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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新闻时，一个发生在火车
上的故事温暖了我。

那是一个周末，一位女孩登
上了火车，她的行李很重，邻座一
位大爷站起来，帮她放好了行
李。女孩感谢时，才发现大爷是位
聋哑人。

女孩取出纸和笔，在纸上写下感谢的话递给了老人。随后，两
人就这样你一句我又一句，在纸上“聊”了起来。老人说：“我有各省
的地图册，酷爱地理。”女孩说：“哈哈，我高中学过地理，成绩可差
了！”老人说：“我熟悉全国各地，是个活地图。”接着，老人拿出了他
随身携带的地理书给女孩看，里面有许多美好的风景图片。

看见老人随身带了一本新疆的旅游地图，女孩说：“我去过的地
方很少，等以后自己挣钱了再出去。新疆是我想去的一个地方，有
机会一定去那里，看一看有多美……”

就这样，在飞驰的列车上，女孩和聋哑老人用纸和笔，交流着美
景，徜徉在美好的世界里。这一老一小，善良而又热爱生活，真诚坦
荡，这样的旅途既有趣又温馨。

放下手机，自己10几年前出差途中的一次奇遇浮现在了脑海
里。那天，领导安排我到外地送资料。我上午10点多上了列车，是
绿皮的老式列车，要坐10来个小时才能到达。坐下后，我掏出一本
书，静静地看了起来。

两个小时后，我想上厕所。刚站起来，迎面过来一位30多岁的
女同志。我侧了侧身，想让她先过去。不曾想，这位女同志看到我
之后，忽然愣了一下，然后吃惊地看着我：“李哥，你咋坐这趟车呢？”
我一头雾水。我姓武，不姓李啊。正要解释，她拍了拍我的胳膊：
“哥，你等等，我一会儿再过来。”说完，转身急步离开了。

我上完厕所，回到座位上继续看书。不大的工夫，那位女同志
领着一位大娘、一个小女孩来到我身边。大娘看到我，激动地拉着
我的手说：“你咋在这儿呢？这是要去哪啊？感谢你一直照顾我
们。”说完，大娘还一直拉着我的手。

看着这两大一小三口人，我一时不知所措。她们是谁？我认识
她们吗？脑子飞速旋转后，确认自己真的不认识她们、更没有帮助
过她们后，我意识到，她们认错人了。

于是，我连忙对大娘说：“大娘，你们可能认错人了。”我拿出自
己的证件，递了过去。大娘听完我的话，揉了揉眼睛，仔细地看着我
的证件，那位女同志也凑了上来仔细地看着。

看了我的证件，她们才意识到真的认错人了。大娘和那位女同
志相互看着，情不自禁地笑着说：“像，真像！”那位女同志连忙道歉：
“同志啊，真对不起！你太像我们家的一个熟人了。你要不说话，我
们还认为你真的是他哩。”说完，她们又再次道歉，一步三回头地离
开了。

望着她们的背影，我还沉浸在刚才的氛围里。很显然，她们错
认的那个“我”，曾经帮助过她们，她们也一直铭记在心。刚才的错
认，是她们情感的真实流露，即便错认了，她们朴实的笑脸，那样真
诚和热情，也一样温暖着我这个陌生人。

生活中，我们每一天都步履匆匆，行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与
无数个陌生人擦肩而过。行走在这样的旅途中，与某个陌生人相遇
或者短暂接触也很平常。放下戒备，真诚交往，善良而又有礼貌，再
陌生的心也会丰盈而富有光芒，行程也会阳光明媚，春风拂面。
善待他人，也许，下一个陌生人就是你。

长兄如父。
年轻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虽然家兄比我大11岁，但我却一直没有
感觉出我们兄妹之间的年龄差距，他在
我和小妹眼里，总是那么年轻帅气，英
俊潇洒，才华横溢，脾气随和，遇事稳
重，真诚热情，乐于助人，心灵手巧……

