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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一条长河，有一马
平川，也有沟壑纵横 ，时时面
临抉择，面临调整航向。

读了渡边淳一的《孤舟》，
我深有感触，人生就是不断调
整方向的过程。

书中主人公大谷威一郎
从公司常务执行董事的职位
上退休下来 ， 忙碌喧嚣的生
活一下开阔无边 ， 宛如从两
崖夹峙的峡谷中一下来到开
阔宁远的江面 ， 茫然 、 无措
和不适应难免。 如果还是以
执行董事的心态处理目前的
生活 ， 肯定有诸多骨鲠 、 不
顺和冲突 。 大谷就时时面临
这 种 困 局 ， 先 是 和 自 己 的
“过不去”， 没班上了 ， 日子
好像一下空白、 难捱， 手脚、
情绪 、 心思都没处安放 ； 然
后是与妻子洋子的冲突 。 洋
子本来安心当她的全职太太，
丈夫上班后 ， 她可自由安排
自己的生活 ， 家里清静 ， 她
几十年习惯了 ， 养花逗狗自
得其乐 ， 还可和熟识的太太
们煲电话粥 ， 或者与她们相
约去逛街美容健身 。 丈夫一
下赋闲在家 ， 空间上就多了

一个人 ， 不是木头人 ， 而是
时时会发号施令的人 。 因为
大谷被妻子洋子服侍惯了 ，
一杯水都需要妻子倒来端在
面前。 煲电话粥更是被丈夫时
时说叨 ， 外出要说几点钟回
来。 洋子几乎被丈夫箍住了，
以致患上了“老公在家精神紧
张综合症”，生活苦不堪言。 还
有与女儿的冲突、父母的时时
龃龉、争嘴，长此以往，不厌其
烦，纷纷搬离。 后来妻子也忍
受不了搬离， 和女儿同住，只
剩下大谷威一郎 “孤舟 ”样呆
在空落落的老屋里。 好在大谷
最终转变心态， 重新起航，告
别孤舟生涯。

书中写的是退休大叔大
谷威一郎调整心态的故事，其
实人生处处有这样的故事、这
样的抉择时刻。 就像大谷六十
周岁从公司退休，就像男大当

婚女大当嫁，儿女迟早都是要
从父母的羽翼下飞出去的，就
像人的生老病死， 避免不了。
当这种难免的固定的局面来
临时 ，我们不要慌张 ，更不要
陷于此而拔不出来，人生的每
一天都是新鲜的，当旧的事物
衰老或者失去，必定有新的事
物等待我们。 不要因为纠缠于
不存在的旧事物而又失去对
新事物的拥有，那才是人生的
双重损失。

正像书中所言 ：“虽然不
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但
无论如何要迈出这第一步。 可
能刚一迈步就会摔跟头，但最
最重要的是改变。 ”

孤舟不是生活的常态，它
只是人生短暂的黑暗和搁浅，
“人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
开始”，转身，就会让生活柳暗
花明！

□郑志玲

人生处处有转身
———读渡边淳一 《孤舟》 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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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翻看相册时， 一帧照片映入
眼帘， 照片上我和妹妹并肩端坐
在公园的石凳上。 煦暖的阳光照
在身上， 妹妹笑靥如花。 推开记
忆的大门， 时光的船逆流而上，
念念不忘的往事萦绕在脑海中挥
之不去。

妹妹小我两岁， 小时候喜欢
黏着我 ， 心甘情愿地充当我的
“小跟班”。 无论我走到哪儿， 她
都像个 “小尾巴” 似的甩也甩不
掉。 童年的生活十分清贫， 妹妹
穿的衣服都是我淘汰的补丁摞补
丁的旧衣服， 妹妹却毫不在意。
每每有我淘汰的衣服给她， 她都
会喜滋滋地穿在身上。 有时候她
还向小伙伴炫耀： “我姐给我的
衣服， 漂亮吗？”

妹妹对我有一份特殊的感
情 。 每逢父母私下奖励她的糖
果， 她总惦念着我悄悄给我留一
份。 有一次， 妹妹发高烧， 连续
几天不退烧， 每天都要服用极苦
的退烧药。 父亲看妹妹服药时皱
着眉头， 艰难地吞咽下药片， 极
为痛苦 ， 买了几块巧克力给妹
妹， 让她服药时吃块糖， 减轻痛
苦。 孰料， 妹妹却偷偷把糖藏在
口袋里。 待到家中四下无人时，
她把糖塞进我的嘴巴里 。 “姐
姐 ， 你尝尝 ， 巧克力可甜了 。”
望着妹妹因发烧而通红的小脸
儿 ， 我的内心涌动着感动的波
流。 妹妹宁愿自己品尝苦涩， 也
要和我分享一份甜蜜。

