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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坐烹茗 ■沈永银

告别油腻再出发

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人
到中年，除了长肉容易，哪里还有容易
的事了？此时，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一层又一层，笑笑而不语。每次都是自
我安慰因为压力胖罢了，等压力少了就
会瘦下去的哈。

昨天的同学会，我没去。那个热闹
了很久的群在聚会之后又安静了下
来。同学会结束后班长在群里总结了
一段话：“我们这一届中年人，是被遗忘
的一届中年人。毕业了，工作却不分配
了；工作了，房子却不分配了；买车买房
养娃了，则又要支持生二胎了；默默无
闻在工作，又可能因为年龄要被优化
了。我们咬牙坚持为了什么？为了不
停留在原地而努力奔跑，为了不被这个
社会淘汰啊。”

曾经的我以为人到中年，将是各种
荣誉傍身，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其实现

实生活中大多数中年人活得越来越像
西游记，顶着悟空的压力，拥有着八戒
的身材，留着沙僧的发型，最主要的是
越努力却离西天越遥远。往深了去了
解，你会才发现一个秘密：一个中年人
的崩溃，都是从缺钱开始的！

太多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手
头的这份工作是目前唯一的生存稻草，
一旦这根稻草出现了裂缝，所有之前搭
建的美好会在一瞬间瓦解。

不知道今天是想得太多，还是没有
参加同学会，抑或是看得太多的消极新
闻，我久久不能入眠。独自站在阳台
上，看着马路上的车辆来来往往，看着
送外卖的小伙子还骑着电动车在派单，
这特别的风景看得自己的心情又那么
压抑了起来。

不知不觉，身上被轻轻地盖上了一
件睡衣，才知道妻子也醒来了，她什么话

也没有说，只是静静地陪着我。妻子随
后拉着我的手，带我走进了小区的凉亭。

在小区路边的灯光下，看着池塘里
的锦鲤悠闲地游来游去，抬头看着夜晚
的星空，让我想起了童年的美好。这里
没有了车来车往，也看不到各种为生活
奔波的场景，有的是往日美好的重温，
有的是小惊喜。

就这样静静地坐了一会，我的心情
也慢慢地平复了下来。妻子拉着我的
手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为了这
个家，努力着奋斗着，所有的压力都一
个人扛着。人到中年，总会经历一个坎
的，总会过去的，我陪着你走过去！”

妻子又说：“你知道吗，曾经的我也
很迷茫，工作的压力，小孩的压力，因为
加班又因为生活琐事，我们第一次吵架
了。那时候刚搬新家不久，我破天荒地
迷路了。那晚撑着雨伞哭着打电话给

你，你放下了所有的怨气，只是暖暖地
说了一句‘咱家的丫头，是找不到家了
吗？等我来接你噢。’一句话，暖到了
我，瞬间觉得人间值得，你也值得。有
你，什么坎过不去啊！”

好一句“有你，什么坎过不去啊！”
彻底击碎了我苦心搭好那层所谓的防
护墙。看着妻子闪烁着泪光的眼睛，我
紧紧相拥，在这一刻我卸下了一个中年
男人心里的所有包袱，也卸下了所有的
情绪。

我笑着对妻子说：“深夜是魔鬼，会
让我想得太多，会让我做出不理智的决
定！走，咱回家睡觉！”

人到中年，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我们的心态变了！谁说人到中年，除了
长肉容易，没有其他容易的事了？我只
想告诉你！调整好心态，拥有阳光般的
心态，再油腻的大叔也会变成励志大叔！

夜航船

湘湖新苗 ■邵意窈

为你，千千万万遍

端坐在书房，翻开这一本令人荡气
回肠的小说，我走进了《追风筝的人》的
世界。仿佛这一切真的发生过，而我就
如同一个若有若无的人，生活在他们的
身边，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待到我看到
的一切在脑中定格，我已经无声地哭成
了一个泪人，不断有晶莹的泪珠滚落在
散发着清香的书页上。

