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2 副刊 2018年1月4日 星期四

编辑：修伟华 美编：马晓迪 组版：马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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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难忘忘当当年年那那三三张张春春运运火火车车票票
□汪志

我在偏远的大西北工作，
因路途太远，再加上工作单位
的特殊性，赶上四五年才回一
趟南方老家。

2003年的春运，那时候没
有通高铁，火车票也很紧张，我
单位一位同事因跟火车站有业
务往来，在他的极力帮助下，我
终于买到了三张回南方老家过
年的春运火车票。在坐三轮车
去火车站途中，刚上小学的女
儿忽然朝前面喊道：“爸爸，你
看那个老爷爷太可怜了。”我一
看，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有个
衣衫褴褛的老人，只见他跪在
寒冷的地上，眼前一个破茶碗，
不停地上下作揖，向来往的行

人乞讨。此刻，我的心软了，那
老人年龄跟我父亲差不多，于
是我便要三轮停下，将一个背
包打开，里面还有一份卤肉加
饭菜，是准备带到火车上吃的。

当我将卤肉饭菜放到老人
面前时，他先作了个揖，随后便
迫不及待地大口吃了起来。我不
忍心地看着，忽见他眼前的那个
茶碗里只有几张块票，于是，急
忙伸手朝内衣口袋去掏，里面除
了一个电话簿和一些汽车票外，
还有一张50元，我毫不犹豫地将
那张钞票丢在要钱的盆子里。

到了火车站不久就开始检
票进站了，可当我将手伸进内
衣口袋时，电话簿和那些汽车
票忽然没有了，我的天哪，那三
张春运回家火车票是夹在电话

簿里的。此刻，我的汗都下来
了，车票哪去了，要是丢了咋回
家？我翻遍了全身的衣服及随
身携带的几个包，哪有火车票
的影子。一定是刚才给那个老
人掏50块钱时丢在那个老人
处，我立即打车回到老人那个
地方，可那个老人已没在了，我
心中掠过一丝念头，是不是那
老人拿着我那三张火车票到火
车站倒卖去了，春运一票难求，
高价都买不到呢，三张上千元
的卧铺车票对一个乞丐来说，
可是一笔横财。

我快速返回火车站，妻子
见我没找到车票，大声嚎哭了
起来，女儿也在一旁念叨：“都
怪我，要是刚才我不跟爸爸说
那个乞丐老爷爷就好了。”哭和

后悔已经没用了，当下是找到
那个老人，他一定拿着车票在
火车站倒卖给票贩子呢，票贩
子有的是办法。

我领着妻儿在火车站广场
乱窜，先是到售票窗口，后又到
检票口，此时，车站广播在一遍
遍地播报着发车时间，没有车
票无法进站呀，而且马上就要
进站检票了。由于是平生第一
次发生这样的事，此刻，我手足
无措，就在我快要绝望时，忽
然，车站广播里传来了一个响
亮的声音：“紧急通知，哪位旅
客丢失了从本站去往上海方向
的火车票，马上就要检票上车
了，请尽快携带身份证与车站
值班室取得联系。”

我心中一阵狂喜，是不是

自己的车票？妻子两眼一瞪：
“是你的头，我们的火车票又不
是在火车站丢的。”但我还是抱
着一丝希望去了。

当我领着妻儿赶到车站值
班室时，我一眼瞅见了坐在里
面的那个乞丐老人，他忙拉着
我的手，说道：“他大哥，当我拾
起你掉在地上的那个小本子
后，你已经走远了，于是，我赶
紧用你给的那50块钱‘打的’到
火车站找你们，可人太多到哪
儿找呢，于是我想到了值勤民
警……”老人边说边走出了门。

当我拿着失而复得的三张
春运火车票以为在做梦时，车
站广播里响起了检票的声音：

“去往上海方向的旅客开始进
站检票了……”

□朱凌

从外面回来，经过母亲
的房间，我听见她正在里面
接听电话。站在母亲的房间
外，我听到母亲在电话里说，

“这新的一年咱们都得要好
好的，身体好，心情好，咱们
年纪大的人，不就是图个儿
女好，家人好嘛。”

母亲的话，我没有听完，
只是这句好好的，倒让我感
受颇深。印象中母亲最喜欢
说的话，那就是好好的。小的
时候，她希望我能够好好地
成长。再大一点，希望我读书
能够好好的。再后来恋爱结
婚生子，母亲希望我的日子
能过得好好的。

这所谓的好好的，不是
凡事都争第一，也不是能够
拥有大富大贵的生活。母亲
口中的好好的，那就是一家
人在一起和和睦睦的，不争
吵，不生冤枉气。而母亲的确
是做到了这一点，记得儿时
家里条件不好，可即便如此，
母亲依旧会每天都乐呵呵
的。

她常说的话是，哭是一
天，笑也是一天，为什么不乐
呵呵地过呢？生活再难，可是
如若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拥有乐观的态度，再难的日
子也会有出头的那一天。或
许是自小就受到母亲的影
响，如今的我也是这样，生活
虽然有苦有甜，但是苦也要

