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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红尘， 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
的路上前行， 有人追求香车宝马， 豪
宅阔居； 有人追求工作稳定， 三餐温
饱 ； 也有人追求服务社会 ， 万世留
名。 然而在追求幸福的路上， 我们不
但要付出最大努力， 还要懂得在心里
给够得着的幸福留点空间。

小弟高考落榜后去南方打工， 在
火车上偶遇了一个刚要踏入大学校门
的女孩， 觉得相见恨晚， 临别时留了
联系方式， 之后便开始了长长的慢聊
时光。

小弟追求他的这段 “幸福” 可谓
是尽心尽力， 付出良多。 每天早上起
来第一件事就是给她打电话， 提醒她
起床吃早餐， 别饿着肚子去上课， 晚
上也是等着她从自习室回来说完晚安
后入睡， 还定期乘车从厂里去看她，
以各种理由推脱爸妈 给 他 安 排 的
相亲。

小弟追求幸福虽然很努力， 但他
却和女孩的人生之路不在一个方向，
最终小弟花了七年时间， 只换来了女
孩的结婚请帖， 于是他伤心， 难过，
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看似离他很近的幸
福， 此刻却是那样的远， 远得让他无
论怎么努力都追不到， 够不着。

女孩结婚后， 小弟心情低落到了
极点， 这一切爸妈看在眼里， 疼在心
上， 为了能让他早点走出失败之恋，
多次寻找媒人安排他相亲。 好在这次
小弟没有令爸妈失望， 听从了他们安
排。 就这样， 他遇到了一个与他年龄
相仿， 学历相近的邻村打工姑娘。

也许是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经
历， 见面一年后就如爸妈所愿， 顺利
成了一家人， 日子过得也挺好。 直到
此时， 小弟才回过头来看过往， 深深
感叹他自己曾经有多傻， 付出那么多
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自己够不着的幸
福， 不仅伤了自己， 还伤了身边深深
爱着他的父母。

其实在生活中， 我们很容易和小
弟犯一样的错， 在追求自己想要的幸
福时， 始终愿意只会用眼看， 不愿用
脑去思考， 不曾去想自己所追求的幸
福是否是自己努力就能够得着。

很多时候， 我们追求的幸福看似
离我们很近， 唾手可得， 实则与我们
不在同一道， 就像两根并行的铁轨，
无论我们多努力 ， 总是可望而不可
及。 所以在追求幸福的路上， 我们不
妨先闭上双眼， 给心一份宁静， 好好
思索一下， 想想自己追求的幸福是否
够得着。 从而给心腾出一点地方， 让
够得着的幸福安全抵达。

随笔

□颜克存

小说□钟庆作
怕怕老老婆婆的的男男人人

正在与夏总吃饭时 ， 林老板的手
机响了。 他看了下屏幕， 好似被马蜂
蜇了一般， 赶紧唯唯诺诺地说： “噢，
我正在与夏总吃饭 ， 谈正事呢 ！ 好 ，
我不喝酒……好， 吃完饭就回家……
好， 等下从超市带一壶油回去， 还有，
带一提土鸡蛋……”

林老板的电话一接完， 全场就爆
发出一顿大笑。

张老板讽刺道： “老林啊， 你这
气管炎， 好像更严重了哎！”

李老板语重心长： “林兄啊， 你
肯定一开始码头就没做好， 所以这些
年， 还一直让女人作威作福……”

钱老板更是一箭双雕：“林老板啊，
我跟你说，这家里啊，女人就该做女人
的事，男人就该做男人的事。 可不能阴
盛阳衰！ 像咱们夏总，事业能做这么大，

在家里，肯定是说一不二的……”
钱老板的话还没说完， 夏总的手

机响了。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夏总挥

手示意别说话 ， 然后满脸笑容地说 ，
“珍珍， ……对不起， 我一忙就忘记了
……想喝粥？ 好， 好， 你先休息一下，
我马上就回。”

