺激。而我们需要做的

则是学会用平常心面对得失。允

许生活有不完美，但也不要失去追

求完美的勇气。

选文或者选理，南辕或者北

辙，人生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些，

迫使我们不停地练习适应。面对

得失保持平常心，面对困难要有竞

胜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愈挫愈

勇，遇见美好。

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坐在阳光

下回忆过往的点点滴滴，我们会发

现有许多我们不想保留的保留着，

有许多我们不想失去的失去了，反

过来说也是一样，我们留存了许多

我们想留存的，也遗忘了许多我们

想遗忘的。若是对过往做一个小

结，虽不是十全十美，但也算差强

人意。于是，那一刻的心情，不知

道该说是遗憾还是知足了。

人生遗憾有还无

年初，四十多年前我在上杭县湖

洋中学任教时的学生梁瑞凤和范开

强等一行专程来石狮拜访我。梁瑞

凤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化学博士，现

侨居美国；范开强毕业于成都地质学

院，事业有成，现侨居加拿大。师生

畅谈上世纪七十年代那艰苦的生活

以及师生之间深厚的情谊，无不感慨

万千，唏嘘不已。

五月底，原班长范开强与副班长

赖耀铭精心策划，组织全班同学在县

城大酒店举行初中毕业四十周年联

谊活动，我这个班主任成了特邀嘉

宾。聚会气氛热烈又温馨，遗憾的是

远在大洋彼岸的梁瑞凤却没能回国

参加。我在和梁瑞凤的通话中许诺：

“此次时间仓促，下次我一定去探访

你的故居，那是我家访过的地方。”我

虽然只在湖洋中学任教八年，但我深

爱那片土地，深爱那些纯真朴实的学

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我当了校长

之后，我还亲自带着学生连续三年去

开展手拉手活动。

此次上杭之行时间选定在国庆

长假。临行之夜，我心情激动无法入

睡，便用微信和梁瑞凤聊天。我说：

“你还记得当年勤工俭学，我们开荒

种芥菜、上后山拔兔草的情景吗？”他

说：“我永远记得那艰难岁月，永远记

得我们深沉的师生情。老师，说到这

里，我眼泪快掉下来了。”

他不知道，此时倚靠在床头的

我，已是热泪盈眶，不能自已。那特殊

的年代，老师倾心教学，学生勤奋读

书，师生情同手足。为了改变学生一

日三餐配咸菜的窘迫状况，我带领学

生开荒种菜，让学生每周能吃上两顿

青菜。那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国庆长假的第二天，高速公路车流

如织，经过六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一

行终于抵达上杭。隔天，已是企业家的

赖耀铭开车载着我和我儿子、孙子去探

访梁瑞凤的故居。他的家乡湖洋乡古

楼村是闽西不平凡的小山村，这个村尊

崇教育，至今已走出十一个博士，而出

身贫寒的梁瑞凤，则是这些博士中的先

行者。顶着骄阳，步行二十分钟，终于

来到梁瑞凤的旧居。这是一座已经荒

废的两层土坯楼房，中间一套上下各一

间的房子正是他一家五口曾经蜗居的

地方。这房子，我熟悉又生疏，我依稀

记得我家访时，正在家门前田埂放牛的

他父亲那瘦弱的身影。我对孙子说：

“你这趟没白来。你要记得，这破旧的

房子，走出了一个清华大学博士。”

我们一行在屋前留了影，我还在

门前杂草中挖出一棵太阳花，要把它

带回石狮栽种。赖耀铭当即发了照

片给梁瑞凤，还问：“老师不远千里来

探访你的故居，这回你该掉眼泪了

吧？”梁瑞凤回答说：“恩师长途跋涉

来探访我故居，我太感动了，高兴都

来不及，哪会有眼泪呢？”

