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需要一些纯粹
朋友给我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湖

南永顺县小溪乡附近村落的故事。这
个故事着实打动了我的心。

这个村落交通闭塞， 非常贫困。
那是 2002 年， 村里一个农妇的颈部
长了肿瘤，压迫神经，导致瘫痪。丈夫
带她到了县城的医院，经诊断，医生
认为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手术，县医院
就可以做，费用也只需 1 万多元。 但
是，这 1 万多元对于这对一贫如洗的
山里夫妇来说，是一个望尘莫及的数
字。 他们决定回家休养。

从此，妻子瘫痪在床，丈夫全身
心照顾她和两个年幼的女儿。一个好
心人给男人找了一份看门的工作，月
薪 350 元。这是这个四口之家的全部
收入。

时隔 6 年，当地电视台得知了这

个消息，派记者前去采访。 记者赶到
这个家时， 只见破旧的房屋空空如
也，只有简单的锅灶、床铺。让记者惊
异的是，女人卧床 6 年，卧室居然整
洁干净，没有丝毫异味。记者问她，假
如你能站起来一天，你最大的愿望是
什么？ “我要给我男人做一顿饭吃。 ”
语音刚落，泪水模糊了妇女的双眼。

这件事经电视台报道之后，很多
好心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一位干部捐
了 5000 元给女人治病。 可是男人收
到这笔钱的时候，女人已经离开了人
世。 男人想方设法把钱送了回去，他
说：“我女人已经走了，钱用不着了。”
在接回钱的瞬间，那位好心的干部愣
住了。

听到这里，我也愣住了。
“我要给我男人做一顿饭吃。”让

我们咀嚼那个女人的话，并用她那纯
真的情怀，来检讨一下自己，扪心自
问：我们理解的情感，是不是比她更
真？

“我要给我男人做一顿饭吃。”在
自己的遭遇和亲人的付出之间，她想
到的是亲人，亲人的付出更重要。 面
对自己最亲的人的付出， 情深义重，
无以为报，唯有为他做一顿饭吃。 有
多少想说的话， 有多少想念的恩，都
融化在这句最朴实的话里。

“我女人已经走了 ， 钱用不着
了。”让我们咀嚼那个男人的话，并用
他那纯朴的情怀， 来检讨一下自己，
扪心自问：我们理解的生活，是不是
比他更真？

他贫穷吗？是的。破旧的房屋，简
陋的家具，付不起 1 万多元手术费的

无奈，甚至 350 元就是一家每月的全
部收入。 他富有吗？ 是的。 对这个家
山一样的责任感， 所有的困苦与不
幸，他一力承担；对这个家水一样的
温柔心，用一双男人的大手细腻操持
着这个家，没让卧床 6 年的妻子受到
丝毫的怠慢。 生活在他的眼里，是责
任，是温馨，是永不言弃，唯独没有金
钱。

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用金
钱来衡量与交换的时候， 钱用不着
了；当一个人的良知与本性没有被铜
臭熏染的时候， 钱就真的用不着了，
因为它无法出卖也无处可购；当一个
人的心灵洗去了金钱的铅尘，这颗心
就是最纯粹的心；当一个人的双眼没
有被金钱遮蔽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最
纯粹的人。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记住别人
温暖自己

陪妻散步回来， 小区保安远远
地便和我们打起了招呼。 保安是个
新来的年轻人， 印象中也只是上门
收过一次物业费， 没想到他却记住
了我们。 妻不由得赞叹道：“这个小
伙子的记心真好！ ”

记心？妻不过是随口一说，但细
一琢磨， 我觉得还真是个妙词。 记
心，较之记性，妙就妙在了一个“心”
字上。除却年龄上的因素，就记忆力
本身而言，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并不大，能否记得住，关键就看你是
否用心了。

读初中时， 我曾遇到过这样一
位老师， 他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
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每一位同学的名
字。因为感觉到老师的关注，所以我
们都特爱听他讲课， 哪怕是再调皮
的学生， 在他的课堂上也会变得安
分起来。多年后，我又遇见了那位老
师， 当我好奇地问他是怎么知道我
们名字的时候，他笑着告诉我说，他
不过是事先查看了所有新生的入学
档案而已。

小城新开了一家叫“月光码头”
的咖啡馆， 虽地处远离市区的聚龙
湖畔，生意却出人意料的好。独处的
时光， 我最爱到那里点上一份七成
熟的牛排、一杯加冰的卡布奇诺，然
后临窗而坐， 任轻柔的音乐缓缓地
飘荡，体味遁离尘世的那一份超脱、
怡然。 招呼我的老板娘是位四十出
头的中年妇女， 她的脸上始终挂着
温暖的笑容。去过几次后，我只要说
声“照旧”，她总能在每天来来往往
的顾客里清楚地记得我的喜好。

