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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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娘 家
■ 张秀英

人似“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人生百味人生百味

2011年春节，做了半年新上海
人的我得意洋洋地回到了河南老
家。身为村里第一位上海人，尽管
我刻意低调，还是引起不少的关
注。我有点衣锦还乡的感觉！

突然，一位大伯问我：“你在上
海哪个区？”“奉贤区。”他突然煞有
介事地说：“奉贤很穷的，是后娘养
的。”“后娘养的”是奉贤人的自嘲，
指奉贤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可大伯
从未到过上海，有什么资格嫌弃奉
贤呢？但是，我竟然无法反驳他，我
内心恨恨地走开了。这恨有生气大
伯多事，又有嫌弃奉贤羸弱。

生活继续着，我在奉贤的日子
不紧不慢地过着。一天，我应领导
要求参加了区“贤文化”教案的评选
比赛。两周内，我看了大量贤人贤
事介绍材料。这时我才知道，奉贤
不仅有个言偃，还有很多不同行业
的优秀贤士。他们很多人的成就，
是我倾其一生都难以企及的。他们
爱着这片土地，我还有什么资格抱
怨呢？有了这份心，我的教学工作
开始有了灵魂，因为我开始有志于
为奉贤的美丽和强大贡献力量。

奉贤始终如一地回报着在这片
土地上努力付出的人，工作几年，买
房、结婚、生子、买车、换房、评职称，
我算是顺风顺水。与此同时，我发
现奉贤变美了，美得让我忍不住在
闲暇之余到处转转，碧海金沙、申隆
生态园、世外桃源、海湾森林公园、
都市菜园、万佛阁、东海普陀寺、神
仙酒厂等，都留下我和家人欢快的
笑声，承载着我们满满的幸福记忆。

我对妻子有亏欠，因为她是跟
着我从市区来奉贤的，为此她放弃
了升职提薪的机会。这是我的原
罪。过去小夫妻拌嘴，她一提这事，
我就立刻认错。我清晰地记得，从
2014 年开始，她再没有说过那话。
妻子很享受自己在奉贤的悠闲生
活，住着宽敞的大房子，她现在经常
说郊区也挺好的。

2017年过年，妻子的堂妹在景
德镇为女儿办满月酒。堂妹211名
校毕业，后在杨浦国企工作，收入颇
丰，堪称“光宗耀祖”。二伯有着优
秀的女儿和女婿，心情大好。但细
聊几句，他就忍不住抱怨起来。原
来，为了解决堂妹夫妻的住房问题，
两家老人分别卖了常州和景德镇的
两套房子，才在杨浦买了一套60平
方的二手房，还背着 180 万的贷
款。我赶紧安慰他说房子肯定是会
升值，他听完后尴尬地笑了。当他
了解我家情况后，禁不住感叹奉贤
的生活悠闲，幸福。

上周末，我去参加导师的生日
聚会。十几位同学，很多我都不认
识。导师让我们依次介绍近况，我
很担心自己会因为在奉贤被轻视。

完全没有，奉贤在大家眼里只是上
海的一个区，而我在听完他们的近
况后并不觉得自己太落后。席间，
大家的话题又一次聚焦到房价上，
甚至导师都让我讲讲奉贤的情况。
我还没开口，一个师弟就说：“奉贤
现在可美了，经济实力强了不少，我
自己在西渡就买了套房子作婚房，
以后我就是奉贤人了。”看着不少人
羡慕的眼神，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
到身为奉贤人的幸福。我以奉贤人
的身份讲述奉贤的发展，他们竟然
放下酒杯、收起手机、停止闲扯，静
悄悄地听我说话。原来我也可以这
么重要！最后，我放大声音说：“欢
迎各位同学到美丽强大的奉贤考察
置业。”我觉得内心爽极了，连导师
都对我频频点头。

有人说：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
远。过去奉贤经受很多磨难，饱受
大量白眼，但奉贤的道路始终是正
确的，因为“敬奉贤人，见贤思齐”永
远是正确的处事方式，也正是奉贤
人对美、对强的执着追求，才铸就了
现在的“奉贤美，奉贤强”。

