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学时读到鲁迅先生的《阿Q
正传》，那时只觉得好笑：阿Q的
发型好笑，阿Q的为人好笑，同
时又觉得阿Q好可怜。总之，未
经过生活磨砺的我们对阿Q似懂
非懂，也无法深刻理解鲁迅塑造阿
Q这个人物的良苦用心和对现实的
讽刺意义。但有一个词却从此经常
挂在我们嘴边，用来嘲讽别人，有
时候也用来自嘲——那就是“阿Q
精神”。

现在想想，人在逆境中确实得
有一点“阿Q精神”：凡事往好了
想，不纠结于坏心情，不被负面情
绪所左右。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
之八九，常想一二，不思八九”就
是这个道理。

命运多舛的我走过几十年的沧
桑岁月，如今再读《阿Q正传》，
心情自是与当年的初中生不可同日
而语。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

坎坷和磨砺让我学会了放手，学会
了知足常乐，学会了以平常心看待
得失。

有句话说得好：“陪伴是最长
情的告白”，所以有人肯陪我帮

我，我便知足，不需要鲜花和红包
来渲染我平凡充实的生活。古语
云：“有粮千担，也是一日三餐；
有钱万贯，也是黑白一天；洋房十
座，也是睡榻一间。”人生皆过
客，又何必去追求那些华而不实的

东西呢？把握当下，做好自己该做
的事，不虚度时光就是成功。

林清玄说得好：“人生需要准
备的，不是昂贵的茶，而是喝茶的
心情。”所以当我们身处逆境不顺

心时，不妨拿出一点“阿Q精神”，
以平淡之心看待挫折和不幸，删繁
就简，不去过分追求得不到的东
西。有时候幸福的门槛其实并不
高，就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对待。

记得情人节那天晚上 11 点

后，我发了个朋友圈：“听说今天
情人节，没空看别人晒，忙着伺候
父母，累并快乐着。因为有一个人
全程陪伴，这比发红包坐宝马实惠
多了，感觉更有意义!”闺蜜看到
即刻做了评论：“真正的宁可坐在
自行车上笑，也不坐在宝马车里哭
的女人，好样的！不过弱弱地说一
句，好像有点阿Q精神哦！”看着
闺蜜发来的表情包，我知道她是笑
话我在情人节没有鲜花和红包，就
一个小小的陪伴也值得这么炫耀？
我随即私聊她：“这么晚了，你怎
么也没睡？”闺蜜调侃道：“在等情
人啊!”我笑道：“等到了？”她笑
着自我解嘲：“没有哦，我也是阿
Q。”我感慨地说：“没错啊，其实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个阿Q！这
样才能使我们的心情保持美好和愉
悦。”闺蜜说：“好像还真是那么回
事哦！”

不妨心存“阿Q精神”
齐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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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房子的后面有条大马路，
它的前身为大古塘。姚北人都知
道，大古塘是杭州湾南岸一条已具
近千年历史的官筑古海塘。改革开
放后，姚北各地政府在治理环境中
把自己辖区的古塘整平为大道或马
路，2008年，泗门镇政府也对剩
余的部分进行了改造，我家屋后也
成了条大马路，名为古塘路。

大古塘原貌虽已荡然无存，但
我对它仍然记忆深刻，那是因为我
对这条古塘有过亲密接触，怀有特
殊感情。

我的老家原在姚西北横塘十六
户村，至亲也多在那里。我父亲解
放前在泗门水阁周做长工，租有临
时的房子。所以，小时候我经常随
母亲在十六户与水阁周之间往返步
行于大古塘路上。土改时，我们在
水阁周安了家，每年探亲也多数走
大古塘。因为那时的道路和交通工
具还没有现在这样好，出行主要靠
步行，大古塘就是一条最好走的
路。在这条塘路上我不知走过了多
少次，大概一年至少十次以上吧，
一直走了几十年。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结婚那
年，因为余姚木材紧缺，有些家具
需到绍兴购买。我在绍兴马山有
亲戚，便去那里买了些。又因为火
车不能带大件行李，所以我便从绍
兴马山上塘，一路沿塘挑到家。在

