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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海阁闲话

知 冷更要会耐冷
■ 吴建平
朋友小聚时，只见一位刚从关键岗位
调整下来的朋友长吁短叹，闷闷不乐，言语
中充满着悲观，消极的情绪，一副看破红尘
的样子，丝毫没有往昔的那种获得感、优越
感。
生活顺遂一切如意的时候，谁不会扮
演好人呢？无论是刻意将自己伪装得温柔
美好，还是因为抱着锦上添花的念头赠人
玫瑰，手有余香。此时那刻，很多人往往都
乐于装扮出一副善良宽容的模样。
其实，在人生旅途上，
“冷”是任何一个
人都无法逃避，都必然经历的一个“坎”。
求职时遭冷遇，交往中受冷淡，做事时听冷
嘲，分工时被冷落，工作中坐冷板凳等等，
每个人都历经过、遭受过，所以，
“冷”是一
种必然：不了解你，你就可能遭冷遇；不熟
悉你，你就可能被冷落。
世界上只要有心理灰暗之人，你取得
成绩时就可能受冷嘲；人世间只要有心术
不正的小人，你就可能坐冷板凳。如同有
左即有右，有前即有后，有正即有邪，有明
即有暗一样。有热就有冷，一个人的事业，
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的进步就是在冷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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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故事

交替中完成的。如果认识到“冷”的必然性
一面，就可能以良好、正确和阳光的心态看
待身边之“冷”，就会坦然直面“冷”，以阳光
照亮“冷”
，
以火热感化“冷”
。
客观地看，面对“冷”，心里有阴影正
常，无阴影则不正常；心烦正常，不心烦则
不正常；有失落感正常，无失落感则不正
常；有痛苦感正常，无痛苦感则不正常。有
阴影、有心烦、有失落、有痛苦才是正常之
人，血肉之人，有情感之人，相反，则是不念
人间烟火之人、冷血之人。这里的关键在
于，面对“冷”，你的阴影、心烦、失落、痛苦
的长度多长。一个永远追逐阳光，追求向
上的积极之士，阴影、心烦、失落、痛苦的长
度较短，有的甚至是瞬间。俗话说，提起容
易放下难。一个人的修养、内力、格调、品
质不是在顺时看，而是要在逆时看。因此，
努力缩短“冷风”
“冷气”
“冷遇”来临时的心
理波动的时间长度至关重要。
知冷相对容易，
耐得住冷就难得多。
耐得住冷，关键取决于自信。世上，没
有不快乐的人，只有不肯让自己快乐的
心。倘若“自信人生二百年”，倘若信守“千

金散尽还复来”，倘若坚信自己的能力、品
质，就能够守住冷对心理冲击的底线，就能
够在坚毅和乐观中“走自己的路，或者做自
己的事，让别人去说吧”的勇气和魄力。历
史上，此类例证不乏其数。韩信崛起、左宗
棠镇边即是明证。
耐得住冷，最终取决于是否坚定一辈
子被冷的心理准备。面对冷，要明白有些
事，看得很清，却说不清；有些人，了解很
深，却猜不透；有些理，很想不通，却行得
通。总想世界纯澈，却事与愿违，总想事事
圆满，却不随心愿，总想人心纯粹，却是一
厢情愿的道理。对此，只要自己坦坦荡荡
的活着，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情有义的活
着，
不辜负别人的真心就行。
面对冷，保持一股热情可贵；但如果没
有准备一辈子在冷中度过，即永远被冷下
去，就不可能真正“耐得住”。从这种意义
上讲，面对“冷”，既要耐得住，也要耐不
住。所谓耐得住，是说要准备永远被冷下
去；所谓耐不住，是要知道自己最终能干什
么，能干好什么，而主动地、积极地追求向
上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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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脚步
■ 赖黎明

漂泊在外，思念是一种淡淡的味道，
是一种无形的牵挂，总是在沉重的时光
中沉淀。我早就想写有关父亲的文章，
但是太多的事情、太多的记忆，总是不知
从何下笔！
——题记
父亲个子不高，也瘦，但走路却很
快。他的步姿也非常有特点，双手前后
甩动，步幅大，脚步稳，频率高，速度快，
这或许和他年轻时当过兵有关。父亲走
路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无论是挑担，还是
背东西，亦或空手，速度都差不多，区别
只是挑重担背重物时多歇几肩而已。
小时候，我们家下放在武夷山麓一
个偏远小村庄。那时候交通落后，
“出行
靠走，通讯靠吼”是真实写照。奶奶住在
集镇上，从我们住的村子到集镇有三里
路。有时父亲带我去赶集或者去看望奶
奶，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没走几下，
我就落下一大截，望着父亲越走越快、越
走越远的背影，我总是在后面大叫，让父
亲停下来等我。父亲有时干脆返回来背
上我就走。虽然背着我，但依然走得飞
快，几里路，
转眼间就到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我们
家美名曰城镇居民户口，但一家人没有
一个人有工作，而且生活在农村；说是生
活在农村，可是全家连一分田没有。没
有什么好的谋生手段，砍柴卖给公社机

