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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味

乡下的家 城里的家
■ 王福友
每 个 人 活 在 世 上 ，至 少 都 有 一 个
家。有的人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譬如
一个女人，长大后嫁出门，那就有了两个
家，一个娘家，一个婆家。再譬如，有的
人家在乡下，但他进城了，他也有了两个
家，一个乡下的家，一个城里的家。
有一个家的人，不要羡慕有两个家
的人。作为女人，她可能并不想出嫁，她
宁 愿 自 己 是 个 男 儿 ，一 直 守 在 父 母 身
边。而进城的人，他也可能并不想离家
外出，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他情愿一辈子
守着土地，守着故园。
况且，他在城里的那个家，可能并不
是他花钱买来的，而只是暂借的。租借

的房子也许很小很破旧，一家人挤在一
起，有油盐酱醋飘香，有锅碗瓢盆叮当，
有悲喜，有哭笑，看上去倒也像个家。
当然，有钱的人任性，在各地买上几
套十几套甚至几十几百套房子，那也是
家，只不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有人住
的家和空关着的家到底还是有区别的，
那要另当别论了。
现在，我在城里虽然有了自己的家，
一个很小的蜗居，可以容身，可以遮风挡
雨，但我一直感觉它就像城市枝丫上悬
挂着的鸟巢，世间的每一阵风每一阵雨，
都会让它动荡、摇晃。而那种举目无亲、
身单势弱的无助感，仍让人感觉有一种

小 憩（国画）
■ 丁惠义

校园文字

身陷汪洋的飘摇。它根本无法与乡下的
那个家相比，乡下的家有几代人夯下的
基石，建在厚实的土地上，像扎了根一
样，与土地浑然一体。那里还有生我养
我的父母，有兄弟姐妹，有左邻右舍，有
亲朋往来，
那是一种踏实和安稳。
我以一个房奴的身份，住在城里这
样一个用房贷换来的房子里，只有同样
际遇的人，才能真切地体会到，我的每一
次呼吸都不轻松。生活不会明火执仗拿
刀逼迫，但有时你在面对它时却不得不
就范。
我外出打工的时间总和不少于 30
年，
天南地北，
住过各式各样临时的家，
低
矮的屋檐，
逼仄的空间，
狭小的门窗，
昏暗
的光线，这些都会形成一种异样的挤压，
让我一次次地意识到遭际的困窘，
生存的
艰辛，
一次次确认自己身份的卑微。
不过在这样的家里，也并没有把日
子过得一团糟，除了苦涩辛酸外，生活偶
尔也会对我露出笑脸。正是这些，又让
我为了某个认定的目标始终坚持，不会
轻易放弃。一个再矮小简陋的家，当你
置身其间，心中不停止对生活的向往，并
且执着地去追寻，那么就没有什么能让
你妥协，就没有什么能束缚你的思想，禁
锢你的灵魂。
在异乡的家里，记挂着家乡的家；在
家乡的家里，又会惦念异乡的家。我是
一个游子，在两个家之间游走、游离，这
样的状态肯定不是最好的状态，也肯定
不是我想要的状态。然而，在我无力改
变现状时，
也会学着去适应。
从家乡的家到城里的家，是谋生，是
出发。背井离乡这个词就挂在我的嘴
边，但我会有意无意回避，或者尽量不去
触碰。我能看清这个词的结构，能掂量
出这个词的分量，它是我生命的出处，是
一群人站成我的魂牵梦萦。我明白，当
我抵达城里的家，又有多少的已知与未
知，
是我的真实面对。
从异乡的家到家乡的家，是召唤，是
回归。纵使千里迢迢，辗转颠簸，可一当
我回到那熟悉、温暖的怀抱，家不再是梦
乡里的一个符号，而是那么真切、具体，
那些未改的乡情、乡音，枝繁叶茂，一如
我豢养的思恋。

谁有一箩筐的快乐
■金汇学校 蒋静玉

“ 哈 哈 哈 ！”谁 在 笑 ？ 原 来 是 小 罗
呀！作为班级里的幽默提神剂，他可是
很“累”的，每天都要“背”着一箩筐的快
乐来学校。
又是一个阳光挥洒的明媚早晨，我
刚背着书包进校园，就听见一阵笑声。
进班级一看，一只只黑脑袋凑在一起，把
我吓了一跳，原来是小罗那家伙又在耍
活宝。他又在释放什么搞笑因子吗？正
赶热闹，我也要凑过去听听。只听小罗
绘声绘色地说道：
“ 一个人在路上吃西
瓜，打一动物，答对了有奖励！”是猜谜，
这我可不拿手。在大家沉默之时，小罗
故作不耐烦的表情嚷嚷：
“ 哎呀呀，这么
简单都不知道，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呗。”
只见，他做了一个呕吐的动作。嗯，啥
意思呀？在同学们思考时，一个同学推
开人群，“让开让开！”神气抖擞地走了
过来说：“这个谜语我知道，答案是兔
子 （吐子），怎么样？对了吧，我要奖
励！”小罗笑嘻嘻地喊：“奖励香吻一
枚！”说完，他夸张地嘟着嘴，朝向那个同
学。那同学大叫道：
“ 走开走开！不要
啊！”小罗在那个同学逃窜时喊：
“纯属娱