是的，没错，他心灵手巧，手巧的
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们女生。记忆中，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他就已经会做好
多活儿了：除了会洗衣做饭，还会做针
线活儿，蹬缝纫机，缝被子、缝衣服；还
能干力气活儿，会脱坯、抹灰，垒墙、盖
房子。

最令我佩服的是，他能够独立制作
“家用电器”，攒制半导体收音机，就连
木质的外壳都是他手工做的，镂花的样
式可好看了。关键是，他攒出来的收音
机，音质特别好，在年幼的我和小弟看
来，我家的收音机比谁家的都好！

成年以后，经常会有同事、同学跟我说起认识家兄，称赞他的书
法厉害。我窃喜，自豪，不分什么场合，无论是谁提到家兄，我都会响
亮地答应说：“嗯嗯，我哥字写得好，是书法家。他字如其人，长得也
好，英俊帅气，比我好看多了！”

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家兄是最让我骄傲的理由，没有“之一”。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家兄刚刚退休的时候，我还真有点儿担心

他会不适应闲下来的节奏，没想到他玩儿得好开心！租下一间小屋，
自己做个牌子挂在门口，上面写着：琴墨轩（薛艺承工作室），自提楹
联：舞墨追古韵，张琴和新歌。还自撰了一首格律诗表达心情：

谢任无忧乐事宽，倾心翰墨会群贤。

一堂挚友传书艺，满座高朋叙墨缘。

法取晋唐追古韵，恩承盛世写新篇。

挥毫信将龙蛇舞，惬意陶情尽笑颜。

同时，他还把家父的遗训“明是非识时务参章考法，辨善恶慎褒
贬敬业乐群”裱在镜框里，挂在墙上。

这个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家兄这是在代替已经离世的父亲训
教儿女啊。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感叹父亲教子有方，同时责骂自己不
谙世事，对如父的长兄不够尊敬。

我以前，对家风传承之类的事情不太关注，现在长了几岁年纪，
倒是感觉不一样了。60大几的家兄头发已经花白，嫂子也不怎么张
罗给他染发了，夫妻俩一门心思放在小外孙身上。唱歌、识谱、认字、
读诗、练琴、学舞、背《三字经》，凡是对孩子成长有益的功课，家兄都
会特别有耐心地去教导。我想，这与他60年如一日地修炼书法，有
着直接关系。

最近一两年，家兄听从医生的建议，戒掉了烟酒，对研习书法和
动手操琴却更加着迷。当年他在专业剧团里，可是首席琴师啊。他
学会了网购，买来材料和配件，竟然自己做起了胡琴。小巧精美的京
胡，音色上佳，比起专业厂家的工艺，丝毫也不逊色。

每至年节，家兄做的美味饭菜，总是令人馋涎欲滴。白白胖胖的
大馒头，点上一个小红点，一下子就把人唤回从前。

哎，娘家，有兄有嫂，有弟有妹，才是真正的娘家。没有了父母，
长兄如父，老嫂比母。老话儿，说得真好！

家有长兄，亲如生父，我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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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快节奏几乎
成了人们工作生活中的标配。工作中雷
厉风行，生活中风风火火，似乎已越来越
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功成名就的重要特
征。而与之相悖的是，也不乏有人主张
在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之余，放松心情，让
自己的节奏慢下来，过一种“慢生活”。
在我看来，快节奏有快节奏的好，“慢生
活”有“慢生活”的妙，两者兼而有之，一
张一弛，才是真正有品质的生活。

所谓有品质的生活，不是夜夜莺歌
燕舞灯红酒绿，也不是开着香车宝马一
路炫耀不停。它跟一个人的贫富无关，
只与追求美好生活的恬淡心境有关。一

个人纵有家财万贯，但他没有思想、没有
追求，只知道沉湎于物质生活的无尽享
受中，迟早有一天会在潜滋暗长的厌倦
中，生出许多精神上的空虚来。即使拥
有再多的钱，也体会不到幸福的真滋
味。相反，一个即使生活上贫寒，家中物
质简陋的人，因他（她）对生活始终满怀
希望，对家人温暖相待，对社会常心怀感
恩，所以即便生活再不济，通过打拼，一
样能创造出生活的奇迹。并且在拼搏的
过程中，能尽情地享受到进取的乐趣。
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是那些心浮气躁的
人，很难体会到的。

