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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叶松亭

周末在家无事，随手乱翻杂志，畅饮
“心灵鸡汤”，无意瞄到一则笑话———

“怎样才算顶级吃货？ ”
“不管走到哪家餐厅，都能自动连上

店里 WiFi。 ”
其实我曾有过类似经历。 某次路过

单位稍远处一间餐厅，似曾相识，可又没
啥具体印象，遂决定进去尝尝。 刚准备推
门， 发现手机竟已连上 WiFi， 纠结了几
秒，转身走人。 吃过却没有印象，表明不
好吃也不难吃， 既然平平无奇让人记不
住，又何必进去浪费一顿饭的机会呢。

毕竟吃货也是有性格、懂选择的，不
管好歹地逢店便进， 撑死算是个有钱饭
桶。 反过来，倘若遇到喜欢的店，哪怕只
吃一顿甚至一口，都可能惦记三五年。

十多年前刚工作那会儿， 我租住在
老旧的工人新村， 附近小巷里有间逼仄
的川菜馆，是个标准“苍蝇馆子”，环境脏
乱差， 排风机还不断把浓郁的油烟往店

外吹，惹得过路行人纷纷掩住口鼻。 胖乎
乎的老板娘，手里或耳后夹着烟，裹着一
件沾有油污的围裙， 站在店门口用地道
“川普”大声吆喝，一边招揽生意，一边与
熟客谈笑，江湖气十足。

老饕都知道， 这种其貌不扬的川菜
馆往往藏着“神仙味道 ”，更何况店里生
意很好，逢饭点必火爆，比什么广告都更
有说服力。

于是自然而然走了进去， 随便点了
几个菜，并吩咐“花椒辣椒正常放”。 菜很
快上桌，碗底一汪淡黄色的油，上面一片
鲜红嫩绿的“辣椒海”，众多焦黄的肉片、
鸡块在海里“躲猫猫”。 凑近猛嗅一口，混
合着麻辣咸鲜多种口味的炙热香气扑面
而来，给娇嫩的鼻黏膜一个下马威，同时
引得口水不争气地奔涌而出。

夹了一筷子菜， 顿时明白它的过人
之处，不在于刀工之精妙，不在于食材之
新鲜，全靠味觉上的横冲直撞。 那天我存

心找刺激，狠狠扒拉一大勺，只觉得由口
中迸发一道惊雷，自颅顶劈下一道闪电，
从舌尖冉冉升起一朵蘑菇云……让人忍
不住在心里喊声“爽”。 食物赋予的欣快
感持续了整整一顿饭， 连饭后我用被辣
到肿胀的嘴唇嗦冰棍， 都感觉自己在吹
奏一曲“冰与火之歌”。

从此我成了小店常客， 一碗米饭，一
碟火爆腰花，一份回锅肉，花椒正常、辣椒
减半。 慢慢和老板娘熟悉起来。 本以为她
只是个普通生意人，就是有点“匪”气，烟
酒划拳样样精通，后来见她剪雪茄的手法
行云流水，才意识到“这个女人不寻常”。

原来老板娘年轻时开过厂， 是当地
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可惜后来被骗，投资
血本无归，工厂也被拖垮，不惑之年被迫
背井离乡躲债，带上老公、表弟跑出来开
饭店。 表弟颠大勺，老公买菜带打杂，老
板娘切墩、跑堂、收银“一条龙”，累死累
活苦了几年，慢慢有了口碑开始赚钱，一

家人终于不再藏头露尾， 只是距离还清
债务还需要些时间。

每每谈起往事， 老板娘都会脱口而
出一长串脏话，随后深吸一口烟，恶狠狠
道，“天无绝人之路，别看老娘现在落难，
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的！ ”

倔强的人，烧的菜都比别人上头。
过了几年， 我搬家了， 又过了一阵

子，小巷喜迎旧改，居民们欢天喜地 ，川
菜馆撑到最后一刻关门大吉， 从此杳无
音讯。 但我一直惦记着，因为家附近再没
找着这么量大便宜又好吃的川菜， 也没
遇到过这么励志有故事的老板娘。

直到前不久要去市郊办事， 出发前
在电子地图上查附近有啥好吃的， 手指
一滑，突然看到个熟悉的名字，点开评论
往下拖， 其中一条这样说，“几年前从某
某巷搬过来的，口味一如既往。 ”