班上学生盛情款待，让我感激万

分，终生难忘。第三天我们一行回到石

狮，卸下学生赠送的土特产，却找不到

那棵太阳花。我好惆怅，那是一棵要当

作念想的花啊！又过两天，却不经意在

学生赠送的装蜂蜜的袋子里发现了

它。由于根部包扎了湿土，它竟然未枯

萎。在凉台栽下太阳花，我赶忙给梁瑞

凤发微信：“太阳花失而复得，我此次上

杭之行可谓圆满无瑕，不留一点缺憾。”

是啊！今后看到它，我就会想起远隔重

洋的他，想起班上可爱的同学，想起经

常让我梦牵魂绕的闽西山区。

但愿博士闽西故居门前的太阳

花能在东海之滨石狮茁壮成长，花开

四季。

下回故地重游，该去探访侨居加

拿大的老班长范开强的故居了。

博士故居门前的太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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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园地 漫生活

妻子从小就很自信。算命先

生说她的长相是个旺夫命——就

算嫁给乞丐，乞丐也会好命，她对

此深信不疑，总是心里暗暗得意。

第一眼见到她，我就有一种预

感——那是我的菜。她身材不高，

胖瘦适中，五官端正，棱角分明，皮

肤白皙，有着一双又大又厚的耳

垂，尤其是那贵妃一样的天庭和微

微翘起的下巴，显得有点高傲和不

可一世。那时她刚参加工作不久，

喜欢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套

乳白色的职业女装，一头浓密的黑

发瀑布般倾泻至腰间，样子显得十

分可爱。

妻子怀孕三个月时，一个蒙蒙

细雨的早晨，我到乡下工作，不幸中

途翻车。妻子担惊受怕，吓得眼泪

哗哗直流，连忙叫了一部车赶往出

事地点，结果发现我们一车五人都

有惊无险，她破涕为笑，虚惊一场。

小日子过得自在而悠闲。忽然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妻子闷闷

不乐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我似曾

相识的几封书信。我一看就知道怎

么回事。原来，她无意中发现了我

扔在抽屉里的“秘密”——我认识她

之前一个中专女同学给我的来信。

尽管那是很平常的几封书信，跟情

书根本沾不上边，但她还是认为我

欺骗了她，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她提

起过。我无可奈何，只好对她拼命

解释和百般安慰。可我越想解释清

楚就越解释不清楚，妻子伤心的眼

泪禁不住滚落出来。我知道，那是

她吃醋的眼泪，委屈的眼泪，更是多

情的眼泪，希望的眼泪。我再三解

释，她还是一口咬定那女同学是我

的旧情人。最后我只好当着她的

面，当场把那几封信件付诸一炬，以

表忠心，以绝“后患”。

婚后不久，两个人的弱点也慢

慢暴露了出来。谈恋爱那阵子，她

曾问我会不会喜欢喝酒和抽烟，我

信誓旦旦地说：“不会！”妻子乐见

我恋爱期间的“良好”表现,她信以

为真了。可婚后不久我就原形毕

露，吹牛、撒谎、喝酒、抽烟、跳舞、

通宵达旦打麻将，样样俱会，而且

常常酒喝得一塌糊涂，不省人事，

好几次被人给抬了回去。妻子气

得半死，常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欲哭无泪。

最要命的是，婚后两人才发觉

性格不和，似乎没有太多的共同语

言（兴趣和爱好）。妻子不爱开玩

笑，比较严肃，从不说谎，哪怕是善

意的谎言她也会较真。而我则比

