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感慨地
说：“活着活着，人就变得麻木了。
因为经历的事情多了，真真假假，虚
虚实实，什么样的都有，心就变得坚
硬了，感动也越来越难得了。”而我
想说的是，正因为虚假的多了，愈
发显得真诚的可贵，正因为经历得
多了，感动反而变得简单了。

正如屠格涅夫的小说《乞丐》
里所写，有时候，感动一个人不一
定非得给予物质的帮助，一句“兄
弟”，一双伸出去的温暖的手，同
样可以让人热泪盈眶。放眼我们的
身边，世事倥偬，白衣苍狗，这一
点却始终未变。与陌生人之间是如
此，与熟人之间更是如此。

记得今年夏天，有一次，我与
同事一道坐车外出。车子经过十字
路口时，我们看到对面火锅店的小
姑娘抱了两瓶矿泉水，匆匆跑到执
勤的交警身边，将水放下，然后快
步跑远。整个过程持续时间很短，
总共也不过半分钟，可是我们觉得

是那样美好，回来之后，迫不及待
地要与其他同事分享。

另一次则是一个下雨天，我周
末加班回家，在街上遇到一个环卫
工人。可能是这雨来得太过突然，

他未穿雨衣，也未带雨伞。而我手
中是拿着伞的，只是要不要与他共
享，我稍微有些犹豫，担心就这样
走过去会显得太过矫情。迟疑了片
刻，我还是走了过去。雨伞很小，
只够挡住他半边身子，肩膀以外的
地方仍然无可避免地被雨淋到，他

却憨厚地笑了，感激地冲我说道：
“谢谢你了，师傅。”简简单单的六
个字，让我心里一暖。

师傅是我们这儿的口头语，但
凡成年的陌生人之间都能以“师

傅”互称，就跟有些人喜欢管不认
识的人叫“老师”一般。我忽然有
点庆幸，庆幸自己将伞与他分享。

如果说，来自陌生人的感动通
常需要借助一个画面、一件事情，
那么家人、朋友之间的感动则有点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味

道。老朋友、老同学久不见面，总
觉得有些陌生了，可是电话里、微
信上轻轻一句“你还好吗”的问候
就能让人泪流满面，让人感动很
久。

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
容易二字”，随着年岁的渐长，我
们身上背负的压力越来越大，有时
候也会深感无力和无助，心里虽有
千言万语，却不知道与谁去说。很
多时候，我们并不希望心里在乎的
人与自己一同分担忧愁和劳苦，却
希望他们能多一分理解与包容。当
我们感到疲倦的时候，听到的是

“辛苦啦”而不是“你为什么那么
没用”。

有了理解，有了包容，心中便
有了力量。哪怕在外尝尽白眼，回
到家，推开门，耳边响起父母的唠
叨，妻子的叮咛，心便暖了。那种
感觉，仿佛一扇门、一扇窗，将生
活的尘霾挡在了外面。纵然屋外雨
雪霏霏，屋里头依旧温暖如春。

温 暖
潘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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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肇泉漫画

从我懂事起就知道我有一个无
比勤劳的父亲，每天起早贪黑，一
年四季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父亲一整
天在家休息的，哪怕过年的时候也
几乎没有。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父
亲似乎比我小时候看到的父亲更为
忙碌和劳累。小时候无法体会到父
亲的辛劳，毕竟年少无知，可如今
父亲的劳累，让我很是心疼。我很
想让父亲停下手中的农具，我害怕
父亲的身体会吃不消。很多时候我
白天在厂里上班，心里却惦记着父
亲，也有很多时候会责怪自己无
能，倘若我出人头地，父亲就不会
这么辛苦了。每当想到这些，我的
内心就十分难过，那种无助与痛苦
始终在我的心灵深处徘徊彷徨，像
一道深深的伤疤，仿佛永远也愈合
不了。

我的家境不好，祖父早早地离
开了人世。祖母生病已有20年的
历史，虽然苟且地活在世上，但需
要我们用心地照顾。我母亲在几年
前也得了重病，如今还在服药。我
也曾在学生时代因身体不适离开了
我喜爱的校园。父亲为何如此劳
累？这跟家庭状况是密不可分的。
没有人愿意像一头水牛一样在食草
不充足的情况下，还去奋不顾身地