瞬间有些小激动， 这大概就是所谓
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吧。

“苛刻”着去爱
朱超群

一直觉得楼下的女人温婉贤淑， 却是从她的母亲住过来
后，我领教到了她的极度苛刻。

女人的家原本在乡下，应着孩子上学的需要，才和丈夫四
处举债买了这边的房，买房后的经济紧张我们可以感同身受，
当然他们夫妻俩的勤奋辛苦我们也有目共睹， 然而生活的起
色总需要时间的成全，可女人看着明显有点耐不住了，先是急
急地从乡下接来了母亲，随后第二天便联系了一个什么单位，
为老母亲接了零散活来做。 那种零散活，虽然是很简单的活，
却因为是用于除尘洁净上的，分外需要细致，极耗时间不说，
出错率还极高。

老太太在乡下住惯了，明显不习惯城里那种“关起来门自
己过日子”的生活习俗，我们早上去上班，下楼后总会看到老
太太搬着一张小桌子在底楼宽敞处， 铺开那些零件在认真地
一个个组装。 偶尔地从她身边经过，还能听到那个女人在老太
太身边叮嘱着：这边套过去要数几根线，那边套过去要数几根
线，左右之间不能有差错，否则便是做无用功……

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这种情况看得久了，难免会有点愤
愤不平。 有一次和老太太聊天， 当听老太太说起女儿也不容
易，学历不高，工资不高，现在为了还债那么辛苦地工作，说身
边父母理应为孩子分担一点……我更感觉心有揪痛，哎，真是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忍无可忍， 刚好拣到一个机会便和女人婉转表述起了老
人的心意。 女人听着，叹着气说，母亲的心意我怎能不知道，不
心疼呢？ 只是就是这几年，母亲的记忆力迅速衰退，精神萎靡
到让人担心。 自己一家搬到城里后，老人家的精神状态变得更
不好了，有人说这是因为老人生活单一的缘故，说应该为其增
加娱乐或者别的一些活动才行，可是母亲一生操劳，打牌、搓
麻将什么的通通不会，更不屑去学。 没办法，左右思虑间，她和
丈夫约好干脆将母亲接来身边， 然后又特意从老远的地方接
了活来让她做，她知道为了女儿，母亲什么都愿意。

女人说，我让她做那些零散活，告诉她哪边要几根线，无
非是为了让她打起精神。 而在母亲心里，为了做好活计赚来钱
贴补女儿，她也自然会分外用心……说到这，女人笑了笑，说：
可能你们都会感觉我这个做女儿的对父母太过苛刻， 但是确
实，母亲最近精神真的很好，以前在老家，刚拿的东西转个身
立马就找不到了，现在却不了，她清楚记得她每天组装配件的
数量，知道这楼道里的每一个人，谁家的是儿子，谁家的是女
儿，她通通记得清楚……

我听着，唯有沉默。 一直以为爱的表现形式从来都是温润
温暖，却原来还可以是“苛刻”，而且我还开始深深知道，即便
在“苛刻”这个伪装之下，这样的一份爱同样是那么深厚浓郁，
让人感慨和感动。

轮胎花园
张 雅

五月的一个早晨，我骑车从城南去城北老家，无意间路过
一条窄窄的巷子。 巷尾，有棵大树，树下有简易自行车修理铺，
一位老人专心致志地修补轮胎。 大树下面一束耀眼的黄色月
季，深深将我的目光吸引。 这束花生长在一个汽车轮胎里，诗
意的花儿在窄小的空间里绽放，真是一幅明丽的画面。 我停下
脚步走到花前细细观赏， 这大号的月季娇艳欲滴， 胖胖的花
瓣，花心层层叠叠紧拥着，浓郁的花香扑鼻而来。

修车师傅姓李，七十出头，中等个子，清瘦，表情谦和，流
露着诚挚的笑意。 在这巷尾他已经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
追溯起修车的源头，老李师傅感慨颇多。 失去工作的那年，
年近五十岁的他患有类风湿病，两个儿子都在外面上学，正
是要花钱的时候。 这身体又不能外出打工， 也不会经营生
意，自己原来在厂里做设备维修，还是选择了修理这个老本
行。 修自行车不要太多本钱，看到慌慌张张的上班族赶时间
的焦急神情 ，觉得自己能为他们做点服务 ，虽然辛苦 ，也是
一种向善的职业。