挂了电话， 夏总说： “不好意思，
我也是个气管炎， 我忘记今天是母亲
节了， 我得赶紧回去给儿子母亲煲粥
去， 失陪了！” 拿起包就往外走。

“那工程的事呢？” 三个老板眼巴
巴地看着夏总。

夏总边走边说： “我决定了， 这
个工程， 就给林老板做吧。 一个怕老
婆的人， 一定是个有责任心的人， 工
程交给他， 我放心……”

奶奶过世很多年后， 大家提起她
来， 都会很是感慨。 奶奶的一辈子都
在农村生活， 她能让大家记住， 并不
是因为她人缘好， 而是因为她是一个
很有质感的女人。 这是我长大后才总
结出来的。

记忆里， 奶奶得到最多的称赞是
“体面”。 奶奶梳着传统 “刘胡兰” 式
的短发， 但用发箍拢得整整齐齐， 天
蓝色的衬衣， 外面罩着咖啡色的背心，
然后是黑色的大脚裤， 黑色的布面鞋。
很平常的穿着， 但被奶奶穿出来就是
体面。 村里也有其他老人模仿奶奶的
穿着， 甚至衣料更贵， 但独独缺少那
样的一份体面。

奶奶平日里不与人多话， 每天早
起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屋里屋外的地打
扫干净， 然后下园子种花拔草养花草。
不只如此， 奶奶的质感体现在生活的
点点滴滴， 蒸白糖发糕， 大家都是用

稻草或剪了破衣服铺底， 奶奶会去荷
塘里摘几片荷叶回来， 还会在白糖发
糕中间用红笔画上一朵花。 原本普通
的农村生活， 被一字不识的奶奶打理
得诗意十足。

母亲同样如此。 母亲生了五个孩
子， 比别人都格外地忙碌， 但仍然天
天给我编小辫子， 头上四季都扎着绢
花的， 我走到哪儿都是鹤立鸡群的存
在。 母亲说， 女孩就要有个女孩样子。
长大后， 母亲经常检查我的衣柜， 不
允许我买廉价的衣服穿。 母亲自己如
是， 她衣服不多， 但每一件都整齐挺
刮， 没有熨斗， 便用我们用过的书堆
在上面压平。 至今我都不明白， 为什
么明明是村妇， 母亲却是这样的一个
质感女人。

我呢， 亦有着同样的固执， 只是
却不是全现在衣着。

我不会买几十块的淘宝款， 可也

不会大肆买那些昂贵的衣物， 我会省
下钱去买书。 满满一墙的书， 比满满
一柜子的衣服更让我满足和踏实。 投
资自己， 比投资各种化妆品更让我感
兴趣， 我只用一瓶面霜， 只是面霜的
价格会叫许多人咂舌。 老公总说， 他
在我的心目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因
为书、 目标生活等比他重要。

“不， 我很爱你， 否则便不会嫁
给你 。” 我认真地对老公说 ， 任何事
情， 我都不会去将就， 任何事情， 我
也不会去强求。 偏偏如此， 却将自己
活成生活的宠儿， 工作是自己喜欢的，
爱人也很是温柔体贴， 儿子各方面都
比我想像得更好。 如果说人生是一本
书， 我认为我的这本书虽然不够厚实，
但却颇有质感。

常常我会在想， 为什么如此有幸
呢？ 思索再三，心中满是感谢，想来，应
该是奶奶和母亲造就了我的质感人生。

散文 质感人生 □□张张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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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 摄春耕

我站在五月的一条河流边
看流水飞溅起阵阵花朵
那河水冲走的一枚石子
多么像青春的一道明亮忧伤
无法捡遗

我的目光曾停留在一本厚厚的书里
珍藏着一把人生应用题的钥匙
沿着一个又一个阶梯拾级而上
翻阅未来不可知的秘密

我驿动的心
曾经骑行在一辆单薄的自行车上
驮着青春和梦想
风一样掠过生活的荆棘
挥汗如雨

时光一去经年
一杯茶泡过晨曦和夕阳
弥漫的氤氲中
我看到了自己青春的影子
和流下的无悔泪滴

□张清伟致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