我为自己能生活在奉贤这个美
丽强大的地方而自豪！

微笑着迎接每一个清晨的
第一缕阳光
经历每一天喧嚣过后的平静
点亮黑夜的第一盏灯塔
在沉沉的灰暗中
找寻每一丝光亮
铿锵有力的步伐
勇猛向前的身影
炯炯有神的目光
用血肉之躯铺出一条光明之路
在因梦想而倒下的瞬间不朽
化为永恒的星
明天缥缈却又无比清晰
漫长而又无尽的长路
翻山越岭又前路阻隔
无边无际的浩瀚星空
又有谁能倾诉一生的离愁
唯有梦想
在千年屹立的山之巅
在万顷而不枯的海之底
在汹涌澎湃的海浪中
像一艘漂泊的小艇
纵使海风席卷海浪而来
纵使黑云覆盖天空
那又如何
乘风破浪是它的天性
迎浪而进是它的志向
它无悔于天地之万物
荆棘丛生暗潮涌动
无惧艰险奋勇向前
哪怕翅膀断了
但我心仍飞翔
梦想
我心中永远的激情

下午四点钟不到，母亲回来
了，右肩上前面搭着小包，后面搭
着大包，左手拎着个马夹袋，跨进
门口就卸包裹。我说：妈妈呀，你
也真是的，大包小包的，舅舅家都
要被你给搬空了。母亲却笑呵呵：
娘家人送的，你舅舅送的。

母亲坐下后，把马夹袋给了
我，说这是玉米，分一分，我和
你爸留几个，余下的你们姊妹俩
平分。边说边解开大包，大包里
装着几个马夹袋：一袋李子，一袋
小番茄，一袋豇豆，还有一袋茄子。
母亲说：这些都是你大舅妈刚刚摘
的，新鲜着呢。说罢解开小包裹，里
面有四条黄瓜，两根生瓜，三只菜
瓜。我说：这包应该是小舅舅摘的
了。母亲笑笑：是的，今天小兄弟也
休息，去得恰好，两个兄弟都碰头
了。其实，我听见母亲昨晚在打
电话，她是知道舅舅们都在家才
去的。

外 公 和 外 婆 去 天 堂 很 多 年
了，母亲却还时不时地说要回

“娘家”。清明节，外婆、外公的
忌日，回“娘家”去看看是责
任，平常的日子说回“娘家”，我
总觉得有些别扭，几次替母亲纠

正：应该说去弟弟家的。母亲点
头称是，回头马上又忘记，每次
去时总是对我说：你看护好你
爸，我回一趟娘家。

看着一地的蔬果，想起了从
前——2004 年之前，乡下还没拆
迁，父亲身体还很硬朗，家里屋
后的一块地里，四季都有新鲜蔬
菜。舅舅和舅妈经常来，父亲爱
喝酒，舅舅一来就有了酒伴，一
杯酒能喝上几小时，常常是舅妈催
了几次才干杯。临走，拿上母亲刚
弄好的蔬菜，舅妈一步三回头：阿
姐，你的蔬菜赞。而母亲总会说：
过两日再来，田里还有许多了。

喏，这只瓜拿去洗洗，给你爸
吃。听见母亲喊，我伸手接过，把
瓜洗净、去皮，然后切成小块、插上
牙签，端到父亲面前。父亲坐直了
身子，说：这瓜好吃的，嫩、脆。我
说是的，是小舅舅种的，妈还拿回
了玉米，你也爱吃，是大舅舅种
的。父亲张口吃一块瓜，眼里全是
感激。我对父亲说：这些老早你都
种过的，老早你种，现在舅舅种。

大舅舅退休前住在镇上。退
休回了老屋，爱上了种田，把种田
当作了健身运动。五年前，父亲脑
梗后失去行走自由，大舅舅田里的
蔬菜品种和数量马上多了起来。
有时母亲不去，舅舅会送来。小舅
舅还未退休，跟着大舅舅也抽空种
起了田，种起了蔬菜。母亲去舅舅
家，不管舅舅们在不在，看见田里
有，母亲自己也会去摘点带回家
的。我觉得难为情，母亲却沉着脸
强调：自己娘家有啥好客气的？我
纠正：是弟弟家！母亲反驳：弟弟
是娘生的，是娘家！