“为你，千千万万遍。”合上这本书，
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引领着我
一遍又一遍地去重温这个动人的故事，
去理解它，去感受它。

作者用细腻而温暖的笔触，勾勒出
一个如梦似幻又残忍血腥的故事，勾勒
出人性的本质与救赎，勾勒出阿富汗30

年的揪心历史。
12 岁的富家少年阿米尔和仆人

哈桑孩提时代情同手足。“为你，千千
万万遍”——正是哈桑心中的这个声
音，让他多次帮助阿米尔，无怨无
悔。然而当哈桑遭受他人暴打和侮
辱的时候，懦弱的阿米尔却没有挺身
而出，他为此感到羞愧，内心受到煎
熬。他使出了浑身解数，把哈桑逼走
了。过了几年，阿米尔与父亲逃亡美
国，在逃亡路上，和在美国生活的日
子里，他时常想起哈桑。成年后的阿
米尔，无法原谅自己对哈桑的背叛，
一种沉重的罪恶感时时折磨着他，他
越来越需要为自己找到一条自我救

赎的途径，让心灵得到释放。后来，
他冒着生命危险重返暌违20来年的
故土，解救了哈桑的儿子，将他带回
美国，收为养子……

故事中反复出现一句话——“为
你，千千万万遍”，这是哈桑发自内心
的承诺和誓言，更是他执着不悔的信
念。他对阿米尔的付出和感情，全都
凝结在这一句话里。这是一种真诚的
付出，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无怨无悔
的付出。正是这种真诚和无悔，才使
得曾经背叛了哈桑的阿米尔内心受到
洗礼，在多年之后寻求并获得了心灵
的救赎。

“为你，千千万万遍”。这句话一直

萦绕于我的心怀，它让我想起了生活中
的许多人和事。就好像父亲每天做饭
菜，送孩子上学；母亲每天洗衣拖地，给
我们检查功课；老师每天批改作业，认
真上课、备课；清洁工人秋天扫落叶，冬
天铲雪；交警风雨无阻地指挥交通……
为了孩子，为了学生，为了环境，为了出
行者，无论早晨还是晚上，无论寒冬还
是酷暑，无数人在默默地付出，无私地
奉献！

“为你，千千万万遍！”这是“哈桑
们”对我们的付出和奉献，亦是上天赐
予我们最好的礼物，这份礼物，这份美
好的情感，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永不
辜负。

风景独好 ■陆永敢

“山居新图”在佛山

佛山，是一座山，一座苍翠碧绿的
山；佛山，是一个村，一个美丽闲适的
村；佛山，是一个乐园，一个放飞心情的
乐园。

从萧山驱车经戴村到村口，“佛山
村”三个大字熠熠生辉。放眼展望，一
条崭新的柏油路伸展前方，逶迤不失平
实，蜿蜒不缺整洁，通向每条村弄、每户
院落、每个车位。一条小溪穿村而过，
两旁石垒壁立，两岸绿色成荫，花团锦
簇，溪流潺潺鸟鸣脆脆；村庄里，白墙黛
瓦的民居错落有致，一座座整洁的院落
引人注目，几竿翠竹，几盆花卉，格外简
朴宁静；这里的每一条弄、每一座桥、每
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系水，都是使村
庄绿起来、田园美起来、村民富起来的
绝妙音符，为美好佛山增添诗情画意；
夜幕降临，村道两侧路灯齐放，灯光普
照，火树银花，如同城市一般。这就是
如今的佛山村，犹如一方现代版的世外

桃源，更似一幅灵动的佛山《山居图》。
佛山村，就镶嵌在这神圣奇妙、群山环
抱、层峦叠嶂、竹林连绵、翠绿辉映的福
荫之中。佛山很小，她是位于杭州市南
端的一个小山村，名不见经传；然而，佛
山很大，这里人文底蕴深厚，是近代名
人钟伯庸和革命烈士钟阿马的故乡，是
《长潭十景》中“洪村市饮”“枫岭樵云”
“和庆闻梵”的所在地。

