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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自受记
陈沐

从汉堡去吕贝克， 这两个城市
很近， 城际高速40分钟便可到达，
汽车需一个多小时。 从最近的林子
钻， 骑自行车约摸四小时也可到。
本不远， 只是一人骑行难免考虑路
上会不会有一两个强人与我为难，
于是自己规划了一条绕过了所有林
子的道， 几乎就是贴着公路走， 一
下子路程成了131公里， 心里也安心
些许。

头一个半小时看着手机导航里
越来越远的汉堡， 顶着金黄的大太
阳， 青草的味道， 机油的味道， 马
的味道， 一直交换着在鼻子里扑腾，
可以说惬意非常。 只是一直奇怪这
样的好天气， 怎么连个同好也不见。
直到来到三分之一处， 有个漂亮的
堡， 我曾专门为之来过。 这时， 突
然下起雨来， 我勉强骑了一会儿发
现单衣单裤全湿透了， 一阵风来冷
得钻心， 无奈停在屋檐下， 发现手
都打不直了。 屋檐很小， 挡不住雨，
风更是一点没拉下， 直往身上招呼，
我在其下如同弃妇， 心心念念都是
天气预报为何要骗人呢？ “初既与
余成言兮， 后悔遁而有他。” 这样的
躲雨在路上还有许多次， 只是纬度
越来越高， 天也越来越冷， 平原上
夹着风只有3摄氏度左右， 这些风从
我湿透的单薄衣裤里挖走了更多体
温， 于是到后来我便不再躲雨了，
因为没办法停下运动， 一停下就感
觉能冻休克。

风里雨里， 太阳偶尔出来几秒，
那几秒里， 在旁边机动车道车轮溅
起的雾中就会有一条彩虹。 其实这
个场景我并没在当时看到， 我是在
汉堡的大街上看到的， 当时坐在巴
士里， 看彩虹追着车跑， 也不埋怨
天气之反复了。

就在我腹诽“春雨贵如油” 这
句话的时候， 前面的路却断了。 在
那个漫长地找路的过程里， 我撞进
了无数别人家的后院， 庭院深深深
几许， 还出得去出不去了？ 街上没
有人只有雨， 丝丝绕绕缠得人快不
能呼吸。 最终还是找到了出路———
横穿4.8公里的无人草原。 推着车，
很自然地开始小声背 《离骚》， 来让
自己不要过于注意身体情况。 走到
草原中央时， 突然想起了之前看过
的 《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 作者是
奥斯维辛的幸存者， 是一个懂哲学
与诗歌的意大利化学家， 书写得那
样阴郁， 却几乎看不到恨， 满满全
是耻辱。 有一次他同另一个意大利
人聊 《神曲》， 却怎么也想不起最后
几句了， 他慌了， 求人告诉他忘掉
的那几句， 他愿意用当天晚上的汤
来交换， 即使那碗汤是一个囚徒活
下去的唯一可能。

终于穿过了草地， 到了骑行的
第5个小时， 胃疯了似的开始叫嚣、
痉挛， 让我去吃点什么。 为了这趟
旅行， 我带了一根能量棒和三升水。
能量棒已经吃完了， 只能不断喝水，
可只能抵一会儿， 几口过后胃便完
全不上当了， 那是种水浇不灭的干
饿。

饥寒交迫时， 前路却开始大上
坡， 我只能站起来踩踏板。 小时候
溆浦是有黄包车的， 三角坪那里是
个大上坡， 师傅们总是站起来蹬，
腿肚子像要炸了的河豚， 有些师傅
的腿上更是有蜿蜒的狰狞的血管，
外婆说那叫静脉曲张， 是给累出来
的。 之后我发现家人们上那个大坡
时总会跳下车来跟着走， 于是我也
跟着做， 只以为是“不要让师傅的
腿难看了”。 我蹬车， 为了消耗过剩
的精力、 卡路里以及好奇心。 那些
师傅也蹬车， 却是用精力去交换卡
路里， 好奇心于他们则更是奢侈品,
像那句“有些人并非赢在起跑线，
而是被生在了终点”。

6个小时后， 好歹看到了吕贝克
城郊的加油站。 晕眩着停车落锁，
几乎快忘了怎么说德语 ， 只说了

“面包， 两” “咖啡， 请 ”。 握着
咖啡的时候才回忆起了“暖” 这个
字， 管不得还烫着一仰头倒进嘴里，
到晚上才知道那一下烫伤了喉咙。
吃饱喝够便继续驶向吕贝克主城。

一个转弯后， 逆光里的那座中
世纪古城美得如同时光的叹息。

念奴娇·
贺“一带一路”论坛开幕
赵正安

欣闻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5月14日至
15日在北京举行， 世界政要及各界精英云集怀柔雁栖湖
畔共商丝路倡议。 特赋词一阕， 以示庆贺。

丝路万里，
雁栖处、
纵论共建倡议。
茶马古驿，
人道是、
丝绸茶叶瓷器。
胡马飞奔，
驼铃声急，
张骞往来兮。
沧海无涯，
郑和横渡无忌!