老李很珍惜这个岗位，修车摊离家较近，老李豪爽仗义，
为邻居们整车他不收钱，大家不过意，便给他送一些吃的喝的
来。 对外，不换配件的修理他分文不取，给轮胎补气一概免费。
时间长了，老李赢得很多人的尊重，大家爱聚集在他那儿下棋
打牌，人气十分旺盛。 说是为的挣钱，其实也是份责任，老李
说，两只车轮胎是人的一双翅膀啊，人和鸟一样，每天要靠翅
膀飞翔去捕食，他接过瘪胎的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查漏、粘
合、充气，整个补轮胎过程不过几分钟。 前些年，靠着这小本生
意他把孩子们一个个送进大学，又成家立业，他完成了自己的
使命。

五年前老伴去世，在南京的大儿子多次让他去省城，可老
李不愿离开他创下的岗位， 舍不得周围的邻居和陪伴他的那
帮闲友。 “这年纪还不到悠闲的时候。 一些中老年人和孩子们
需要自行车。 有人为了效益而改修电动车，这儿有许多人需要
我！ ”他那双粗糙的手依然灵活地旋转着螺丝，娴熟地粘合着
内胎，老李的话音充满了底气，就像他手下安装的一只只饱满
的轮胎。

像 极 了 爱 情
朵 拉

最近网络上疯传的“像极了爱情”，乍看以
为是爱情小说，仔细阅读，竟是一则教你如何写
诗的图文。

一开始有个台湾导演， 在网络上分享一张
“教你如何写诗”的图文：随意写一段话，最后以
“像极了爱情”作为结语，就完成一首诗。

比如：“早上晴空万里，下午却下起了大雨，
像极了爱情。 ”“她坐上玛莎拉蒂，头也不回的样
子，像极了爱情。 ”文字浅显易懂，活泼生动，只
要有点文字敏感的人，一看到便身（脑）不由己
被操控了，开始朝“什么事件/东西/情况，像极
了爱情”的方向想象。 在自媒体时代，不必等编
辑审阅， 凡想到灵机一动的句子便加一句结尾
贴上脸书给大家分享。

这是否说明梦想成为诗人的人还真不少？
“像极了爱情”铺天盖地而来，这影响力有

多大？ 亲眼目睹远到连台湾之外的出家人也被
这排山倒海的五个字推到潮流前面， 以书法写
在脸书上，不胫而走，获得超多人点赞。

疫情时期，许多人自我限制，没事不出门，
把到咖啡馆和茶坊闲聊， 到商场和购物中心闲
逛的时间全用来上网，看脸书成重要娱乐。 不到
一个星期，不断涌现共鸣者，人声鼎沸间，记者

展开搜索“像极了爱情”究竟从哪里来。
竟是偶然事件。 “被物业管理耽误”的女文

青王小姐，平时热爱创作，前段时间认真写了些
东西，完全不晓得为什么写到这一段文字，贴上
社交媒体，突然被所有不同的社交媒体热捧，王
小姐接受采访时说，她很感意外。

真是无心插下的柳树也会成荫呀！
源头来自台湾，但在信息时代，依靠发达的

互联网络技术，瞬间传遍世界各个角落，我在马
来西亚打开脸书， 每刷一下就跳出 “像极了爱
情”这五个字。 再过一天，脸书上的每一个朋友
都沦陷在“像极了爱情”的网里。

“用心准备食材，用心烹煮菜肴，上了餐桌
被批评不好吃。 像极了爱情。 ”

“明知没有路，不管下雨或晴日，一直在前
进。 像极了爱情。 ”

“微笑道别时，重复说再见，心里知道永不

会再见。 像极了爱情。 ”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竟把所有的行李都

带走，也不嫌重。 像极了爱情。 ”
“有时候刮风，有时候下雨，有时候下错了

车站。 像极了爱情。 ”
最后一句画龙点睛之语往往让读者回头再

从第一句看起，回头率越高，越容易品味出“真
的好像就是爱情呢”！

谁能说得清楚爱情？ 更多时候，爱情是自欺
欺人，并不是真的爱情，而只是像极了。 在个人
有限的感情经验里，找出像极了爱情的感觉，写
成文字套入诗里，最后变成像极了爱情诗人。