城市与农村，是人类居住地的分
类。千百年来，城市代表着现代与文
明，而乡村作为城市的对应面，是封闭
与落后的代名词。然而在佛山村，可以
寻找到人类第三种栖居地。说它是城
市，显然不像，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
马龙，没有交通拥堵，没有人口密集，没
有环境污染，没有钢筋水泥的丛林，也
没有不会呼吸的地面；说是农村，没有
意识的封闭与落后，没有环境的不洁与
杂乱，也没有农村的劣迹与恶习。有的

是诗情画意，有的是神话乡愁，有的是
江南山乡的独特风貌。

佛山村0220号钟沈方庭院，住着
一位退休教师和一位退伍军人，夫妻俩
思维超前，在打造美丽庭院中，手笔大、
速度快，走在前列，成为示范典型。墙
门外挂着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
之家”牌匾，整洁的家园呼之欲出。笔
者在村干部带领下，有幸走进了钟沈方
庭院。一幢三层小楼房，建造于8年
前，外墙洁净如同新建。庭院里，苗木
花草科学组阁，四季常青，名贵的罗汉
松展翅吐翠；沿路透彻的铁栅栏一览无
余，无论你站在园内看园外，还是在园
外看园内，都能给人以通透明亮、大气
豪迈、毫无阻隔的感觉。

东吴桥，位于吴家墙门东面，建于
清代，是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屹
立，仿佛停泊在淙淙佛山溪上的古老音
符，余音绕梁、经久不息。古白云庵、太

庵、古井、新洞桥、太平桥等文物古迹，
保存完好，值得游人观赏。

“旅店悠悠望草桥，无如此地泛香
醪。行人欲解穷途恨，野店无帘且自
招”。来到洪村市饮的景色前，遥想当
年的繁华与喧嚣。码头上停靠的乌篷
船，在向你诉说：曾经的这里，有许多商
贾云集、货通三江的故事；在向你诉说：
曾经这里，当铺、钱庄、米行、酒店一应
俱全、生意兴隆。在这里，可以领略到
宋代的热闹与张狂。

横空出世的山林漂流，正紧锣密鼓
施工中，一条盘旋在钟岭水库一侧、逶迤
曲折、不见首尾的“长龙”，已初具雏形。
不日的将来，完整的“漂流”跑道，将呈现
在人们面前，形成佛山游乐的一个亮点。

佛山村，将美丽乡村与村庄历史、红
色文化、乡村旅游有机结合，一幅“村景融
合、文化植入”的新时代画卷正徐徐展开，
犹如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缓缓向你走来。

雾气上升
天鹅在调整裙子心事重重
星星们查验湖水的顽症
有灵气被提取
现在湖岸静下来
散步的我们放弃了讨论
只想回到一块泥巴里
重塑朴实湿润的愿心
让它生长为无名的本草就好
这是我想要的时刻
天空迸溅幽香的体液
天上的女神显影
就坐在丝绸质地的水面吧
也坐在黑白层叠的水面
我愿卸下翅膀和铃铛
与世界音讯消绝
没有谁看见和听见
仿佛真的才是假的
将人类出生的房间涂黑
旁观一出出无端泪涌的好戏
一直到厌倦一直到几近天明
过路的船只递来一盏灯
它张嘴把我喊做小妖精

野生者乐园

挖洞的地鼠，臭美的金鱼
固执的蚂蚁，迷途的刺猬
我曾与它们交谈世界多奇妙
它们回报童年深情，永不忘于江湖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人们研习飞禽的登高术
探究走兽的模特步
又动了贪心和味蕾，饥肠辘辘
那不是自由，那不是蝌蚪摇身一变
夏日蛙鸣，慰藉多年的孤独症
为什么要捕食所有？
冬日窗棂前，一棵柿子树挂高处
安置一只发愁的斑鸠
我盼望翅膀们飞得更高更远
继续替人类勾画落日余晖的美图
山涧清流不绝，苔菜丰润
蝙蝠终日盘旋在它滚烫的梦中