过，甜也要过，我们何不让自
己开心地度过呢？

一年一年，日子总是会
从手中流走，新的一年我会
和母亲一样，凡事都要好好
的。不去纠结自己的得失，不
去计较别人对自己怎样，我
只要自己好好的，家人好好
的，对人对事也是好好的。只
要你保持这样一种凡事都好
的心态，那么日子注定也会
越过越好。

新的一年我会从关心自
己开始，我会关注自己的身

体，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整天
守在电脑前上网追剧，我要
让自己的身体好好的。新的
一年我还要格外地关注母亲
的健康，适时地带她外出体
检，让母亲的身体也好好的。

新的一年我还要更加关
注孩子的身心健康，我会尽
量减少孩子的培优时间，给
孩子更多的时间去享受她的
童年。新的一年我还要和爱
人好好的，不再像以往那样，
自己心情不好，就有意无意
地找他发泄。

好好的，多么简单的词
语啊，生活当中，如若都能够
好好的，那日子将是多么幸
福与红火啊！可是有些人，却
并不能体会到这所谓的好，
明明拥有着很好的日子，可
偏想要好上加好，不仅给自
己带来烦恼还会给别人带去
痛苦。新的一年好好的，拥有
了这好，拥有了这平淡中的
好，其实就是拥有了满满的
幸福。且让生活在尘世间的
我们，珍惜这好，把握这好，
拥有这平凡中的好吧！

新新的的一一年年凡凡事事好好好好的的

□胡倩妮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梦
想或者都曾有梦想，甚至我
们在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就
已有过许多美好的梦。譬如，
想当一个医生，想当一个老
师，想当一个警察，想当一个
科学家，只是长大了，这些梦
想大多数都没能够实现。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
那么梦想则是我们的行囊。
我们自懂事之日起，就已在
行囊里装了很多东西，上路
之后，觉得太重了，就丢掉一
些，看到路边有好玩的，再装

进去一些，一路上就这样走
走停停，反反复复。随着年岁
的增长，有些梦想由触手可
及到越来越远，等再回想起
来，已不知被我们扔在了哪
里。此时，行囊里虽有东西，
却已不再是自己曾经心心念
念想要得到的那一个。也有
可能等我们再去看时，行囊
里已是空空如也，令人难过。

人应该有梦想，不管能
不能实现，有梦总是好的，它
能叫人充满斗志，反之，要是
没有了梦想，人容易对未来
失去憧憬，就好像一个在深
山里迷了路又对出路方向一

无所知的人，日子周而复始，
他却不知道该去看星星还是
看月亮，不知如何才能逃离
这片迷途。

与之相比，有梦的人生
无疑要幸福许多。哪怕这梦
在很多人眼里近似于天方
夜谭，逐梦之路落满了讥讽
充满着坎坷，但只要你自己
笃信，就不妨甩开手努力去
追，虽然到最后也未必能够
追得上，但没尝试过，又怎
么知道可不可行？再者，努
力的结果无非两种，一种是
实现了，梦得以圆满；另一
种是实现不了，但也没有什

么可值得遗憾的了。人活
着，图的不就是问心无愧、
此生无憾吗？

所以，趁着自己身体还
健康，趁着自己还未苍老到
走不动路，趁着自己还没有
失去逐梦的勇气，向过去所
有未能实现的梦想说一声

“对不起”，然后好好珍惜现
在所拥有的梦，把它们放在
箭靶上，瞄准，放在掌心里，
珍惜，倾尽自己的全力去追
逐、去完成。

待我们走过了这一程，
再回头张望时，过去云淡风
轻，分外美好！

我我们们都都欠欠梦梦想想一一句句““对对不不起起””

霾

□彭瑷

颓废是失恋的霾
叛逆是青春的霾
那一片薄薄的云衣
是浪漫月夜的霾

霾遮覆了湖面的倒影
霾遮掩了枝桠的伸展
霾遮挡了前行的方向
那一杯深色的红酒
被霾恍惚成浅灰色的斑驳

蓝天被隐去
大地被隐去
伫立在路口的等候被隐去
穿过无数个人影的凝视被隐去
形单影只的苍凉被隐去
耳鬓厮磨的缱绻被隐去

满目的霾成为充实的空洞
引领我们走向遥远的深处
从喧嚣的午后奔向静谧的黄昏
每一种情怀都于飘渺中游荡
抱紧自己的臂膀找寻存在

我不会抱怨这一种阻挡
我只是静立在那棵被霾隐去的
梧桐树下
等待一切的迷茫退去
看你挂满泪珠的笑靥

灵魂

□彭瑷

夜空被层叠的黑暗笼罩
更深地暗了下去
于是
路旁微弱的灯光亮起来了
清晰映照着
颤栗的雨珠

雨珠原是一整个的世界
有你的笑容
我的哭泣
它包容了
也泯灭了
一切

风从未这样的寒冷
浸湿马路的不过是濛濛细雨
融合着
浮游的灵魂
苦涩与迷茫
沿着你的脸颊
流淌

风雨交织
撕碎了你的泪
于那广阔的虚无中
你看到自己的灵魂
颤栗着
跳起了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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