我拿了玉米准备上楼，母亲
说：你大舅妈千叮咛万嘱咐，要我
三天后去他们家拿茄子，你爸喜欢
茄子干；你小舅舅也要我去拿菜
瓜，他记着你们喜欢吃瓜。我担心
拿不动，母亲说，怕啥？侄子们会
开车送我的。我说：妈呀，你贪心
了。母亲喉咙有点粗：你舅舅、舅
妈特地多种的，再说了，我拿的物
是自己娘家的。

娘家啊，与娘在不在无关，与
亲情有关。

央视的《经典咏流传》受到了观
众们的热捧，它不仅创造着文化过
年新方式，更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悠
远绚烂，凝聚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与文化自强。特别令我感叹的是一
首由梁俊老师和乌蒙山里孩子们一
起，传唱袁枚的“白日不到处，青春
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的诗，更是将诗词的音韵传唱到了
极致。

袁枚的这首诗，描写的是人们
常见的自然界的青苔或者叫做地衣
的一种植被，苔多生长在阴暗潮湿
的地方，贴着地面生长延伸。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自
然界里，有阳光可以照到的地方，也
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在干燥的地
方，也有潮湿的地方，在白日不到之
处，青苔爬满，青春照样萌动。苔所
处之处，背阳就阴、违喧处静，苔所
生之貌，不根不叶、无迹无影。然而，
就是这样往往被人忽视的外貌，却

让很多的古今诗人对其情有独钟，
成为诗文里不可或缺的一抹绿痕。

无论是自然界里的苔还是诗词
中的苔，大多是安静的，幽僻的，时
常带着一份安静与闲适，而真实的
苔就是如此。

人们通过苔看到了虽小犹敢绽
放的勇气，看到了从羡慕到行动的
力量，看到了貌似弱小生命里的夺
目光彩。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牡
丹的艳丽当然不必再说。然而，生于
不见阳光的阴暗之地，却始终不卑
不亢、兀自生长的苔，留给人们的永
远是顽强的生命力和执着向前的毅
志力，哪怕是无人关注也总是在竭
尽全力地展现着自己的青春，勇敢
地表达着自己的志向。

经典诗词中寄托着诗人的情感
和志趣，饱含着对人生况味的思考
与探寻。

苔，就给人们很多的启示。

人生常态是平凡。行走人世，会
遇见很多出众人才，但遇见更多的
肯定是平凡。平凡的本身没有过错。
甘愿平凡，平凡并不意味着平庸，平
凡也不妨碍你攀登那光辉的顶峰。
相反，平凡是起步的基础，基础的助
力，会把你抬升。人之所以会快乐，
不是他拥有的多，而是他计较的少。
因此，每个人都不要小看自己，每个
人都要做好自己，做到自己的极致，
积极进取，努力向上。怡然自得于自
己的美，自得其乐于自己的绽放。与
其在别人的光辉里仰望，不如亲手
点亮自己的心灯，扬帆远航，把握最
充实的自己，才能更深刻地解读自
己。相信终有人会看见，终有人会欣
赏，终有人会为此感到骄傲而击掌！

苔，还有一个“处下”的鲜明特
点，同样予人以启发。

现实生活中，时常会看到一种
耐不住“下”或不愿意“处下”的人，
源于对权力、对利益、对虚名的追逐

贪恋。这些人对“下”总是耿耿于怀，
对“上”总是不甘满足。当一个心不
安、理不得的人深陷对权力、利益、
名誉的依恋、追逐而不能自拔时，心
灵和行动必然扭曲，最终必然使自
己走上一条与初衷完全相反的路。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其实从社会属性的
角度来看，“上”与“下”始终是一个
相对的概念。只有认识到下为上之
基，下为上之本，下为上之根，才能
安于下、治于下、静寂于下。人们只
要认识到了这个道理，自然就会不
辞下，就会重视底层历练，就会看重
底层历练对人生的意义。

“下”不仅能练身，更能练心。耐
得住下，透过处下时世人的眼光、行
动，可以更清晰地看透世事，更透彻
地明了世事。经历了风雨不一定见
到彩虹，但一定能见到阳光。作为一
个有志向、积极向上的人，历经底层
磨练、历练，有百利无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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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心中永远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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