关单位的食堂或砖窑厂、瓦窑厂（那时的
砖窑、瓦窑都是烧柴的），几乎是唯一谋
生手段。砍好一担柴，从山里挑到集镇
上，有十几里路，全是山路，中间还要翻
过几个山头。山路崎岖，又窄又小，到处
坑坑洼洼。只见父亲弯腰弓步，手握扁
担，左挑右提用力一举，一百五六十斤重
的柴担便稳稳地落在父亲肩上。于是父
亲挑着柴担走在前面，崎岖山路上一步
一个留下深深的脚印，曲曲折折向集镇
延伸过去。我学父亲的样子，弯腰弓背，
用力将柴担挑到肩上，跌跌撞撞紧紧跟
在父亲后面。穿过长长的山谷，爬过陡
峭的山坡，我终于爬上第一个山头，这时
我还能看到父亲挑担时一闪一闪的身
影，坚实而挺拔，他已经在第二座山的半
山腰了。但在翻越第二座山头时，泥滑
的山道，陡峭的山坡似乎成了难以逾越
的高墙，肩上的柴担也愈来愈重，我只能
一步一步往山顶挪。快到山腰时，一个
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父亲折回来
接我。只见父亲一把把我肩上的柴担抓
到自己肩上，他的脚步还是那么沉稳，步
伐还是那么的坚定，同时不断地鼓励我，
还表扬我走得很快。就这样，大多数时
候，父亲自己挑一程，再折回来替我担一
程，
我才勉勉强强跟得上父亲的脚步。
再后来，我们家承包过林场的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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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蜜桔园，很多时候，我和父亲一起把
种植的瓜果等挑到集市上去卖，一百多
斤的担子在我肩上虽感觉还有些吃力，
但已经可以跟上父亲的脚步，有的时候，
甚至还能走在父亲的前面。在树荫下歇
息时，父亲看着我红肿的肩头，笑着说：
“瘦猴（我少年时又瘦又小，父亲戏称我
“瘦猴”
）也算有几斤蛮力啦！”接着他又
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还是希望你们好好
读书，免得像我一样一世受苦！”父亲命
运坎坷，吃苦受罪无数，他不希望自己的
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
之后每次回家，看到父亲走路时双
手还是有节奏地前后甩动，但幅度已经
变小了；步子虽然还是比较稳当，但却走
得慢了；微微弯曲的脊背，更是取代了曾
经的伟岸和笔直。有时候和父亲一起走
路（我不喜欢乘车，父亲是舍不得乘车，
虽然作为退伍军人的他可以免费乘车），
父亲说：
“ 你怎么走得这么快？”可是我
并没有觉得自己走得很快，看来，父亲真
的老了，再也没有年轻时雄赳赳气昂昂
的风采。无情的岁月呀，把成长给了我，
把苍老留给了他。
往事怎能如烟，不知不觉中，父亲已
近八旬。和他一起走路时，我不敢走得
太快，怕把他落在好远，就像我小时候，
怕父亲把我落在好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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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乃鱼米之乡，水多，桥多，各式各样的古桥不胜
枚举。南桥更是有名的水乡、桥乡，区域内河道纵横,桥
梁众多，古人出行有“无桥不成路”的说法。水美，桥也
美，古桥不仅姿色各异，而且流传着各自不同的美丽传
说。一座古桥，一个美丽传说，南桥的古桥几乎都有一个
故事，都有一个传说，耐人寻味，留下一连串的古镇记忆，
富有传奇魅力。如今在南桥镇六墩村，就有“退孽第一
桥”
“青龙桥”
“宝善桥”等几座至今保存完好的古桥，古桥
的传说也承载着浓浓的乡民情结与厚重的历史文化。
百年古桥，富有神韵，诸多美丽传说赋予其愈来愈浓
的神秘色彩，在民间广为流传。近年来，南桥镇积累了不
少关于古桥传说的记载。前不久，笔者就带着“探寻古桥
美丽传说”之意，历经数月，前往六墩村采访收集民间的
“古桥之说”，实地造访了已被登记列为奉贤区不可移动
文物的“退孽第一桥”
“ 宝善桥”
“ 青龙桥”等几座有名古
桥；走访了一些附近宅上的多位耄耋老人和相关人士，最
终了解到，这些古桥追根寻底都有传说故事，绵延至今内
容极其丰富，主要有名人传说、爱情故事、道教故事等，古
桥与传说故事相映成趣。每一座古桥都有着古老而独特
的有趣称谓，有的桥因地理环境而得名，如“青龙桥”就以
旁边有“青龙庵”而得名；有的以造者行善而得名，如“宝
善桥”；还有的桥则以“惩恶赔罪”而得名的，如“退孽第一
桥”
，真是充满着传奇色彩。
一座古桥就是一部史书。聆听老人叙说，令人遐
想；走近桥身细看，每座桥的楹联，值得细细品味。调
查造访虽然有些迂回曲折，但最终收获颇丰。“宝善
桥”相传始建于清乾隆五十四年 （1789 年），位于南桥
镇六墩村 2 组，东临金海路，南于柘林镇新寺交界处，
故此桥又名“界沟桥”。据六墩村当地老人回忆，听老
代里人讲，这个造桥人家族并非是大富豪。相传并非六
墩村当地人，是奉贤区域内的包氏人家。因为小有家
当，于是掌门人决定以造桥“保财产”的方式，既不让
后代挥霍钱财、过奢靡生活，又为子孙后代积德行善，把
钱用在造桥铺路做好事上，为一方百姓造福，流芳百世。
为此，他就把造桥一事作为“保财”
“ 保善”的最终选择。
因为“保”和“宝”谐音，而当家人又把造桥行善之举当作
世代宝贵的精神财富，于是，
“宝善”借代了“保善”，
“宝善
桥”
得名就意在其中了。
古桥无言，下自成蹊，静静地躺在历史的长河上，见
证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追溯一座座古桥的建桥
历史，行善者有之、
“惩恶”者亦有之，颇为有趣。一座桥，
演绎着一段历史，传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保护古桥，留
住“人间彩虹”，
留下“美丽传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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