看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亿万富翁

旗下有好几家跨国公司，生活极为富
足。可他却每日愁闷不已，因为，他深恐
哪一天经济危机来临，自己的公司会一
一倒闭。这样的执念，折磨得他痛不欲
生，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了却此生。这
天，他开着车到了海边，刚下车就看到一
个乞丐边哼着小曲，边在岩石上晒太
阳。富翁不解地问：“你饭都吃不饱，还
有心思在此晒太阳？”谁知，乞丐却乐呵
呵地答道：“这有什么好忧虑的呢，至少
在我需要温暖的时候，有道道金色的阳
光洒在我的身上呀！”听完乞丐的话，富
翁恍然大悟，原来幸福就在我们的身边，
换个角度看问题，许多不幸和不快，并不

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堪，让自己的心
变得简单一点，愁苦和郁闷不就慢慢离
我们远去了吗？

英国作家莎士比亚有句名言：“一个
人思虑太多，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生
活就是这样，当你物质上富足了以后，有
了这样，还想着那样，贪欲无止境地膨
胀，安能体会到知足常乐的那份清雅情
趣？理智的做法是，不妨舍弃掉那些不
着边界的幻想，把追求物质生活的奢望，
移情到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上。不为快
节奏的庸常生活而疲于奔命，也不为“慢
生活”的清寂而自怜。当洒脱时洒脱，当
沉静时沉静。就这么着，不虚，不伪，不
装，不饰，以本质的态度，活在宁静的追
求中，活在与人为善的心安中。久而久
之，有滋有味，快乐怡人的品质生活，便
会降临到身边，赋予我们一个清清爽爽
的世界。

用简单之心享受品质生活，是一种
大智慧。学会让自己的心变得简单一些
吧！生命的竞技场上，才能快乐起航；事
业场上，才能轻装上阵；我们的人生，才
会变得丰盈而美丽。

在我的印象里，初雪应该是一个身披洁白婚纱，
皓腕戴白玉镯的新婚女子，低眉敛眼，娇羞嫣然。而
2021年的初雪，却像一个从小在军营长大的女子，身
上自带一种飒爽英气，她似乎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军
训归来，领着一批身着白氅的伞兵从天而降。

你看，它们或快或慢，或上或下，有的抢占高
地，有的蛰伏低洼，有的钻窗入户，有的降落在穿红
衣的娇娃身上，仿佛带着各自的目标和意愿。悄无
声息地一片接一片，你追我赶，前赴后继，不一会
儿，树戴上了白峨冠，房铺上了白毡子，黑狗围上了
白围巾，连阳台上花盆里的花枝，都戴上了白手
套。时间不长，雪就以摧枯拉朽之势，让苍莽大地
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

这急脾气的雪，把那些还穿着单衣薄衫的年轻
人吓了一大跳，嘴里嘟囔着：“昨儿个还阳光明媚的
嘛，今儿咋就下起雪来？”一个个缩着脖子弓起背，
像一只只冻虾，快速地往家跑去。

望着越下越大的雪，可急坏了宝妈们，急匆匆
回家寻了保暖衣、羽绒服，火急火赶送到学校，生怕
孩子被雪俘获，做了寒冷的逃兵，从而影响学习。

见到雪，最高兴的就是孩子们。下课后，他们
惊喜地哇哇叫着，闹着，捧起雪，打雪仗，堆雪人，
小手冻得通红。有的在小脸上摸摸，有的将小手
放进嘴里哈哈气，又开始疯玩。孩子的心地像雪
一样晶莹。