乐，
不要计较呀！”
当然，小罗的节目不仅在早上，在大
家疲惫不堪的下午也有哦，每次午会课
下课，他总是会讲起笑话来给同学们提
提神儿，开心一点，让大家打起精神学习
下午的课程。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小
罗讲堂”。
“下课啦，下课啦，快点来听‘小
罗讲堂’啦！”说完，空闲的同学就来到他
这，一会儿把过道挤的水泄不通，我好不
容易才挤进去。小罗向四周望了望，笑
眯眯地说：
“ 小的感谢大家赏脸，来听我
的‘小罗讲堂’。今天我为大家讲的是联
想，联想就是从一件事展开想象而想到
另一件事。打个比方吧，一位教授在讲
课，讲的就是教同学们怎样联想，这时一
根鸭毛飘在他的头上，但教授并没有管，
继续讲课。可谁知，第二天……哈哈，啊
哈哈……”小罗还没说完，自己就先笑起
来了，同学们急的嘟着嘴，一旁催他：
“快
讲呀！快讲！别笑啦，给我们也分享分
享！”小罗一边抑制住笑，一边说：
“ 太搞
笑了，我说不下去了，让我先笑会儿……
我继续说啦，第二天学校有了一则联想
新闻：老教授讲课，讲着讲着嘴里吐出鸭

毛。更吃惊的是，第三天，又一则联想新
闻：老教授讲课时突然变成鸭婆精！”呵
呵，真搞笑啊！大家捶胸顿足，捧腹大
笑，我肚子都要笑疼了，更是有的同学都
趴在地板上了，不停地用手敲打地板，眼
睛都眯成一条缝了！
小罗不仅语言幽默，他的面目表情
也变幻莫测。他的“猪脸”更是一绝，只
见小罗把舌头吐出来，两手捏着小脸蛋，
还伸出一只小拇指，顶着他的“猪鼻子”，
眯着眼睛往上翘，活像一只小懒猪。当
他被老师批评时，嘴巴都要瘪成半圆了，
眉毛都快弯成八字了，可怜的小眼神诉
说着无数的悲伤。让人看着都感觉酸溜
溜的。也许是“大箩筐”，太沉重了吧。
捣蛋成功时，便吐着长长的舌头，翻着白
眼故意气你，
那表情真是活欠揍啊！
布雷顿说过“世界上没有比快乐更
能使人美丽的化妆品。”小罗他虽然很调
皮，但他经常带给我们快乐，有他的地方
就没有烦恼。小罗总是分享着他的快
乐，虽然他很顽皮，但是谁能想象没有他
的校园生活呢？听，一箩筐的快乐，又从
他嘴里倒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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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 穆志刚

身边故事

手机没电了
■ 王 晴
今天下课后，手机显示还剩余 3%不到的电量，顿时觉
得内心非常惶恐不安，想着漫长的回家路，想着要用手机
要付款，要坐公交车，还要……想着想着，加快了慌乱的步
伐，直奔车站，可是，仅剩的 3%的电量，终于还是在接近车
站的路上用完了，手机关机了。
站在寒风中哆嗦的我索性放慢了脚步，任凭寒风吹在
脸上，虽然有点刺骨，但却把我从不安中吹醒了，我开始仔
细欣赏这一路上的夜景，曾经习惯低头走路看手机的我，
开始抬头欣赏这繁星点点的城市，看着正在路边忙碌的建
筑工人，他们似乎忘记了下班的时间，努力地在为这座城
市搬砖添瓦，想着他们应该和我一样，期待着和家人一起
享用晚餐吧！
这时，有个可爱的小姑娘递给我一张宣传单，并且
亲切地问我要不要到他们的店里健身，以前低头走路的
我估计都不会回答他们，更不会去仔细打量这些刚出来
打拼的小年轻们，天气这么寒冷，努力坚守在自己的业
务岗位上，即使寒风一阵阵吹在他们的脸上，他们那冻
得通红的脸蛋还是会挂着微笑，给每个路人发传单，介
绍自己的产品优势，即使一次次被拒绝，他们也不会吝
啬微笑，永远在等待下一个属于自己的客户。我想，这也
是一种坚守，也是一种信念吧！他们也正满怀憧憬，用双
手谱写着美好的未来！
走着走着，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吹得几乎让人“东倒西
歪”，树上的枯叶哗哗哗得作响，像“约好了一般”同时向大
地蜂拥而来。以前的我怎么会去关注这些美景，看着每片
落叶在路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似乎让漆黑的夜空更加
有了一丝明亮。我是多久没关注到这么美丽的夜景，似乎
有点陌生但又那么熟悉。回忆起小时候放学路上，走在乡
间小路，每朵野生小雏菊都可以让脚步慢慢停下来，总喜
欢先摘几朵凑近鼻子闻一闻，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就知道
那不仅仅是一种香味，更是大自然的馈赠，然后小心翼翼
地拿回家，把它们夹在书本里。每次翻书的时候，都会闻
到淡淡的花香味，书香和花香结合在一起，就是幸福的味
道……一种可以让人忘记一切烦恼的味道。
手机没电了，但我却发现今天的自己“能量充足”，不
知不觉和这个城市贴得更“亲近”了，以前习惯在手机里看
世界，生活的喜怒哀乐好像只有在“朋友圈”，但却忘记了
最好的路就在脚下，最美的景就在眼前，最好的人就在身
边，因为“低头”，我们错过了多少美景，因为“低头”，我们
错过了多少“缘分”，因为“低头”，我们甚至快忘了那个最
美的自己一直存在现实中。
回家，告诉自己，除了给手机充电，也别忘了给热爱生
活的自己“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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