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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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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年 之 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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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美 文/图

变迁的力量

6年前 ， 我们几姊妹去柏果
镇看望二叔和小叔。 多年未去，
一路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 上坡
的道路崎岖， 车被卡在泥潭里不
能自拔， 电话请堂弟带人和工具
赶来后， 车才得以 “脱身”。

车继续盘路而上， 好心情似
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可是，
从下车的那一刻起 ， 走进小村
庄， 走到二叔和小叔家的门前，
我们的情绪从之前的高坡跌落到
了谷底。 村庄小道满是泥泞， 牛
粪猪粪随处可见， 无处落脚。 在
那栋爷爷奶奶在世时就已经很老
旧的木瓦房里， 一生孤单的二叔
似枯朽的树桩一样守着一窝火
塘， 烧火的腐木散发着潮气， 蓝
绿色的火苗歪来倒去， 几束阳光
从板壁的破洞外照在火塘边， 一
床黑乎乎的烂棉絮堆在有稻草垫
底的床上……

我们和二叔说话的时候， 二
叔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 面对眼
前的景象， 我整个人都被感伤结
结实实地包裹住。 贫穷像一把利
刃， 我看不见刀刃， 内心最柔软
的地方却被割得生疼。

再去到小叔家， 虽然小叔家
的境况要好得多， 但也一样的家
徒四壁， 小婶说这些年抚养堂弟
堂妹们读书， 他们简直成了 “苦
痨”， 小婶还说小叔这些年都苦
脱形了： “除了做活儿， 连话都
不爱说了， 木头木脑的！”

我在小叔脸上寻找我记忆中
的模样， 那个英俊潇洒爱说笑话
的小叔不见了踪影， 我眼前的是
一个被日子挤干了水分的小叔，
被贫穷折磨得木讷如石头的小
叔。 那一刻， 我有想哭的感觉。
贫穷让时光缓慢。 熬， 成了二叔
和小叔日子的全部。 贫穷给二叔

小叔带来的不仅仅是缺衣少食，
最重要的是， 改变了二叔小叔原
本的性格， 让他们只像牛一样地
埋头辛劳， 无暇顾及田间地头的
风景， 他们习惯了隐忍苦累。

说实话， 如果不是因为至亲
的贫穷， 我对贫穷的感受会肤浅
得多。这些年，那些与贫穷有关的
情景总会从心底跳出来折磨我。

光阴荏苒， 6年过后， 处处
改天换地 ， 二叔和小叔也不例
外， 等我们再去的时候， 我见到
了我最想见到的情景， 感受到了
国家强盛对于山山水水及人心的
改变。 富裕的生活是良医， 能医
治因贫穷落下的病根， 能扶持灵
魂， 让老树发出新芽。

这次去看望二叔和小叔， 从
路上就已经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
变化： 厚实的水泥路， 路旁翠绿
的栏杆， 路两旁崭新的房舍和葱

茏的庄稼地， 一切都助推好心情
扶摇直上。 水泥路通到了家家户
户的门前， 宽敞的院坝里， 一盆
盆鲜花正在摇曳。 二叔那栋歪斜
的老瓦房已经拆除， 在原址上，
堂弟建起了三层的大别墅， 二叔
有自己的卧室和卫生间， 过上了
和城里人一样洋气的生活。 最难
能可贵的是， 二叔和小叔明显比
原来年轻 ， 也比原来健谈和热
情。 小婶说， 她每天晚上都要去
广场上跳舞 ， 二叔和小叔现在
“跟一帮老头儿唱山歌玩！” 这让
我吃惊到了极点， 从一个木讷的
人过渡到开口便唱山歌， 这算不
算巨变？

面对此情此景， 我的眼泪滑
出了眼眶。 人就是这样， 在面对
贫穷的时候欲哭无泪， 可站在好
日子面前的时候， 却忍不住泪如
泉涌。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 像往常
一样推开碗筷我就直奔一哥儿们
的家里，那里三缺一，正等着我呢。

几圈麻将搓下来， 已经是凌
晨1点， 该休息了。 回到黑咕隆
咚的家， 一开灯吓我一大跳， 妻
子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双目炯炯
有神地盯着我， 像是等我等了很
久。 我觉得奇怪， 以前每到这时
候妻子哄着孩子早睡熟了， 这次
瞧她的阵势， 不知是哪根神经出
了错， 搞不好要今夜无眠。

“你没事吧？哪儿不舒服？ ”我
伸手摸摸她的额头， 心里不停地
打着问号：妻子今儿个是怎么啦？

“没事 ， 我等了你半天了 ，
咱俩聊聊。” 妻子说着起身给我
倒了杯水来， 客气得如同待朋友
一般彬彬有礼， 又弄得我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 为啥？ 我又没犯
错， 不就是去打打牌和朋友应酬
应酬吗？ 身正不怕影子歪， 她想
聊啥咱也不怕。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妻子坐在我对面问我， 一脸期待
的样子。 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的
脑袋里转了个遍， 阳历阴历都想
到了， 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啊， 今
天就是今天， 一个普普通通的日
子， 和昨天前天还有明天都没什
么区别。

“今天是7月31日， 咱俩结婚
7周年纪念日。” 妻子郑重其事地
提醒我说。

我一拍脑袋， 想来这个还真
忘了， 都老夫老妻了， 没那个必
要去记它， 等金婚纪念日再记起
来也不迟， 那时才叫真正的夫妻
相濡以沫。

“我就知道你没记这日子 ，
可我记着呢。 咱俩就聊聊我们的
七年之痒。” 妻子随即掰着手指
头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结婚一
年， 你把我当宝贝似的哄着， 特
别是我怀孕的那段日子， 你能评
上世界级的模范丈夫。”