较土直，喜欢嬉皮笑脸，比较随便，

不太严肃，有时候还会撒谎。妻子

性格急躁，做事认真，不但喜欢整

洁，而且还有点洁癖，而我是大老

粗一个，做事不慌不忙，常常不修边

幅，喜欢以“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太干净就容易生病”等歪论借口逃

避干家务。妻子好强好胜，固执己

见，有理决不饶人，总想让我按照她

的意愿去做，甚至试图改变我的习

性。而我虽然温性有能力，但事事

小心谨慎，喜欢无拘无束，随心所

欲。结果是，两人开始争辩、论战，

进而不断吵闹，甚至打架，次数越来

越多，声音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

尖，婚姻大厦摇摇欲坠。妻子多少

次闹着要离婚，还差点想不开。直

到有一天，我终于喝出了毛病，还住

了院，这才意识到没有约束地过度

吃喝的严重性。但在关键时刻，妻

子始终不离不弃，耐心细致的照顾

使我很快就康复出院，这使我感激

涕零，彻底反省。

其实我早已摸透了她的“豆腐

心”脾气，知道该怎么应对。慢慢

地，妻子觉得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似

的，比较在乎她了，尽管她偶尔还

会微笑着把离婚挂在嘴边。而我

也觉得她不再那么唠叨，比从前更

加阳光灿烂了。

妻 子

□
章
华
旺

【

【

广场夜景 高红卫 摄

【

【

□
李

惠
又是一年重阳到。

中国历代诗人骚客以重

阳为题，写下了无数名篇

佳作。在这个两阳相重

的日子里，手捧一杯香

茗，于诗词中寻找重阳的

影子，别有一番情味。

重阳，是个相思的日

子。“独在异乡为异客，每

逢佳节倍思亲。”唐代诗人

王维在这首《九月九日忆

山东兄弟》中，用一个“独”

和两个“异”字，写出了对

亲人的思念和自己的孤孑

处境，同时也道出了无数

离家游子思乡、思亲的心

声，这首千古绝唱无疑成

为了佳节思亲最好的诠

释。北宋词人晏几道在

《阮朗归》中写道：“天边金

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

绿杯红袖趁重阳，人情似

故乡。”此时已是深秋，天

气已逐渐寒冷。在重阳节

畅饮之时，思念故乡的情

感伴随着浓浓酒香，在诗

人心中散发开来。对于宋

代词人李清照来说，重阳

节则充满了凄婉伤感。在

这一天，夫君赵明诚出行

在外，独守闺房的她不禁

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薄雾

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

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

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

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

比黄花瘦。”一首《醉花

阴》，写尽了对丈夫的相思

之苦。

重阳，是个观赏美景

的日子。秋高气爽，菊花

盛开，窗前篱下，片片金

黄，时逢佳节，共赏菊花，

别有一番情趣。孟浩然

在《过故人庄》中写道：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

花。”诗人念念不忘的是

重阳节到来时要回来赏

菊。辛弃疾曾闲居江西

上饶的带湖别墅，在重阳

之夜观月赏景时，他脱口

而出：“夜月楼台，秋香院

宇。笑吟吟地人来去。”