我的印象中，那时的大古塘高大宽
阔，路面平坦，两边石砌较完整。
特别是泗门谢家路段更是气势雄
伟，完好无损，走在塘路上，真有
一种居高临下、心旷神怡的感觉。

在水阁周安家后，我还经常到
塘上玩，拔路边的毛针，采路边的
红花，到塘上的庙宇里玩耍，还经
常到塘河里洗澡，摸河蚌，摸蛳
螺。后来，我家搬到了古塘边，我
几乎天天走塘路，对大古塘的感情
越来越深。尽管在以后的日子里，
大古塘渐渐遭到破坏，塘石被挖
了，庙宇被拆了，塘面也被弄得坑
坑注洼，两边还被开垦种上了庄
稼，路面越来越窄。然而，面对面
目全非的大古溏，我对它的老模样
总是不能忘怀。

我对大古塘如此深情，但对大

古塘因何而来根本不知，深情也只
是朴素的，感性的。后来我从有关
史料获悉，大古塘有着深远的历
史，才加深了我对它的认识。

原来，大古塘始建于宋庆历七
年（公元1047年）。因当时杭州湾
南岸积沙增多，海涂北延，但海潮
还时常侵袭，乡民备受海患。当时
的县令谢景初亲自率众建筑海塘。
初筑堤塘不长，仅东自上林（今慈
溪桥头）西至云柯（今低塘历山）
一段，全长9000余米，史称“大
古塘”，亦称“东部塘”（王安石
《余姚海堤记》有此记载）。

南宋庆元二年 （公元 1196
年），又有县令施宿率民众复修沿
海堤塘，加筑了云柯以西至临山兰
风乡（今黄家埠）部分，形成了一
条全长42000余尺始具规模的大

海堤。此前西部亦有谢家墉、王家
塘、和尚塘等多条不连贯的民筑海
堤，施氏将它们作了连接。但由于
塘身均为泥坯，仍常被海潮冲
毀。元代顺帝即位时，余姚改称姚
州，州判叶恒看到土筑旧堤经常溃
决殃民，决定率民众改土塘为石
堤。经过三年时间，终于在元至正
元年（公元1341年）筑成了一条
堤底宽为90尺，堤面半之，高15
尺，并东接慈溪，西连上虞，全长
210000尺颇具规模、气势宏伟的
海上长城。从此，海无大患，姚北
人民过上了安定生活。

后来，杭州湾南岸海涂又不断
地上涨北延，邻近乡民便围涂造
田，在大古塘后相继修筑了多道海
堤，大古塘渐渐失去抵御海潮的作
用，成了一条横亘东西的交通大
道，直至解放初依然如此。

由此可见，大古塘的建成是古
代官府的一大功绩，也是古代姚北
人民的一大喜事，大古塘在余姚历
史上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

如今，大古塘已全面改造成大
马路，这是一件好事。这不，交通
更通畅了，现在我家开出后门，只
见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但我想，
要是这条大古塘能像长城一样完好
无损地保存至今，那将是姚北一道
独特的风景。

我愿将大古塘永远记在心里！

难忘大古塘
陈春晓

前段时间受邀加入了第一个工
作单位的怀旧群，回想当初的青葱
岁月不免感慨良多。昔日初出茅庐
的年轻人如今都已是上有老下有小
的中年人，其中不乏有事业有成的
企业老总和事业家庭兼顾的女强
人。

看她们闲聊时的谈吐，不禁想

起曾经在书上看见过这样一段话：
我仰望并欣赏那些在事业上与男人
并驾齐驱的女性，凭自己的豪气、
聪慧和魅力，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生
活的地位，靠自己的双手为生活添
彩，卷起袖子能杀鸡宰鱼，却也有
万缕柔肠能营造一片温馨，出得厅
堂，下得厨房。

二十多年前同样都是靠双手养
活自己的年轻人，如今物质生活上
的悬殊却相当大，我的内心未免有
少许的自卑感。在我眼里他们的成
就是卓越的，而“卓越”这两个字
此生注定跟我无缘，“平凡”毋庸
置疑是我这一生的标签了。大千世
界芸芸众生，平凡其实具有普遍
性，而且大多数人都属于平凡者的
范畴。曾经很多次在微信公众号的
文章里看见过这样一句话：“最怕
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
可贵。”我自然不是那种自我安慰
的人，但我认为只要一生坚守真诚
与自我，俨然从容过一生，平凡亦
是一种别样的精彩。