“婚后第二年， 你还算不错，
我下班晚点， 你就到我单位等着
接我下班。 有个头疼脑热的， 马

上带我去医院看病， 同事们都说
我嫁了个好老公。”

“婚后第三年， 我要是身体
不舒服， 你只是提醒我去医院查
查。 我要是加班没回家， 你就打
个电话让我下班时路上注意安
全， 自己光动嘴不动腿了。 不过
在左邻右舍的眼里， 你还算是个
好男人。”

“婚后第四年， 你总是借口
工作忙， 家务活开始不沾边， 异
性朋友却增加了一倍， 还好我相
信你， 想想充其量你只是个有贼
心没贼胆的男人， 这辈子也不会
出轨， 才没提出离婚二字。”

“婚后第五年， 你把我这个
妻子忘到脑后也就罢了， 丈母娘
家住哪儿你都快忘了吧， 整整一
年没上门， 啥事都由我来代劳，
结果人家邻居都问我妈： 你女婿
怎么老见不着了， 是出国了吗？”

“至于这两年我就不多说了，
你和一帮哥们重续旧缘， 夜夜麻
将桌上见。早晨你出门，到晚上只
和老婆孩子晚饭桌上照个面，家
成了你的食堂和旅馆。 这七年的
婚姻， 最后真的就是七年之痒？”

听了妻子的一番述说， 句句
属实， 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婚后七年我的确是这样一步一步
走过来的。 我觉得挺自然的， 因
为别人也是如此这般， 却没想到
这样看似平常的婚姻生活其实却
是危机四伏， 因为我几乎只为我
自己生活， 而从没有考虑过妻子
的感受。 我和妻子七年的婚姻看
起来风平浪静， 其实却是暗流涌
动。 妻子已经在愤懑中忍受了好
几年， 我真的要感谢她， 给了我
和她今夜这样一个交流沟通的聊
天机会， 也让我开始认真地正视
婚姻家庭。

那天， 我和妻子聊了一夜，
又像是回到了婚前甜蜜的恋爱生
活， 毕竟我俩都不想在婚后七年
的这个坎上停留下来 。 七年之
痒， 那是别人的事。 我和妻子的
爱情七年之后还得继续， 那就是
从今天做起。

■图片故事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
家、 思想家、 文学家， 还是一
位大刀阔斧的改革家 ， 宋仁
宗时的 “庆历新政” 就是他首
倡的。 不仅如此， 范仲淹在戍
边过程中 ， 在军事上也多有
建 树 ， 当时流传 “军中有一
范 ， 西贼闻之惊破胆 ”， 最终
使雄心勃勃的西夏人在边境上
终无所作为， 使宋夏恢复了和
谈 ， 危如累卵的西北局势得
以转危为安， 为大宋子民和平
安宁的幸福生活作出了突出的
贡献。

他的 《岳阳楼记》 和那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天下之
乐而乐” 的政治襟怀， 更是家
喻户晓， 童叟皆知。 后代的大
儒在论及宋朝人物时， 多以范
仲淹为第一。

范仲淹曾担任北宋京城开
封的知府， 他在京城大力整顿
官僚机构， 剔除弊政， 仅仅几

个月 ， 开封就 “肃然称治 ” ，
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政绩。 只要
他不再得罪什么朝廷的大人
物， 本应凭此政绩逐步获得进
一步的提升。 然而， 他却生性
耿直， 不仅不会阿谀奉承， 看
到朝政上的过失， 不管是不是
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 他都要
理直气壮地提出批评。

范仲淹发现当时的宰相吕
夷简广开后门， 滥用私人， 便
根据自己的调查， 绘制了一张
“百官图”， 在景祐三年 （西元
1036年） 呈给宋仁宗。 他指着
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 对
吕夷简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不
仅如此 ， 范仲淹还连上四章 ，
论斥吕夷简的狡诈。 偏偏吕夷
简老谋深算， 蛊惑君主将范仲
淹贬为饶州知州， 后来几乎又
贬死在岭南。 饶州在鄱阳湖畔,
从开封走水路到此， 至少须经
十几个州。 除扬州外， 一路上

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 范仲
淹对此毫不介意 ， 反而作诗
道： “世间荣辱何须道， 塞上
衰翁也自知。”

不久， 他的妻子李氏病死
在饶州 ， 他自己也得了重病 。
在附近做县令的友人梅尧臣 ，
写了一首 《啄木 》 诗和一首
《灵 乌 赋 》 给 他 。 梅 尧 臣 在
《啄木 》 诗中劝他不要像啄木
鸟一样， 啄了林中虫， 却招来
杀身之祸， 面对贪官污吏不要
过于耿直； 《灵乌赋》 中也是
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 都被当
做乌鸦不祥的叫声， 劝范仲淹
应学报喜之鸟， 而不要像乌鸦
那样报凶讯而 “招唾骂于里
吕 ” ， 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 ，
锁住嘴唇 ， 除了随意吃喝外 ，
不要多事。 范仲淹立即也回写
了一首同样题目的 《灵乌赋 》
给梅尧臣， 他在赋中斩钉截铁
地写到， 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
鸦的哑哑之声 ， 他始终都是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只为子民说公道， 不为权
贵唱赞歌 。 范仲淹是一位狷
介 、 耿直之士 ， 他的不徇私
情， 不随波逐流， 对官场腐败
大胆直言的品行成就了他的光
辉人格， 也为后人敬重敬仰！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