耕地。水牛是因为摆脱不了主人的
枷锁，而父亲的枷锁是家庭，也可
以说是亲人，尤其是我，一个没有
足够能力养家糊口的我。

祖父在世的时候，起码在农事
上是可以帮帮父亲的。祖父健康的
时候身强力壮，身材还比父亲高大
许多。那时母亲也十分康健与勤
劳，我们一家甚至还能在忙碌之余
去帮助我外祖父他们。如今，祖父
离世已有十多年了。祖父离世之
后，父亲并没有把几亩地荒掉，他
白天在厂里上班，早晚料理庄稼。
俗话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我父
亲出门劳作的时候红日还没出来，
早上收工回来了红日才刚刚升起，
然后草草地吃上一碗饭就出发去上
班了。父亲早上6点多就到厂里上
班了，而此时的我却还躺在床上，
我只知道围墙的门开开关关了很多
次。傍晚当我下班回家的时候，父
亲已经下班回来到田里干活去了。
等他回家的时候，天空已经被一片
黑暗笼罩，家家户户都已经点上了
电灯，很多村民甚至已经在房间里
看电视了。因为父亲嘱咐吃晚饭不
用等他，所以，往往父亲回来我们
已经用完餐，菜也有点凉了。我很
少有时间看着父亲吃饭，陪着他聊
天，因为这时候我要去给孩子洗澡
或是陪孩子玩耍。我祖母身体不
好，吃完晚饭就去睡觉了。只有母
亲会陪着父亲，但有不少时候母亲
也由于身体原因，吃完饭就去卧室
休息了。

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喝着酒吃
着饭。近段时间，我发现陪伴他的
竟然是抖音，父亲只有在吃饭的时
候有空刷刷抖音。有时看他开怀大
笑的样子，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
来。我欠父亲太多了。我经常在脑
海里思考，我如何才能让父母过上
好日子，但似乎这是空想，就好比
我永远也摘不到月亮一样。

父亲是那种倒头就睡的人，打
开电视不久后就睡着了，一睡下，
打鼾声就响起。父亲越累，打鼾声
就越响，站在楼下都能听到楼上卧
室传来的父亲的鼾声。其实父亲的
睡眠质量并不好，他总是在两三点
睡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我想，
父亲睡不着是有原因的，他总是在
想着我们这个家的各种问题。父亲
为了这个家，不仅体累，而且心
累。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在
想，父亲年纪也大了，他可不能一
直这么辛劳，我也不忍心看他这么
辛劳。但除了豪言壮语来激励自
己，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好在祖母
总是鼓励我，你是一个孝顺长辈的
好孩子，你一定会有一个好前程。
我知道祖母这么说，也只是为了让
安慰我，让我不那么忧郁。在残酷
的现实面前，我有所畏惧，但我并
没有完全低头。每当想到这个家，
想到父亲疲惫的眼神，我告诉自
己，我不会这么轻易就对命运认
怂，我一定会强大起来，让家人过
上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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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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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
春朝。不知道怎么会有人无端生出
悲秋的情绪，其实四季各有各的美
丽，而我自小就对秋天情有独钟。
在我心里，秋是天之骄子，季节的
宠儿，在大自然中缤纷艳丽、五彩
纷呈；在作家笔下洋洋洒洒、美不
胜收。

走出楼房的森林，自然的山水
总令人耳目一新：湛蓝的天空白云
飘飘，于碧水蓝天之间，山不再是
春夏层层叠叠的绿，而是五彩斑
斓，红黄之间不时有松树的墨绿。
放眼望去，天空干净澄澈，那瓦
蓝，让人止不住地想要伸手触
摸，然而她却又高得仿佛要离我
们而去；碧绿的水面波光粼粼，
倒影着山峦和天空。层林尽染，
秋色无边，我只想融入其中，做一
株山间火红的红叶木，在蓝天下、
在秋阳里，自由自在、灿烂地招
摇。

车窗外流动的风景如同山水长
卷，溢彩流丹的山峦也许是上帝不

小心打翻了调色板，更像巨手绘制
的油画，简直是一幅色彩的盛宴。

此时山里的故乡，更是秋的伊
甸园。沿途的路边、山上，红黄相
间的杂木随处可见，由于还没有经
霜，枫叶大多还未透红，但片片柔
黄，在阳光下发着亮，你甚至能看
清它们的脉络；对面山坳里，在一
排白墙红瓦的房子旁边，银杏树叶
金灿灿的亮黄，似流霞一般夺目耀
眼，让人惊叹这世上竟然有如此纯
粹的颜色！屋后的竹林此时也不是
清一色的翠绿，只有当年生的嫩竹
子才显碧翠，而两年或者多年生的
老竹叶子也是青里泛黄、黄里带
青，仿佛岁月给它们染上了秋韵一
般；就连远看苍翠青绿的松树，近
看时却发现原来它们也不止一种颜
色：基层的松针是老黄色的，地上
已掉落一层，中间是明黄，末梢才
是绿色的；细看还会发现金黄的野
菊花开在黄褐色的草丛里，于深秋
里芳华正艳。