我是一个平凡的草根文人，我
能做的也只能是用生平所学之文字

记录生命中的平凡和平凡中的从
容。写作是我终生的爱好，并不是
为了赞扬和掌声，只想通过自身的
微薄之力，去感悟、唤醒更多的人
们灵魂向善，所写之文字也算是我
此生最大的财富。也一直这样告诉
自己：“心雨，你若善待众生，天
必垂恩泽于你，做一个善良的人，
随时在雨天准备好给别人打伞，若
一日你未带伞老天也一定不会让你
独自在雨中狂奔。不在别人遇到苦
难时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不在别
人落难时不闻不问，落井下石。”
有句话说得好：“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我是个物质上的
穷人，在物质上我能帮助别人的
很少，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还
需要别人的接济，但我在精神方
面并不贫穷，我相信我的文字或
许可以给周围的一小部分人带来
温暖和阳光。夜深时我也经常这
样自励：“此生我虽平凡，但我拥
有从容之心境和人格之尊严。一路
走来，留下了一曲无悔的歌谣——
轻悠悠却酣畅淋漓，行得端坐得
正，心里没有掠夺只有共赢，做

过、得过、惜过……虽尝遍世间冷
暖，但心中仍藏有善良，也相信今
后的人生之路依然能被岁月打赏。”

对于一个人到中年的草根文人
而言，择一茅庐，临水而居，屋靠
大树枝叶簇拥，树上百鸟齐鸣天籁
声声，闲时邀三五志趣相投的好
友，于寒舍小聚读书品茶，春看桃
花夏观柳，秋闻菊香冬赏梅，在记
忆中剪切一些美好的片断，记录下
平凡生活里的细枝末节，此乐何
及？在山野小村，守一窗风景，清
简深稳，平实安乐，做一个清雅的
女子，如此便是最好的生活！的
确，人生路上有四季美妙的风景，
自然也少不了刻骨铭心的洗礼。只
要多些从容，就算偶有暴风雨来
袭，心境也不会被俗世红尘的风雨
所左右。每天清晨给自己一个微
笑，让心田里的花朵悄然绽放，不
负时光不负自己。不追逐名利，不
妄自菲薄，坦然面对自己平凡的人
生，明白了做人才是一生的事业这
个最基本的道理。善待岁月赋予的
一切，守得初心，珍惜当下，一生
虽平凡，却走得俨然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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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疫情突如其来，连小村
庄的唯一路口也被封住了——那就
窝在家里吧，过年哪儿也不去，哪
儿也没去，有生以来过了一个特别

“祥和安静”的春节，也算是“悲
欢逐逝水”的日子里起了一点涟
漪。

在狭小的空间局促着，时间确
乎变得很长走得缓慢，半个月就像
过了大半年，可我深不以为然，不
制定计划，不给自己任务指标，一
睁眼看见家人睡得正香，蹑手蹑脚
也能自得其乐。伸个懒腰，推窗而
望，看见小区里不止一人在散步，
想必融入生活的习惯是很难改变
的。少了点什么，是热闹吧，是嬉
笑吧，是温馨吧，不再是三三两两
有说有笑，往日那移动的沙龙派对
已经不复盛矣，只见一个人远远看
到了另一个人走过来，默默地避开
了，悄悄地走另一条道了，是内心
略过一丝惊慌了吗？还是陌生人给
点极大空间是能保障安全的？本来
外面的天地已经够安静了，冬天是
没有鸟儿欢鸣打破无限寂静的。可
家里已经有春天的气息了，与家人
一起，很温暖。

“六平方米的堪笑处”，是汪老
的爱，是凡夫俗子都要爱，包括
我。早起开火，切一砧板菜，油炒
水煮，一大锅的年糕泡饭开始飘
香，闷一会儿开启锅盖，氤氲盖着
镜片，茫茫中使劲看着绿色漂浮，
白色躲藏，咕咚咕咚冒着泡，多么
好吃的泡饭啊！一家子吃得非常开
心，最后连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往后好几天，又时不时，家人都指
名要我做泡饭，我就变着法儿做
（其实就是番茄鸡蛋泡饭和菜泡饭
两种），他们吃了依旧赞不绝口。
现在已经能做出一点特色了吧，至
少在家人眼里，已为我家早饭保留
节目。不让出门使人心情复杂，露
个笑或许是奇怪的微笑，是真的，
但做菜是能带来“十里春风”的，
靠意念忘掉烦闷很难，研究下食
谱，烦恼减半，煎炒烹炸揉捏搓打
中再减半，期待好吃的菜上碗入
口，烦恼就消散了——哪怕是一锅
黑暗料理，浪费却不觉可惜，生出
点淳朴的浪漫感觉就值了。“做菜
的乐趣第一是买菜”，我感同身
受。戴上口罩，战战兢兢骑上车，
恍恍惚惚穿过空旷街道，再来两道
体温检测口——买菜够艰难，乐在
其中也，如忘了戴口罩，折回去，
重来一遍。进入菜场，真是费脑
筋，平生没来过，“笃实、轻甜”