大人们躲在屋里，翻箱倒柜地寻找去年用过的
烤火炉，要把寒冷阻挡在门外。女主人立马煲汤，
烫热酒，作势把凛冽溶解在热气腾腾的爱心里。坐
在温暖如春的屋里，双眼却在欣赏室外纷纷扬扬的
雪，一家人闲聊瑞雪兆丰年，憧憬明年将又会是一
个丰收年。

而那些小鸟大都来不及筑巢，纷纷躲在屋檐
下。我的慈悲心如雪花一样，绕着鸟儿纷飞。我抓
出两把小米，均匀地洒在纸板上，放在屋檐下，用透
明伞遮住雪，让鸟儿自啄。希望用我的暖捂热鸟儿
小小的身子。有了鸟儿的啁啾，雪景才会更加灵动
妙曼。

一场初雪，逼着让来不及放手的暖秋急遽离
去，让大地的嘈杂喧嚣戛然而止，让往年嗤笑寒号
鸟的鸟儿们都做了一回寒号鸟。

人世间，谁都有可能遇到猝不及防的事，就如
昨天还与父母在一起吃饭，今天却突然来电话说父
亲已离开人世，让人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刚刚在
一起吃饭的朋友，出门却遭遇车祸，瞬间撒手人寰，
让人痛彻心扉，悲叹这飞来横祸。

世事难料的事太多太多了，又岂止这场突降的
初雪？人生没有彩排，唯有珍惜当下，惜时惜爱惜
情惜命，才不会留下太多的遗憾。

下班路过菜市场，走进一家常去的
豆腐坊，刚推开门，我被眼前的景象搞蒙
了：门口桌椅都摞起来，里面杂乱一片，
店里没有一个顾客。
“老板，来块豆腐！”里面光线昏暗，

看不清人在哪里，我习惯性地喊了一嗓
子。“黄了，不干了。”正在忙着的老板在
杂乱的里间抬起头冲我笑了一下。这笑
容那么熟悉、那么温暖，但是今天却让我
感到无限伤感。

多年来，我已习惯来这家豆腐坊。
这家两口子勤劳能干，待人和善，不管你
买三块钱的豆腐，还是两块钱的豆腐脑，
他们都会对你笑脸相迎。他家多年来一

直坚持传统的石磨豆腐，口味纯正，每天
饭口都会门庭若市，有人买了拿回家，有
人坐下来吃。店内摆了四张方桌，可供
20来人就餐，附近做生意的小商小贩和
家里来不及做饭的上班族，就在店内的
小桌旁坐下，喝一碗正宗的石磨豆腐脑，
来两根油条、两个茶叶蛋，五六块钱一顿
饭，就能吃得饱饱的，既经济、又实惠，深
得人们的喜欢。
这家“石磨豆腐坊”成了这个小城的

一个亮点，可是怎么也想不到它突然就
黄了。我心里暗叹一口气，或许对豆腐
店老板来说，无论是什么原因，这都是一
种落魄的结局。

走出豆腐坊，心里酸酸的，回头对老
板说声再见。老板微笑着送别我，说：“小
城不大，我马上转型别的生意，我们还会
再见的！”望着老板自信的眼神，我感到欣
慰，或许“山水有相逢，来日皆可期。”

老板的乐观让我想起近来媒体刷屏
的新东方一夜之间暗淡落寞的悲壮。新
东方的辉煌时代已经落幕，而铁骨铮铮
的俞敏洪却勇敢地直面困境，体面地退
场，有如此人生格局的人注定不会失败，
即使新东方倒下，有担当有情怀的俞敏
洪也会华丽转身，再度崛起。一个人胸
怀大格局，心比天地宽，无论走到哪里，
路也一定会越走越宽。

我所在的公司面临重重危机，为了
渡过难关，公司正在缩减整合部门，将有
大批人员面临下岗，其中当然也包括作
为一名基层职员的我。想起这些年工作
跌宕起伏的折腾和渺茫难料的未来，多
日来心神不安，做什么也打不起精神。
此时，想到俞敏洪的豁达和豆腐店老板
的乐观，忽然觉得有些惭愧。人生不如
意之事十有八九，不是我的命运不好，而
是我没有放宽心态，放大人生格局，我不
应该纠结于眼前一时的困境而失魂落
魄，一蹶不振。