除此之外，无论是王勃的

“九日重阳节，开门见菊

花”，还是范成大的“世情

儿女无高韵，只看重阳一

日花”，都道出了赏菊饮

酒的情趣，语言隽永，诗

意清新。

重阳，是个表达政治

情怀的日子。“霜降水痕

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

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

帽多情却恋头。佳节若

为酬？但把清樽断送

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

休，明日黄花蝶也愁。”苏

轼贬谪黄州期间，受到黄

州知府徐君猷的照顾。

元丰五年（1082年）的重

阳节，苏轼在涵辉楼宴席

上为徐君猷作了这首《重

九涵辉楼呈徐君猷》，抒

发了苏轼旷达豪迈又略

带惆怅伤感的矛盾心

境。毛泽东写的重阳诗，

情调与古人截然不同。

毛主席在《采桑子�重阳》
一词中，以雄视千古的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敌制

胜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写

下了“岁岁重阳，今又重

阳，战地黄花分外香”的

不朽诗篇。

同样是重阳佳节，不

同的心境却折射出不同

的情感。一首首脍炙人

口的名篇佳作，今天读

来，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重

阳节的独特魅力和诗人

们的旷世情怀。

诗意重阳

秋风阵阵，许多树叶飘飘洒洒，

纷纷落下，落在屋瓦，落在天井，落在

菜园，落在田埂，落在广袤的原野。

村前屋后，落光了叶的树上，几个灰

灰的鸟巢格外显眼。它们似乎在诉

说着曾经的生机勃勃，欢呼雀跃。现

在，树们都安静下来，长大的鸟儿已

振翅飞向远方，去寻找新的天地。

寂静中，一抹抹亮色却抬高了天

空，驱赶深秋的凉，以及即将到来的

严寒。或橙黄发亮，或红彤彤的柿

子，挂在光秃秃的枝头，给深秋，给一

片寂寥，给村庄，增添了许多的活力、

温暖。站在院子里，或是打开房门，

仰头，一抹抹浓烈扑面而来，多像来

自深秋的诚挚的问候，还有什么理由

埋怨，一场秋雨一场寒。

柿子，红似火的柿子，点燃群山，

点燃村庄，点燃觅食的鸟雀，点燃一双

双眸子，甚至，点燃浩瀚的天空。它们

哪儿来的勇气，哪儿汲取的坚毅，竟然

能傲视寒凉，傲视一阵阵扫落叶的风。

春天，柿子树长出嫩嫩的叶芽，

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几场春

雨滋润，叶芽舒展，长成卵状椭圆形

的叶片，密密匝匝，形成片片浓阴。

是鸟儿安家的理想场所，既能遮风，

又能挡雨。柿子树，自己努力汲取养

分，又用爱吸引着鸟儿的到来。

夏天，柿树花开，黄白色的花朵，

淡雅、朴素，微风吹拂，淡淡的芳香，

使人忘却了夏的炎热。鸣蝉在树叶

里长吟，蜜蜂在花中飞来飞去，酿造

生活的甜蜜。几天后，花朵落了一

地，柿树结出小小的果子，圆形的，椭

圆形的，挨挨挤挤，好不热闹。经不

住风吹雨打的柿子，掉在地上，孩子

们会捡起来，削一根小竹签，从小柿

子身体中间穿过，制成玩具“陀螺”，

在平坦的地面、石板，玩陀螺，欢乐荡

漾开去。

承受住风雨，烈日的柿子，由绿变

青，由青变黄。九月，到了采摘的日

子。人们爬上树，一个个摘下来，装进

袋子。也有人用竹竿绑上坚硬的铁叉，

叉下来。这时的柿子，是不能吃的，它

们都没有熟透，若要强吃，它回报你的

只有“涩”。涩得让你只吐口水，你必须

马上用水漱口，才会好过些。

摘下的柿子，蚌村人会用太阳晒

一晒，然后摘几个冬梨，或者从山上

找些多依果，和柿子一起用两层的袋

子装起来，扎紧口子，放到干燥通风

的地方，捂几天之后，柿子变红，变

软。轻轻撕去薄薄的皮，一口下去，

柿汁满满，香甜可口。

还有一种捂法，是选一个塑料缸

或坛子土罐之类的，在柿子上方蘸些

酒之后，把柿子倒立着放进缸里，一个

个整齐堆放，最后盖上盖子，一周左

右，取出柿子，削皮即可食用。这样捂

的柿子，不会变软，颜色也无多少变

化，但它的涩味已褪去，鲜香脆甜。

摘不到的柿子，或是有些人家故

意留在树上让其自然熟透的柿子，深

秋，火红火红，似红唇烈焰，红得夺目，

红得耀眼。又好似一个个火红的灯