只是像极了， 并不是真的。 诗人也是像极
了，并不是真的诗人。

又有记者继续追溯，源头的源头，竟是 2019
年在中国有位歌手唱红的《我曾》，有网友呼应
他的歌，写下：“玩归玩，闹归闹，暧昧上头的那

几秒， 像极了爱情……” 那时就已经红极一时
了。

这回的始创者女文青受访时完全不明白自
己怎么会不费吹灰之力变成当红炸子鸡。 据说
她是唯一没有去蹿就火红起来的网红， 热爆程
度让人不得不承认影响深远。 讶异的原作者说，
她当时随便写写，纯粹觉得有趣，随手贴上网。

“始终觉得文字是魔法，能给人温暖开心的
力量， 希望这个起头， 能让大家因此更喜欢文
字。 ”女文青这寄望真好。 读图年代的人和文字
的距离益发遥远， 希望这个把文字带到每个人
心里的方法尽量去到更远。

有位作家表示，“像极了爱情”这类玩法，可
以是一个很棒的现代诗教案。 因为当你“把两件
无关的东西并置， 人的脑袋自动就会去补强其
中关联，而且两者越无关，拉出来的想象空间就
越辽阔。 ”

然而，必须清醒地是，游戏始终是游戏。 听
到有人掉入陷阱以后，对真正的诗人嗤之以鼻：
“写诗原来这么容易。 ”

诗是神的文字，你的思想和才情的双手，如
果没有长到足以动到天空，是抓不下来的。

像极了爱情，让真正的诗人情何以堪呀！

在自己的节奏里过一生
刘佳琳

前几天在网上看著名作家莫言的访
谈，莫言说，在自己的节奏里过好一生，这
句话对我触动很大。 现在的城市是一个快
节奏的时代， 如何在自己的节奏里过好一
生？ 这成了一种处世的智慧。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慢性子的人， 很喜
欢木心的一首诗《从前慢》，感觉每读一次，
都回到了过去的慢时光里， 耳畔的韵律音
符也慢了， 诗中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在
从前的日色里，车马慢，书信慢，一生只够
爱一个人。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慢时光，四
季慢慢更迭，花草清风低吟浅唱。 村上春树
曾写道：“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 我都
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 无论别人怎
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自
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 ”
我很认同村上春树的观点， 一个有主见的
人，才能够在自己的节奏里过好一生。

记得曾看过老舍的《离婚》，其中主人
公老李是可怜又可悲， 因为老李虽然有令
人艳羡的工作，却每天都过得不开心，他不
喜欢麻木的自己，也不喜欢工作的氛围，可
因为害怕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 他竟然坚
持了一年又一年。 其实人生不应该是教科

书似的，生活也不必一定按部就班。 老李一
直活在别人的节奏里， 这是悲剧人生的根
源。

我家的小区旁，有一家花店，店主是年
轻的 90 后夫妻，虽然在北京还过着租房的
生活， 但是他家的小店的营业时间是早十
点到晚八点，有次和花店老板聊天，她说：
“如果心情比较烦闷，也不会勉强开店。 ”她
会选择闭店旅行几天，放松一下心情。 她家
的小店里挂着一幅字： 闲适如云， 悠然如
风。 我很欣赏他们的处世原则，遵从自己的
节奏，不快不慢，不急不躁。

我的慢生活，老妈以前是非常看不惯，
经常批评我不上进。 老妈是高管，她的性格
有些急躁，但是退休后，老妈在社区活动中
心学习书法，她的性情大变，也开始变得淡
然。老妈对我说，生活还是慢慢过，才能觉得
有滋有味。她说时代变了，心态要调整好，这
跟风生活，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年轻人，生活
只要找到自己的节奏就好。

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 只有找到自己
节奏的人才能闯出自己的人生。 现代人的
生活节奏变快了， 学会调节自己的生活节
奏。 人生路上，在自己的节奏里，赏日月星
辰，山河美景，感受人心的温度，勇往前行。

邻 居
丁 毅

我办公室的窗口下有一棵桂花树，它
个儿不高不矮，枝叶不稀不密，普普通通。
你要问这棵桂花树与其他桂花树有什么区
别？ 我看一点也没有， 如果从观赏角度来
看，它还远远不及其他桂花树。但就是这样
一棵普普通通的桂花树， 让我每天忍不住
看上几眼。 我不是看它日晒雨淋后的变化，
也不是想嗅它散发的桂香， 而是因为这棵
树上的一只鸟巢。