一路奔跑，已记不起上路的初衷。抑或
是，并未淡忘，但却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其中，就
像秋天的一片叶子，飘飞、旋转，在空中划出曼
妙的弧线，最终被溪流裹挟，一路急流而去。

奔跑的尽头是什么？谁在等你，你在赶赴
谁的约会？

清晨上学，在车辆的洪流里，每个人都急
不可耐、你争我抢，一路疾驰带来一路风尘。
忽然想，这一路的风尘，不就是每个人奔跑的
结果？奔跑，大人们奔跑着养家糊口，奔跑着
争夺市场，奔跑着抢占先机；奔跑，孩子们奔跑
着夺取第一名，奔跑着想要得到更高的分数，
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那么，那一路扬起的
风尘，最终迷失了谁的眼，喑哑了谁的口？

结果已经呈现，我们都在雾霾里满面灰尘
而疲惫不堪，最重要的，我们已经停不下步子
来看看路边的风景，看看彼此眼睛里最真实的
渴望，听听心里最真实的呼喊。

最近总是在做这样的梦，梦中又在相对悠
闲的暑假去到了图书馆。而去到那远离了纷繁
考试、名次等第的图书馆，心情是何等的宁静和
喜悦啊，于是在梦里都欣喜地提醒自己，要好好
地珍惜。一辈子待在图书馆里的博尔赫斯说，
如果有天堂，那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从没有想过有人会这样把图书馆和天堂
联系起来，但在骄阳烈日的假期里静静地待在
图书馆的日子，确实是类如山中岁月，有“人闲
桂花落”的静谧，也有“莲动下渔舟”的喜悦。

但这样的美好日子也已经很久不曾有
了。人近高考，上课，考试，看排名，补课，一路
奔忙，无暇去梦想、发呆，无暇去回望、惋惜，甚
至无暇去自问：这样的千万人一条道的奔跑，
到底意义几何？

一路奔跑，身不由己地被车流、人群推搡
着前行，几乎要忘却自己的存在……

忽而抬头，惘然四顾：有谁也在发出相似
的喃喃细语？是否我们真的再也停不下那匆
匆奔跑的步子？

即便真是如此，因为生活你不得不继续奔
跑，但愿心中亦留有三分岁月静好，一路奔跑，
一路亦能看到路旁有美景堪赏，一路奔跑，一
路亦感到有自在清风拂面。

人生感悟 ■鲍祺

奔跑

湘湖诗会 ■苏小青

仙湖（外一首）

郭德纲于谦的相声里，经常会出
现一个梗——“嗑毛豆”。郭德纲自夸
是做学问的，吞吞吐吐的。于谦笑他，
你磕毛豆呢。郭德纲又说，自己还会
用电脑打字。边说，边做出打字状。
于谦又笑他，这不是打字，是嗑毛豆
呢。在相声《我是黑社会》里，郭德纲
说买了两斤螃蟹回家，与老爷子一起
吃，还比画着老爷子吃螃蟹的样子。
于谦笑问，你爸爸这是吃螃蟹呢，还是
嗑毛豆？

于谦说的“嗑毛豆”，里面的这个
豆，指的是黄豆。豆腐、豆干、豆花里的
那个豆，也是黄豆。我们常说的豆芽、
豆子、煎豆，豆也都是黄豆。豆，当然不
只有黄豆，还有绿豆、红豆、黑豆、豌豆
等等，如果是这些豆子，会专门指出来，
没有特指的豆，都是黄豆。在豆的家族
里，黄豆的江湖地位就是这么高。

与黄豆一样，有着很高江湖地位
的，还有很多，比如葵花子。天冷了，闲
下来，说，弄点瓜子嗑嗑吧。这个瓜子，
就是葵花子。西瓜子不是瓜子吗？南
瓜子不是瓜子吗？黄瓜子、丝瓜子、吊
瓜子，就不是瓜子吗？当然也是瓜子，