走在大雪弥漫的城市，踩着脚下洁
白的积雪，脚步忽然变得轻盈，思绪仿佛
和漫天飞雪一起在广袤的天空自由飞
翔。漫天飞舞的雪花，既能带来雪灾，也
能带来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它是大自然
的精灵，我们无法阻挡大自然的规律，就
如我们无法改变时代的潮流一样，唯有
保持一颗从容的心，顺应时代，而后前
行，心宽路自宽。

有一句话说得好，你的心有多宽，你
的舞台就有多大。人生总在顺境和逆境
中交织着，只有放宽心态，才不会因为挫
折而颓废，更不会被困难所打败。走过
山穷水尽，终会迎来柳暗花明，心宽，人
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人生感悟

旅程的回忆
武华民

前几日坐地铁，在人潮涌动的车
站，看见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他
们夹杂在匆匆的人群里，手挽手小心
翼翼地走进车厢。丈夫轻轻扶着妻子
落座后，才缓缓坐下。没过几站，妻子
累了，头微微向一边歪斜，丈夫看到，
立刻伸出一只手，扶着妻子的头，挺直
自己的肩膀，好让妻子靠着肩头休
息。其间，他努力挺直腰身，时不时回
头看看闭目小憩的妻子，眼神极其温
柔，温暖着冬日的地铁。妻子靠着丈
夫的肩头，那么自然、恬淡，这该是几
十年的相濡以沫才得以的习惯。此
刻，空气中荡漾着一股浓浓的醇香，我
知道，这是爱情的味道。

那一瞬间，眼前又出现多年前的

一幕。
那是七月中旬的一个正午，气温很

高，大街上热浪翻滚，我躲在树荫下等
公交车。天太热，我有些不耐烦，频频
抬手看表，突然余光瞥见路边的工地
上，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靠着围墙吃
饭。大娘看起来腿脚不方便，蜷缩在一
个铺着褥子的木板上，头上几绺白发被
风掀起，在空中肆意的翻卷。大爷微笑
着一口一口给大娘喂饭，在她咀嚼的间
隙，大爷伸出手拢了拢她被风吹乱的头
发。不经意间，笑意顺着褶痕爬上大娘
黝黑的脸，那笑容倏得钻入我的心。很
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记不起，唯独这
个画面刻入记忆——飘飞在风中的白
发，佝偻的身影，甜蜜地对视……这许

是爱情最朴实的模样。
昨天中午，和母亲通电话。因为小

姨生病不能下床，儿女又不在家，母亲帮
着做午饭。我连忙问：“爸爸呢？中午自
己做饭？”妈妈笑道：“我们都在你小姨
家，我一个人坐公交他不放心，他一个人
在家我也不放心。”我咯咯笑了：“咦，啥
时爸爸也变成妈妈的尾巴啰！”听完我说
的话，电话那头传来父母愉悦的笑声。
年迈的父母，虽说是媒妁之言相伴一生，
平淡的日子中难免有小争执，也有面红
耳赤的争吵。可就是这样，一辈子在柴
米油盐的浸润中，平淡的烟火里，他们互
相陪伴从懵懂青丝走到垂暮白头。
相守一世的爱情，虽然没有甜言蜜

语，没有山盟海誓，有两颗真诚的心就
足够了。纵使脸上刻满皱纹，头上染遍
白霜，彼此眼中依然是最美的样子。因
为牵着的手，成了习惯，成了依靠；无关
乎贫穷，无关乎富贵；无论健康，无论疾
病，此生彼此不离不弃。
“执子之手，与之偕老。”——这一

世的相守，温暖彼此的世界，诠释了世
间的爱情。

相守一世最温情
宋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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