说来也怪， 这只鸟巢已经孕育了三代
生命，每当一代生命孕育完后，又会看到另
一只鸟飞到这里再次开始孵育。

鸟筑巢 3 年了， 这 3 年当中观察它已
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每天不看看它，
似乎生活中会缺少什么。特别是在孵育的这
段时间里， 母鸟每天用自己的身躯孵伏着，
不管暴风暴雨、烈日高温，她一动不动，静静
地、静静地等待新生命破壳而出。

起初，她的眼会眨巴眨巴地瞪着我，生怕
我去惊扰她。 说真的，每当我看到这情这景，
心里会涌出一股热流，会情不自禁地感叹，世
界上什么东西最伟大？ 母爱！

时间久了，她也习惯了，再也不怕我傻
傻地瞪着，她知道我不会去干扰她，更不会
去伤害她，于是每当我开窗时，她就不慌不

忙地眨巴着眼瞧着我，仿佛是“朋友”，仿佛
是“邻居”。

这几天她似乎更安静了， 我推窗时她
不看我了， 也不动了， 抑或是她已经习惯
了，抑或是她的后代将要降临了。 我想再过
几天，她也会像前几只鸟儿一样飞离鸟巢，
不辞辛劳地去捕捉小虫，飞进又飞出，飞出
又飞进。

现在每当有朋友来我这里坐坐， 我第
一件事就是推开窗户介绍这位“邻居”。 而
朋友会不假思索地说：“兄弟， 你坐在福地
里。 ”我会憨然一笑，习惯性地回答：“福地
是人为创造的，只要你有一颗真诚、友善、
平和的心，到哪儿都是福地。 ”我庆幸的不
是所谓的这个福地， 而是有这么一位特殊
的“邻居”，每天在给我上一堂人生哲理课，
她让我进一步懂得了“母爱”这两个字的伟
大，体会到母亲的温柔与慈爱！

我窗口的这棵桂花树啊！ 有你与我作
伴，我感到非常的幸运，你虽然身居偏角，
普通渺小，但你不争不傲、淡泊宁静。

我窗口的这个“邻居”啊！ 有你与我为
邻，我感到非常欣慰，你隐藏树丛，不声不
响，但你那颗晶莹无比、无求无报的慈母之
心，足以笑傲世间。

秋 之 素 美
夏学军

一黛远山，一池清波，一横孤笛，几点
白帆几只鸥鹭，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山水
尽含烟，沉寂清幽。

这样的美景，是初秋的样子，秋意淡淡
的，它藏在夏天的背后，缓缓地来了。 路边
不知名的小花，展露轻盈的身姿，素帛帛地
开放着，田野里却是黄绿相间的颜色，踏着
秋风微凉的惬意，体味王维“人闲桂花落，
月静春山空”的禅意。人生难得有“闲”，心，
一闲就雅，一雅就清。

一场秋雨，洗去夏日的暑气，有独钓江
边水的渔翁，在那倦秋的黄昏,必定是心如
云水一般逸，才有了那份超然物外的仙气。
因为爱着这初秋，喜欢上了一个词：秋水伊
人！《诗·秦风·蒹葭》有曰：“蒹葭苍苍，白露
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在我心里，伊
人，该是三十岁以上的女子，兼具秋的风情
与风韵，多姿而不浮夸，红尘中刹那的际遇
深深镂刻在心底， 低吟浅唱里暗度心中静
水流深的爱。

秋思缠绵，秋情缱绻，一卷经一本书品
味着，一杯清酒一盏香茶惬饮着，一眼深情
一世相守，世俗的烟火，氤氲了眉目。 平淡
的岁月，流淌着世间最浪漫的真情，年迈之

际，翻动回忆里无尽的温暖时光，长满青苔
的心，瞬间有了花下的喜悦。

在初秋这样的美景里，最适合谈一场恋
爱，微凉的天气里，心情与心事，仿佛都有了
清淡之姿，没有了凡俗的欲望。一瞬的际遇，
一瞬的回眸，一瞬的心动，仅仅是这一瞬间，
便再也不舍放开彼此的手， 纵然尺素流年，
沧海变桑田，怀着那份执着，坚守着初心，只
想，把烟火人生守候成最美的风景。