但我们平常说的嗑瓜子，嗑的就是葵花
子。你去小店问，有瓜子吗？店主就会
扔给你一包葵花子，除非你说我要一包
西瓜子，或者一袋南瓜子，不然，店主认
定你要的是葵花子。

男人去买菜，女人叮嘱，好几天没
吃肉了，馋了，割点肉回来吧。这个
肉，肯定指的是猪肉。菜场里，肉多着
呢，羊肉、牛肉、兔子肉、鸡肉、鸭肉、鹅
肉、鱼肉……那不都是肉吗？没错，都
是肉，但女人要的，却是猪肉。如果是
鸡肉，她会告诉他，买只鸡；如果是鱼，
她会告诉他，买条鱼；如果是羊肉，她
会告诉他，买一条羊腿。她现在只说
割点肉，那个肉，指的就是猪肉，而非
其他任何肉。倘若男人买错了，小心
拧耳朵。

你看看，豆子里的毛豆，瓜子里的
葵花子，肉里的猪肉，江湖地位就是这
么高，独揽话语权。它们也不是浪得
虚名，而是以其至尊的地位，成为某个
词的专有者。

在某个单位，也有这样一位“黄
豆”式的人物。那是一个业务单位，专
业技术很重要，而他，就是业务尖子，

是重量级、专家级、权威级的人物。他
不叫黄豆，不叫瓜子，当然，也不叫肉，
他叫“他”。

遇到棘手难题了，一帮人手足无
措，一筹莫展，领导走了进来，环视一
圈，焦急地问，“他呢？”有人答，昨晚他
值夜班，还没来呢。领导吩咐，还愣着
干吗，赶紧给他打电话啊，让他辛苦一
下，立即来单位。

事情难以定夺，去请示领导。领
导先不谈问题，不看方案，而是问，“他
怎么看？”“他什么态度？”“请他想想解
决的办法嘛。”

工作中出了差错，遭受了损失，领
导气得拍桌子打板凳，他没教你们怎
么做吗？你们就不能像他一样兢兢业
业，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将工作做深、
做细、做透？真是一群吃干饭的。

他就是这么让领导放心，让同事
信任，让大家依赖。他是业务尖子，一
切疑难杂症的杀手，是大家的主心
骨。单位有很多人，有你，有我，有他，
但领导口中的“他”，只是他，“他呢？”

“问问他。”“请他来。”“让他去解决。”
众人也跟着领导尊他为“他”，久而久

之，大家甚至忘了他的名字。
他在单位工作了一辈子，受人尊

敬，令人敬仰，但是，一辈子也只是个
与我们一样的普通工作人员，虽然领
导似乎一刻也离不开他，总是将“他”
挂在嘴上。

后来，他光荣退休了。
又遇到棘手难题了，领导环顾一

圈，问，他呢？大家都以为，领导一筹
莫展，又想起他了。大家都感动得想
落泪。这时，一个人影闪了进来，领导
即刻眉开眼笑，说曹操曹操到，他来
了，我们有办法了。

大家睁开朦胧的双眼，看到一个
熟知的同事。原来，他现在成了“他”。

很快，新的他，成了那家单位新的
毛豆。

有人笑说，在我们单位啊，每个人
都是“他”，毛豆，瓜子，或肉。

黄豆的江湖地位
■孙道荣

潘水农贸市场1楼房屋296㎡及坎山综合
市场1楼房屋600㎡分别整体招租，经营项目：
小超市（现有农贸市场经营商品除外），要求具
有同等规模超市经验（提供相应营业执照）。报
名时间：2021年1月18日至 19日；联系人：来先
生；电话：82716371；15888823541；报名地址：
城厢街道城河街1号贸易大楼7楼市场服务
公司资产管理科。

杭州萧山市场建设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招租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