茫茫人海中， 被人记着是一种
幸福的温暖， 更是一份夹杂着许多
莫名滋味的感动。 我自小在外婆身
边长大，我与她的感情一直很好。然
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参加工作
的那一年，外婆突然大病一场。手术
过后，虽说保住了一条性命，却落下
了不少后遗症———说话口齿不清、
目光呆滞无神，言行宛若孩童一般，
过去的事情更是几乎忘得一干二净
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此后没过多少日子， 家中又传来了
外婆病危的消息， 简直就像一声闷
雷在我的心头炸开。 当我从外地匆
匆赶回老家时， 外婆基本上已经没
有了意识，只是，她的嘴里还喃喃地
呼唤着我的乳名……看着病榻上奄
奄一息的外婆， 泪水一下子模糊了
我的双眼。

谁都希望自己能够被别人记在
心上，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
用心去记住别人， 记住那些曾经帮
助过我们的人， 记住那些给我们带
来快乐的人， 记住和我们患难与共
的人， 记住给予我们鼓励和支持的
人……用心记住别人的好， 让它温
暖自己的心。

（摘自《成都商报》）

爱在咫尺天涯
纽约，我们乘坐的观光游轮徜徉

在哈德逊河上。 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一
对气质优雅的母女，她们微微地向我
们点头致意。 她们黄皮肤、黑眼睛，一
看便知是华人，于是我与那位母亲攀
谈起来。

我率先开口 ： “你来美国干什
么？ ”

“参加女儿的研究生毕业典礼。 ”
“我也一样。 你来多久了？ ”
“一个多月 ,还是一周？ ”她用询

问的眼光看着她的女儿。

“时间怎么还有伸缩性？ ”我顿感
疑惑。 她和女儿相视一笑，接着给我
讲了她们母女在美国戏剧性的相遇：
“女儿的研究生毕业典礼是在 5 月 5
日， 而我在 3 月 28 日就抵达了美国
纽约。 赴美之前我没有向女儿透露半
点消息，怕影响女儿的学业。 3 月 28
日我下了飞机之后，凭着事先学的一
点点英语， 乘巴士来到了新泽西，我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地方把自己
安顿下来。 ”

我说：“旅店有的是， 何愁没住

处？ ”她笑了，答：“一晚上 80 美金的
住宿费，合人民币 500 元，我哪儿舍
得！ 我早想好了，要去一家餐馆打工，
这家餐馆还必须是包吃包住！ 找了一
天，终于有一家台湾人开的饭馆接纳
了我，条件是每天早 10 点到晚 10 点
工作，中间不能休息，每周单休。 月工
资是 2000 美金。 这份时间长、薪水低
的活儿，许多人都不愿干，可我高兴
极了，毕竟有地儿住了。 ”说到这里，
她眉飞色舞，“可一天下来，我是腰酸
背痛，毕竟年龄不饶人！ 第六天，我竟

发起了高烧，整条腿因为站立太久也
肿了。 ”

“在我来美国的一个月后，在餐厅
里，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
影———没错！就是我的宝贝女儿，她和
几个中国留学生正在谈笑风生地用
餐，我真想大声呼唤她的名字。可转念
一想， 一个月都过来了， 再忍耐几天
吧。就在我转身的一刹那，我和女儿的
目光不期而遇。她面对着我，从头到脚
仔细地打量，惊呼，‘妈妈！你怎么会在
这里？ ’她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双拳捶

打着我问，‘你什么时候来的美国？ 为
什么不告诉我？我不让你在这里受累，
现在你必须跟我走！’我们母女紧紧地
拥抱在一起，顿时泪如雨下……”

她平静地讲述着，而我的心却被
强烈地撞击着、震撼着、温暖着……

此刻，我想起了有人对母亲的释
义：母亲，是萦绕在儿女耳边的一首
永不停歇的歌，是流淌在儿女心中的
一眼永不枯竭的泉，是永远倾吐清辉
的一轮明月，是永远照耀儿女征程的
不落红日！ (摘自《渤海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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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意义
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不是在家

里，却是在老爸的病房。
在出差的火车上，突然接到新疆

表弟的电话，高铁一路疾驰，信号断
断续续：“姐， 我舅被自行车撞倒了，
脑出血……人在医院里……医生说
要动手术……”

我一下蒙了， 挂了表弟的电话，
我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给哥哥，妈妈
不能问，我要和哥哥商量。 哥哥在北
戴河出差，他语气很平静，说他已经
知道了，请了假，准备赶回家。

每年的六七月，爸爸都执意去看
望爷爷，从爷爷八十多岁一直到今年
的九十多岁，而爸爸也从六十多岁变
成年逾七十。 我一直戏称“一个老头
去看望另一个老头”。 其实在我印象

里，父母就没老过。 妈妈一直是上班
教书时的样子，爸爸呢，头发黝黑，皱
纹很少。 在我每次拖家带口去看望父
母的日子里， 他们都是忙前忙后的。
骤然间， 想到父亲可能突然离去，或
者不能再像平时那样健康地走路，而
且是在遥远的新疆，我觉得天似乎都
要塌了，泪水止不住地滑落。

病床上的爸爸已经变成另外一
个人，紧闭双眼。 他一头乌黑的头发
已无踪影， 头的一侧插着导血管，显
得头有点尖，胡子黑白交杂，有寸把
长，身体很瘦，裹在被单里。 虽然医生
说已无大碍，但我还是感到一阵阵的
心疼。

哥哥也出现在床边，我们一家人
终于团聚了。 虽然为了照顾病人，我

们还是没能在一起吃顿饭，但这么多
年来，这是第一次我们一家四口在一
起!