时空轮换世纪，
巨龙出妙计。
四海同心，
五洲同力，
论辩间，
增进民生福祉。
五通梦圆，
天下皆兄弟，
共享盛世。
一带一路，
焕发人间奇迹!

湘阴洋沙湖
李定坤

(一)
漾漾洋沙湖水翠， 蓝天碧野鹭飞鸣。
花红树绿游人醉， 乐在诗情画意中。

(二)
湘阴域内有天堂， 画里风光处处藏。
若到洋沙湖上住， 寻幽不必去苏杭。

梅花烙
袁姣素

母亲是家里的灯， 是盆上的炭， 是雪中的
梅。“母亲在，家在。母亲在，天地都在。 ”这话说
得真好，说到心坎上去了。

逢年过节的，便要回家去看看，母亲最喜欢
的事情就是展露她的厨艺。 我们一起去街上买
菜，母亲步履缓慢，气喘不已，我便不准她去，说
自己去买回来便是。 母亲不肯，嗫嚅着，就算陪
我走走吧， 你们回来一趟也不易。 母亲兴致勃
勃，我也只好依了她。母亲真的老了，银丝如雪，
脸上阡陌交错，再不是以前那个明眸皓齿、号称

“百灵鸟”的标致美人了。
记得外公说过， 母亲曾经到他工作的九江

铁路局呆过一段时间，因为她喜欢唱歌，声音柔
美洪亮，模样也生得标致，外号“小百灵”。 当时
有位年轻的铁路工直接跑到外公那里送了一匹
花布给母亲做新衣，并以此保媒，要迎娶母亲。
外公有6个子女，全家都指望他一个人的工资糊
口。 母亲是老大，把她嫁出去了，口粮就可以给
弟妹们余下，在铁路上还可以解决工作。谁知天
有不测风云，许是天意，母亲的命运不在铁道线
上。临出嫁时，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每家每户
翻箱倒柜查户口，到处闹哄哄的，文革开始了，
母亲被逼着回了老家。

母亲虽出身贫寒，但读完了初中。 她心灵手
巧，几岁就会织布，帮外婆照顾弟妹，操持家务，16
岁下放农村，嫁在农村。 1979年回城，1980年安置
在一个镇办的绣花厂工作。由此，我们姐弟仨也就
随了母亲的户口，成了名副其实的半边户。

母亲成家之后，爷爷奶奶都相继去世，父亲
又是独子，母亲一边上班一边照顾我们姐弟仨。
幸亏她勤劳聪慧，在单位绣花是一把好手，还会
自己裁缝衣裳，挣的工资总是最高，总算还能勉
强度日。 母亲绣的鸳鸯戏水、孔雀开屏、荷塘月
色、傲雪寒梅等等都栩栩如生，让人爱不释手。
尤其是梅花，堪称一绝，各种形态的梅花都能得
心应手绣出风采，含苞欲放的，寒冬怒放的，早
梅，冬梅，雪夹梅等等，形态各异，风骨万千，让
人惊艳不已，在单位被称“一枝梅”。

母亲喜爱梅花， 总以梅的风骨和精神告诫
我们：做人要经得起磨难，守得住寂寞，受得了
委屈。为人要诚，做事要端，要有“零落成泥碾作
尘，只有香如故”的品行。

记得有次母亲很晚还没回家， 姐姐看我和
弟弟挨饿，便到外面去找吃的，那时谁家里都很
穷，哪有吃的匀给我们？姐姐看到旁边菜地有几
蔸大白菜，便拔了蔸回来，想洗干净了煮给我和
弟弟吃。 没想到，白菜刚刚洗好还没有下锅，菜
地主人就过来了， 一把夺过姐姐手上的篮子挂
在屋门口的桃树上， 气势汹汹地对我们说，“不
许吃！ 等你们大人回来了给他们看看你们干的
好事，街巴佬！ ”我们都吓坏了，姐弟仨抱成一
团，瑟瑟发抖。

那时我们虽住在乡下，却没有土地，都是靠
母亲的工资度日。父亲一个人的土地少得可怜，
便给了他的异姓兄弟去种， 自己到很远的洞庭
湖做事，一年才回家一次。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喊
我们是“街巴佬”，我们姐弟仨时常被村里的小
孩追打，因为身份不同，我们住在这里好像有点
跟乡村格格不入。