先放一放吧，“辛劳、微苦的生活
气息”已经扑面而来了。想一道
菜，就要知道哪些菜搭配，家人的
口味要调和下，就要想什么菜是

“大忌”，想要的菜都卖完了，又得
临时“想戏”……最痛苦的是，攥
着钱不舍得，左看看，右瞧瞧，能
便宜点吗？看来在为稻粱谋的辛劳
后还要节衣缩食。

当然也提醒自己，小家之外有
个大家，那就是社会，就是国家。
疫情笼罩下，是无法独善其身的，
是要人人参与抗“疫”的，是医
生，那就“逆向而行”；是警察，
那就冲锋陷阵；是志愿者，那就奉
献温情……其实“命运共同体”下
我们都是劳动者，虽会有幸与不
幸。非常脸红地感到幸运，我做了
一回志愿者，到检查卡口测量体
温，冷风冷雨中，当然很累，但心
里是极其火热的，非常想把这样的
时间拉长，让红马甲在身上多作停
留。我与其他志愿者呆了一天，一
起没有顾忌地说心里话，切身知道
了大家的心是一样的，为了一个温
暖的春天。

三个月的漫长，不觉长，因为
把时间都漫开了，还有重要一点是
我学会“随遇而安”了，给自己一
点事情做，试着让自己轻松，最好
能不由自主。上云课了，看不见学
生，但自己的那点价值还在的吧，
欣慰呀。云课后，借助这“云”还
能云旅行，看勇闯天涯把鞋磨得发
光，不亦快哉。这连口罩都是珍贵
的礼物了，生活变化很大，但能买
到，用起来不紧张，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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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我已退休二十个年头
了。退休生活看似单调平淡，但我
很享受退休后的生活，不仅可以做
自己喜爱的事情，也可以为家庭做
好后勤保障，其实比在职时没差两
样，每天的生活都很充实、满足而
有意义，也一样的丰富多彩。

退休前，觉得工作很繁忙、辛
苦，总有做不完的事，班上小朋友
的成绩参差不齐，要为他们补课、
批改作业，还要跟家长沟通……

退休后，没有工作的压力。随
之而来的是悠闲和轻松，每天吃完
早饭与老伴一起从家里出发，经
过念慈桥，转到小菜场闻闻菜香，
一大圈走路约一个半小时回到
家，这样既锻炼了身体又快乐了心
灵。

晚上，在最良江边散步，边看
跳舞、唱戏等各种文艺活动，遇到
熟人攀谈聊天。近年来还与一些朋
友一起参加了旅游，如：北京、大
连、青岛、烟台、厦门、横店等多
地，品美食、感乡俗、观人文、探
历史，副副美景慢慢赏，件件历史
慢慢探，使退休后的生活充满了诗

情画意。
退休后最大的特点是少了制度

约束，少了领导监管，和上班不同
的是指挥官是你，胜利全由自己主
宰，自由自在，没有时间紧迫感。
美国著名的推销员乔吉拉德曾经说
过：“退休后的日子是真正意义上
的黄金时期。”我退休后，真是想
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任何事都是为
了丰富人生，完美人生，让退休生
活绚丽多彩。

其实，我退休后的日子并不是
那样的清闲，既有锻炼又有学唱越
剧，空闲下来弄些花草，点缀庭
院，午休后看看微信跟朋友聊聊
天，写一些不像样的文章。有时去
听听保健课，觉得时间也过得挺
快，也过得滋味满满。

多姿多彩的退休生活，愉悦着
我的心情。马克思说得好：“一种美
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生活
上的疲惫和心理上的痛楚。”

退休后的生活似小溪涓涓，欢
快舒展清爽，现在大家都到了颐养
天年的岁数，让我们且行且珍重，
互相搀扶，安享美好的退休生活。

退休生活也多彩
戚菊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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