爱情，走到秋季才最美，没有撩人的气
息，没有浮躁的功利，微醇迷人的情愫漫延
周身，依偎着看尽人间秋色浓。

秋，还是适合饮酒的季节，一杯陈年老
桂花， 香醇而不浓烈， 潮湿了整个夏天的
心，在“又是一年秋意凉”中深情摇曳。

喜欢在文字里畅游， 深谙自然是最空
灵的画卷，它能净化蒙尘的灵魂，这初秋的
色调， 比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点不逊
色，浓妆艳抹也不见一丝俗气，如法国画家
柯罗笔下的女人体，虽不着一丝，却有一种
无邪的崇高，圣洁的笔意。

初秋是诗意的，此刻，碧云天，风微横，
最喜一弯朗月斜挂树梢， 看镜湖映衬如风
的心情，自在水云间。

五彩地絮语

心香一瓣

瓦 生 烟
郭华悦

粉墙黛瓦的乡间，少不了炊烟做点缀。
旧时的炊烟，不过是寻常风景。 有人家处，便有

袅袅炊烟，时不时从烟囱中冒出，袅袅而上。 从远处
看，炊烟就像是瓦上升腾而起的，在风的鼓动下，于
远山暮霭间，四处乱窜。 而这道风景，曾随着乡间的
沉寂，一同沉寂了下来。

可近年来，瓦上生烟，又渐次可见。
三叔和许多老家人一样， 年轻时到外头去，拼

搏奋斗。 如今年岁大了，辞别住了几十年的城市，又
回到了老家老宅。 年轻时，意气风发，锋芒毕露；年
老后，沉稳内敛，反倒喜欢上了年轻时不喜欢的乡
间生活。

如今的三叔，盘活了沉默多年的柴火灶，又过
上了炊烟袅袅的生活。 三叔说，在外头几十年，落下
了一身烦人的肠胃病。 人在外头，老念叨着老家的
柴火灶。柴火灶养胃，也养人。那些被柴火灶煨养的
日子，丰盈而充实。

和三叔有相同经历的老一辈人，不在少数。 多
年不见瓦上烟的人家，突然又有炊烟冒了出来。 炊

烟是老屋的魂儿，带着老屋的灵气。 它们丝丝缕缕
地从瓦上冒起，慢慢地，却又紧密地从乡间的空气
中穿过。 多看几眼，似乎都能读懂主人家的心情。

美好的事物，总是与美好的人一起分享。
三叔说，如今老房子的家电一应俱全。 老式的

柴火灶，也不是餐餐用的。 有时，想着就一个人，不
想折腾，用电磁炉或煤气灶，一餐也就解决了。 但若
是有友人从城中来，那柴火灶是一定要派上用场的。

用柴火灶， 释放出食物最原始最鲜嫩的味道，
这是在城里住惯的人，难得体会到的。 有挚友从远
方来，用柴火灶，烹制一顿友情的盛宴，谁能按捺得
住味蕾上的蠢动？ 情是真的，味是美的，这样的时光
谁能拒绝？

用三叔的话来说，如今老家的柴火灶，又开始
派上用场了。 很多老房子，被简单装修了一番，成了
民宿。 从城里来小住的游客，住在似曾相识的老房
里，自己动手用柴火灶做饭，跟城里打仗一般的紧
张日子比起来，这样的时光悠闲赛神仙。

瓦上生烟，老屋叙情，那是乡间一道美丽的风景。

手植幸福
初 程

幸福，不是答案，而是作答；不是诗，而是写诗
的过程；不是彼岸，而是一叶扁舟横渡。

没有经历过悲与喜，便无从分辨苦与甜，幸福，
不可前瞻，只能回顾。 旁观者，也许更清醒，但当局
者，才会更快乐。

得，若是此长彼消，失，便是此消彼长。 前者利
己，后者利他。 如果，受是私享是独乐，那么，施，便
是分享是众欢。

所以，失去并不比得到更遗憾，受也不比施，更
幸运。 得失增损，并不左右幸福，陷于精量细算，很

可能无暇幸福。
有人说，我吃过那么多苦，也该苦尽甘来了吧？

幸福是早早备下， 翻山越岭后领取的人生犒赏吗？
不，幸福已在跋涉途中。 幸福，不是挂在枝头，令人垂
涎欲滴的果实，而是，攀藤爬树，撷取惊喜。 风霜雨雪
之后，必得幸福眷顾？ 不是的，穿过风雨，已被祝福。

快乐的人，既不苦寻所谓幸福，也不羡慕他人
美满。 幸福，不是一份尽善尽美的生活，而是一个人
对生活处处充满爱。

手植爱与深情，幸福终会亭亭如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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