母亲回来后，在那人唾沫四溅、添油加醋的
高声控诉中一言不发，脸色铁青。她搬了一架木
楼梯过来，把姐姐吊起来绑在上面，又拿了根皮
带出来，搬了根烧火凳让我和弟弟坐在一起，对
面看着姐姐。母亲用皮带狠狠地抽打姐姐，我和
弟弟吓得哇哇大哭。直到姐姐被打得皮开肉绽，
哀嚎不已，那人才满意地取下那篮白菜，扬长而
去。母亲把姐姐放下来，抱着我们姐弟仨放声大
哭。 从此后，不管母亲回家多么晚，我们都饿着
肚子，从不会到别人地里去看一眼。 那一年，姐
姐还不到10岁，弟弟4岁。

母亲有句口头禅，“各做各的人， 各烧各的
香。 ”尽管村里的人对我们另眼相看，她都不计
较不放在心上。 村里困难的贫困户、孤寡老人，
她都会挤出口粮给他们送去吃的，逢年过节的，
给他们缝制新衣服送去。慢慢地，村里的人们都
喜欢上了母亲， 不管男女老少也随着族谱开始
亲热地喊她“满娘”。

后来，我们都长大成家了，条件也慢慢地好
了。母亲因为多年的操劳，一头的青丝早已变成了
白发，身体也每况愈下，小病不断，但她从来不会
动不动就喊我们回去，总是悄悄地在家里熬药，实
在坚持不住了才去医院看看。 家里不管是谁的生
日，也不管你回不回来吃，她都要过来弄一桌子的
饭菜摆好，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母亲姓曾，叫小梅，梅花的梅。

幸福
曾翾

在孩童时期懵懂无知的时候，家里条件比较苦，
总认为幸福就是每次过生日时家里给买的旺旺大礼
包。 吃着浪味仙，吸吮着手指，会有一种无与伦比的
满足感。 对我来说，幸福来得很快也停留得很长。

读小学时， 幸福对我来说就是酷狗文具盒里那
一排排精致的水笔和各类文具， 写作业时不停地换
笔，感受不同类型的笔带来的不同触感和质地，觉得
十分满足。 这种感觉来得快，保质期也很长。

初中时， 幸福对我来说就是那些刚刚进入中国
市场的耐克、阿迪达斯等各种漂亮、动感的服装，穿
在身上总有一种很特殊的满足感， 看到同学羡慕的
目光， 总觉得有点轻飘飘的幸福感， 来得快去得也
快。

高中时，幸福对我来说就是一套套崭新的漫画，
在课间阅读的时候， 带我进入各种思绪的天地尽情
畅游。 这种幸福感同样来得快，去得也快，漫画剧情
结束也就终止了。

到了大学， 刚开始幸福是变换各种不同的手机
和数码产品，体会物质消费带来的直接快感，接着是
网络游戏上成为RMB玩家的虚荣感和满足感。 最
后， 幸福就是一步一步去认识自己的方向以及感情
的稳定。

毕业后，各种问题扑面而来。进入社会忽然发现
幸福不见了， 曾经那些能让我得到持久满足的幸福
感荡然无存，只是偶尔有亲情、爱情、友情带给我温
暖，暂歇性地满足一会儿，但马上又被各类困惑、迷
惘等各种感受缠绕。

几年下来，我已不再年轻，幸福貌似已渐渐远离
我的生活，我整天忙碌奔波，无暇再去感受。现在，我
觉得人生的最大幸福，就是坚持自己的理想，一步步
前行，如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我的幸福感将会是空前
的、无法比拟的。

风和日丽，独自出游漫步，心是空灵的，什么也
不想，这就是幸福；和父母一起看电视，讨论剧情，争
论结局，这就是幸福；周围的朋友成双成对，相濡以
沫，互相依靠，这就是幸福；有人生经验的长者严谨
地给我指导和提示，使我少走弯路，这就是幸福。

曾经，对很多人跟我说过的“幸福，是无处不在
的”这句话嗤之以鼻，总觉得幸福是高高在上的、奢
侈的、难以实现的，以为只有如此才能彰显幸福的价
值。现在我才知道，幸福就在心中。心中感恩，幸福就
无处不在。