笼，挂在树梢，温暖村庄，温暖人心。

也许，火红是柿子一生追求的目

标，在寒冷中也能恣肆绽放，而我的

目标呢，我的脚步有没有向着正确的

方向，坚定不移，矢志不移。

深秋柿子

□
刘
海
春

【

【

往事悠悠

忆起1986年，我通过自己辛勤

的双手，赚了外贸生意的第一桶金，

攒够了钱，买了亲戚朋友中的第一台

黑白电视机。

这台品牌为日本松下的黑白电

视机，在当时来说比较罕见。自从这

家伙进了我们家，每天晚上7点准时，

亲朋好友便涌到家里来。好客的母亲

总要将高矮不一的凳子有序排成排，

等着“伙伴们”来欣赏电视节目。

彼时最为流行的，莫过于香港电视

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熟稔的旋律《相

伴到天边》如约响起耳畔，舀着猪食的

邻居不停地用鞭子抽打着小猪:“你倒是

快吃呀！”恨不得小猪瞬间把桶里剩下

的猪食全部吞到肚子里；刚入家门的叔

叔顾不上放下沾满泥巴的裤脚，把雨伞

往地上一放，捧着一杯水就往电视机前

凑；压抑不住内心激动的孩子们顾不上

没写完的作业，随手把作业本往书包里

一塞，赤脚欢腾着跑进我家……

于是，我家居室原本宽敞的客厅立

马被挤得水泄不通，孩子们坐在地板

上，一脸好奇；老人们坐在矮凳上，目不

转睛；大人们站在后面，全神贯注……

担心后面的人听不清声音，父亲总要将

电视机的声音调到最大。坐在前面的

孩子受不了，只得一边捂着耳朵，一边

观看。漂亮顽皮的黄蓉出现了，当她因

为性子急闯下大祸而遭到父亲责罚时，

大人小孩都不由得心疼起来:“怎么能这

样？黄蓉可是个好人呀！”“就是，就是，

黄蓉姐姐最好了，怎么她的爹爹这样骂

她呀？”大人小孩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把电视的声音都给盖过了。马上又有

人开始抱怨:“吵死了，能不能安静看电

视？”人群很快安静下来，当郭靖和黄蓉

因为一点琐事而赌气不理对方时，女人

们又闹腾开了:“郭靖怎么那么小心眼，

跟黄蓉拼心计？”

最后，在大人小孩的众说纷纭

中，一集电视剧落下了帷幕，但是，大

家意犹未尽，因为还有片尾曲没听

呢！直到屏幕上出现“谢谢收看”4

字，人们才兴致盎然地回味着走出我

家门。

当下，电视机早已飞入寻常百姓

家，再也不是稀罕物，这台黑白电视机

在我们家却依然被视为宝贝，被大家

珍藏着。感谢这台黑白电视机为我们

当年单调的生活增添了色彩。难忘那

段激情燃烧的“黑白”岁月，那段不分

彼此、相互友爱的时光，成为永世不再

拥有的情怀。

“黑白”岁月

□
胡
倩
妮

【

【
【

【

□
浩
瀚
汪
洋

读书如望远，山外还有山。

你未读一本书时，可能觉得

不读也就那样，于自己毫发无损，

但当你读完之后你会庆幸自己读

了这本书，否则无疑是人生的一

大损失。这就好像我们生长于群

山的包围之中，以为世上的山都

跟自己眼见的一般大小，待我们

有一天走出去以后才发现，这个

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大山高山，远

要比我们之前所见的来得巍峨雄

伟。

读书是没有止境的，正如我们

穷尽一生的时间也不可能领略所

有的高山一样。我们能做的，就是

多行一点路，多读一点书。

读书有许多好处，前人常将书

籍比作人类进步的阶梯，比作照亮

前行之路的明灯，由此足见书籍在

人们心中的分量。而我觉得书籍

更像一扇窗，让人坐在封闭的空间

里，也能看到外面的大千世界，有

时书籍又仿佛一根吸管，读书的过

程便是一个吸墨水的过程。

读书有时也需要一个适宜的

环境，好比望远通常要选择高处。

夜阑时分，万籁俱寂，偶尔虫声唧

唧，打破宁静，更添雅意，在这样的

夜里读书，无论对谁来说，都不啻

是一种享受。一盏并不甚亮的灯，

一本早已翻得破旧的书，一个埋首

于书本中的人，组合在一起，显得

是那么地和谐那么地搭。

书房里，四季的温度相仿、场

景相仿；书房外，春日里，花谢不

散，秋日里，叶落不去，它们恋恋不

舍，探其意，不过是为了能够多读

一页两页的书。当然，人与物不

同，草木读的是时间的书，而我们

不只读时间的书，也读文字的书。

但也有相同的，着魔其味，如望远，

越看越痴迷。

读书如望远
□
潘
玉
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