秋风飒飒，拂过山野，落叶纷

纷扬扬。一片，两片……山岗坡
头，疏影横斜，轻摇慢曳。世界上
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它们都以最
美最艳丽的姿态飘落，远比春花凋
谢时的落英缤纷更加恢宏大气，看
着令人荡气回肠却又悄无声息。所
有的落叶都遵循着终极的使命——
叶落归根，落叶不是无情物，终化
泥土去滋养它生命的源头。春生夏
绿，衬花育果是使命，秋黄叶落，
反哺归根，也是使命。有倾国倾城
的枫红，也有无牵无挂的落黄。生
时是风景，殒落时是风景也是诗
行。

田野里，勤劳的农人早已收割
了稻谷，只剩半截连根的稻杆静默
林立，流露出一副了无牵挂的洒脱
超然。春耕、夏忙的喜悦，一路汗
水的浇灌，都是为了最终的秋收。
秋，是收获的季节。忙时匆匆，闲
时悠然，秋里尽是金光。秋，是如
此丰盈的季节。

陶醉于故乡的秋色，我流连忘
返。不知不觉太阳下山了，又得回

到居住地，过按部就班的日子，只
得把美景收进眼里、装进心里，装
订成画卷收藏于记忆之中，闲暇时
光来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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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无法
避免遭遇雨伞难以抵挡的狂风暴
雨，经历过后方明白即便有了保护
伞也无法保证一切无恙。我们只能
收起依赖心，迎着风雨，挺起胸
膛，告诉自己：“别畏惧风雨，风
雨能帮你更加坚定信念；别躲避困
苦，困苦能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
量。“

莫让冷世的尘埃，冰封你的笑
容，迟滞你前进的脚步。人生路上
风雨飘摇，有枝可依是幸运，有力
可扛是底气。风雨中更能铸造坚
强，哪怕浑身湿透又何妨？”

的确，没有人能完全没有苦楚
地度过一生，现实不同情懦弱。总
有一段路，只能自己一个人走；总
有许多事，需要独自一人去扛。不
管多苦多难，只有一直向前才有希

望。
即便是在流浪，相信最终也

会有避风挡雨的地方。经历暴风
雨，满腹的惆怅和迷茫也自然地
随风雨而去。人到中年，为了生
活，很忙，真的没有空闲去耍忧
伤。即便生活苦涩，也不忘为自
己唱一首动听的歌谣，让甘甜的
心泉冲走心中的忧伤，抛却那些不
开心的理由，努力让自己在阳光下
微笑。

中国有个词语叫越挫越勇，是
每个中年人在经历苦难时最好的心
理体现。人到中年，也许是生理的
下坡路，却可以是心理的上坡路。
人在旅途，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感
悟。在岁月的长廊中一步步走来，
可谓几多欢喜几多愁。人到中年心
境也较之前略有不同，这或许跟年

岁渐长有着某种关系，日子虽过得
清苦但自得其乐，愈发活得云淡风
轻，不攀附，不依靠。经常在书上
看见这样一句励志的话：“你所吃
过的苦，都将化作光芒，照亮你前
行的路。余生愿你历尽千帆，归来
仍是少年。愿你熬过生活的苦，尝
到岁月的甜。”虽至今尚未尝到岁
月的甜，但也经常这样自我安慰：

“莫怕人生苦难多，杂陈五味谱成
歌。一盏清茶君慢品，几分诗意任
我吟。”我是一个清水挂面型的女
人，跟同龄人相比，岁月的沧桑更
加清晰地写在脸上，但我从不在意
这些，始终相信自己脸上的每一条
皱纹，是经历风雨后的另一种磨砺
和精彩。

关于苦难，林清玄的禅意散文
里是这样写的：“我深深地感谢着

困难、挫折与痛苦。也深深地感恩
那些曾经折磨过我的人，他们是多
么慈悲呀！我并未花钱聘雇他们，
他们却以宝贵的时间来考验我、提
升我，为了增长我的智慧。”的
确，困难、挫折与痛苦是世人提升
自我最好的武器。奸诈、虚伪、欺
骗，更是让我们看清现实的面目最
好的法宝。

生活并无完美，与其让生活带
来更多的沮丧与抱怨，不如坚持着
一份信念，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
以让生活变得更好。苦难如冬日的
那份清寒，亦是温婉的美，纵然白
雪飘飞，也有梅香隐隐，静好笃
定。感谢苦难，用阳光的心态活
着，无论是风雨过后的彩虹还是傲
雪寒梅，都会使落寞孤寂的我们看
到世界最美的风景。

感谢苦难
田霞红

前湾精品小城 王 挺 摄

孩子很懂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