爸爸出院回到家的那天，哥哥回
去了， 我留下来继续照顾爸妈两天。
当我也不得不走的时候，突然觉得非
常不舍，只嫌时光太快，假期太短，陪
父母的时间太少，这种感觉以前从未
有过。 自从上大学离家，我每年返家
都觉得在家时间过得很慢，父母多问
一句工作生活上的事就觉得烦心，和
他们亲近不起来，甚至妈妈为这事还
哭着数落我。

一场灾难、一次重病 ，往往能让
至亲至爱的人从天涯海角聚拢在一
起，也会让人重新体会亲情和人生的
意义。 (摘自《北京青年报》)

“邮政爱情”
“北大荒”的一位女知青回

忆说，当时，按规定是不能谈恋
爱的， 因为那是 “犯错误”，但
是，爱情仍像是冰河下的鱼，也
许看不见， 但是它们并没有冬
眠。 那时，一个眼神的力量抵得
过千军万马与海誓山盟。

在同一农场有两个相恋的
青年，他们压抑而甜蜜地爱着，
最经典的镜头， 就是用邮包来
传递咫尺天涯的爱 ， 绝密 、紧
张、美丽。 男的每周把需要换洗
的衣服拿去邮寄， 收件人就是
他心爱的女孩， 落款地址故意
写成她的故乡； 女的收到邮件
后， 都会翻遍所有脏衣服的口
袋，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五
个字：“想你。 再烧掉。 ”女孩贪
恋而带点负罪地读着简单而热
烈的几个字， 然后在一个背风
的地方偷偷地烧掉那字条，“想
你”两个字捏在拇指与食指间，
烧到最后，手指灼痛了，然后就
泪流满面扔掉那最后的火或者
灰烬。

去河边洗那堆衣服， 是女
孩最甜蜜的劳动。 衣服晒干了，
带着阳光的清香， 再颇费周章
地通过邮局寄回给他， 发件人
地址是那男孩的故乡。 她的邮
件里也有一张字条， 只动了一
个字：“烧掉了，想你”。 词序调
了，意味深长。 恋爱里女孩特有
的调皮、聪慧与一点的矜持，就
这样被她巧妙地排列出来。 他
们没有拥抱，没有十指紧扣，但
是，他们的心早已相连。

他们认为天衣无缝的秘密
地下爱情， 终于在回城的那一
天公之于众，大家都笑了，异口
同声地说：“别把我们当傻子 ，
我们早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不
揭发呢？ 大家又笑了：“谁没有
爱着？ ”

爱情， 那特定年代里压抑
的 “邮政爱情 ”，充满荆棘与抗
争，也散发着一种微苦的药香。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一双旧鞋子
那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背部僵

硬，有点酸痛。 这并非不正常，因为我
的背部有毛病已经多年，但那天无论
我怎么伸展和摆动都无法让它松弛。
不过，我还有 5 条狗在门口耐心地等
待着，要出去做它们的“晨运”，于是，
我慢慢地弯下身子， 给它们戴上项
圈，然后开始把我的鞋子套上。 不过，
在我穿鞋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鞋子像
我身体那样， 显露出了磨损的迹象。
鞋底裂开了一条缝，这让我知道用不
了多久我就得换掉这双鞋了。 我多么
希望我的背部也能跟它们同时更换。

遛完狗、看完日出、吃完早餐之
后，我开始感觉到好多了。 背部的疼
痛也消失了，笑容也返回了。 这时，我
想起了一位朋友最近给我发来的一
封信。 她在信内贴了一张很美的照
片， 照片上是一双破旧的工作靴，摆
放在门廊的地上。 工作靴的皮革已经
有裂纹，鞋底已经裂开，鞋带也断了，
但它们仍然显得很美，因为有一簇漂
亮的凤仙花种在里面。 这些花在这个
奇特的“花瓶”里长得又高又壮，这张
照片再次提醒我，尽管我的身体经常
会觉得像是一双破旧的鞋子，但其内

部仍然有一个灵魂，它每天都继续在
爱 、欢乐 、平静 、幸福和善良之中成
长。

在人生的某个点上，我们得决定
自己到底是谁。 我们是一天天变老的

肉身呢，还是体内那个永远青春的灵
魂？ 总有一天，我们体内爱的精神不
得不步出其自身那双破旧的鞋子，离
开它们自行前进。

(摘自《世界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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