幸福并不是青鸟，需要不停地追逐；幸福就在枝
头，只需要一抬头就能看见，一伸手就能摸着。 好好
善待自己，善待给过你幸福感的人，善待自己得到的
幸福。

痛苦、遗憾也是一种幸福！它会通过剧烈的疼痛
让你明白幸福的可贵， 让你珍惜且不再错过你遇到
的幸福！

一
碗
锅
巴
粥

周云武

老家侄子， 从小得病， 一直不能
站立行走， 20多年以轮椅为伴。 说话
也不清晰， 只有他母亲能听懂他的话。

这几年每次回老家， 总有一年纪
比他稍小的青年陪伴着他。 那青年看
上去眉清目秀， 颇为帅气。 一打听，
才知道是隔壁村的， 叫程刚。 先前本
是很聪明的娃， 上初中时被车撞了头
部， 留下后遗症， 脑子不好使了。 他
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跟着爷爷奶奶
生活， 算是留守青年吧。

人与人的聚合与陪伴， 常常很奇
特。 像侄子和程刚这样的娃， 不能正
常沟通和交往， 在有些人眼里， 是不
待见的。 但他俩却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和搭档。 侄子行走不便， 但脑子好使。
程刚行动方便， 说话吐词清
楚， 很奇怪的是， 他能听懂
我侄子的话， 成了这世界上
第二个能完全明白侄子表达
的人!经常是程刚推着轮椅，
侄子指导他怎么怎么走， 附
近的集镇和村落， 他们不仅
走了个遍， 而且是常客。

后来差不多每次回老
家， 总能见到程刚。 他极少
与我们说话， 偶尔跟他打招
呼， 问一句也要停顿几秒钟
才回答。 我们也便很少去打
搅他与侄子的世界。 听母亲
说他每天都来， 对侄子极
好。 天下奶奶对孙子也都看
得重， 绝不会嫌弃孙子的缺
陷。 谁对孙子好， 做奶奶的
便也会对他好。 从母亲的言
行中看得出， 她对程刚也很
疼爱。

去年冬， 母亲感冒了。
80多岁的人， 感冒上身便会
拖上一段时日。 母亲每次小
病， 从不跟我说， 电话里还
故意装出精气神很足的腔
调， 生怕影响了我的心情和
工作。 那次待我赶回去看她
时， 她已经恢复得差不多
了。 母亲颇为感慨地跟我
说： “程刚这娃呀， 好有良

心的。 我感冒这几天， 他天天来， 一
来就帮我倒水啦， 揉肩啦。”

我用充满感激的眼光望他， 他居
然躲开了我的眼神， 若无其事。

上次回老家， 当然又见到了程刚。
我们依然任由他和侄子进进出出， 除
了投去友善的眼神和简略的问候， 未
有特别。 现在的老家， 虽是乡村， 烧
饭却早已用燃气代替了柴火， 我好像
随意说了句： “烧点锅巴粥吃就好，
好多年没吃过小时候那样的锅巴粥
了。” 母亲说： “弄不出了， 连柴火灶
都没得。”

傍晚， 一大家子高高兴兴地正吃
着饭。 突然， 程刚端着一大碗锅巴粥
径直走到我面前， 双手递给我……

那是一碗正宗的用柴火烧成的锅
巴粥， 经过锅铲压揉的金黄色锅巴中

夹杂着烧焦的
小黑块 ， 冒着
热气!
� � � � 母 亲 告 诉
我， 他家距我
家有两里多路。 他是从家里、
从他爷爷奶奶那儿端来的!
� � � � 走两里多路， 还冒着热
气， 初始端的时候， 会是怎
样的烫手 ？ 入 夜的乡村小道， 两里
多……他可是大脑不太好使的娃！

我起立， 双手接过这沉沉的一
大碗锅巴粥 ， 不由得眉鼻间一阵酸
楚……竟说不出一句话， 吐不出一个
词。

这件事虽已过去一段时日， 但那
碗锅巴粥及那小青年双手递给我时眼
睛却不望着我的表情， 经常在我眼前

晃悠。 像我这样当年靠拼
读书走出农村， 现在在老
家被当做有了点“出息”
的人， 回去总会受到乡亲
的抬爱， 每每那时， 我心
里其实是颇为优越和自豪
的， 以为是自己的出众或
优秀自然应得的待遇。 这
事之后， 我忽然明白， 那
其实是他们的厚道和高尚！

而像程刚这样待人，
则其善良更纯净， 其厚道
更透彻， 其高尚更无欲。

一个人的善良和高尚，
不会因为其相貌的美丑、
大脑的聪愚而有差别， 也
不会因为地位的高低、 身
份的不同而生悬殊， 它是

一种植根于髓、 深藏于心而常显其行、
掩饰不了的习惯。 这种习惯， 构筑起
人间静好！

那碗锅巴粥， 一直在我心里发酵。

汉诗新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