待到上学时， 妹妹小我两个
年级 ， 但她的学习成绩十分优
异。 中考毕业时她考出全校第一
的好成绩 。 彼时我已经考上高

中。 家中父亲下岗， 一切开销全
凭母亲微薄的工资度日， 日子过
得捉襟见肘。 妹妹十分懂事， 她
执意考取了一所中专。 妹妹在家
中从未提及过上高中的话题， 但
我知道妹妹渴望上大学。 面对无
情的现实， 妹妹将瑰丽的大学梦
深深埋藏在心底。

时间如摆渡， 一天一天地划
过去， 不留一丝痕迹。 转眼间，
妹妹中专毕业分配到一家贸易公
司工作。 第一个月发工资， 妹妹
给我买了一份礼物。 她颇为神秘
地望着我， “姐， 你猜我给你买
了什么？” 听力一直是我英语学
习中的短板， 我特别盼望能有一
台复读机 。 妹妹看透了我的心
思。 她花费了工资的大半为我购
买复读机。 当妹妹把我心心念念
的复读机递给我时， 我内心感动
得无以复加。 妹妹一边看说明书
一边演示如何使用复读机， 她的
眼睛亮晶晶的， “姐， 有了复读

机， 你可以好好练习听力， 努力
考过四级。”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前
行， 妹妹结婚生子， 一面工作一
面相夫教子， 小日子倒也有滋有
味。 妹妹不再是我的小尾巴， 用
心经营自己的生活。

命运和妹妹开了个玩笑， 贸
易公司破产了， 妹妹成了下岗女
工。 但妹妹像株乐观的向日葵，
拒绝向命运妥协。 她先后当过幼
儿园教师、 进出口业务员， 无论
干什么都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生活从来就不会亏待内心充满阳
光的人。 妹妹精心打理着自己的
小日子， 将每一天都演绎得活色
生香。 她时常笑着对我说， “上
帝为你关上门， 却一定会给你打
开一扇窗。 放心吧姐姐， 日子会
越过越好的。”

我与妹妹的深情仿佛是一条
汩汩溪流， 将随着漫长的时间一
起流淌。

□乐祺 文/图妹 妹

■图片故事

如果活着， 雷锋应该和我八
十岁的父亲年纪相仿。 虽然他英
年早逝， 但传承了几代人的雷锋
精神却一直永存。 犹如盛开在人
们心底的花， 弥久留香。

对雷锋的 “认识”， 是我步
入校门以后。 关于他的每一则故
事都深深地影响着我 。 积极进
取、 努力学习， 那些毫不利己专
门利人的先进事迹， 以及做一颗
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 也时刻
鞭策着我， 像一把尺子， 丈量着
我不断向上的品格。

我不想逐一讲关于他那些感
人的故事， 一代一代从刚入学的
孩子至七旬的老者 ， 都耳熟能
详。 也不想用华丽的辞藻去赞扬
他， 传颂了几代的螺丝钉精神，
它已经在我的灵魂里越拧越紧。
可歌可泣的 《雷锋日记》， 世代
相传至今，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
时代先锋， 争做雷锋好榜样。

记得我也写过和他一样的
绿皮日记 ， 记录着我蔷薇色的
记忆 ， 羞涩中把他仰望， 隐藏
着我心底里盛开的那朵葵花梦。
湍急的河水里、 车站的大厅内、
大雨滂沱的雨夜， 他青春跋涉的
背影， 热情洋溢的笑容， 每分每
秒都在温暖着经过他身边的岁
月。 平凡的岗位闪烁着不平凡的
光芒， 一直照耀着我努力向前，
要做一个和他一样， 时刻用自己
的热情， 把爱献给那些需要温暖
帮助的人。

我不想赞美他 ， 记得毛主
席题词 ： “向雷锋同志学习 ”，
他信念的力量， 大爱的胸怀， 忘
我的精神， 进取的锐气， 不正是
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吗？ 我
只想说， 他的金字塔牌， 一座永
恒的精神灯塔、 不朽的丰碑， 一
代一代被数十万雷锋的传人擦
亮， 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他的
精神， 俨然早已成为人们内心常
开不败的花， 芬芳着世界的每一
个角落。

在生活节奏快速的今天， 雷
锋精神并没有因社会的飞速发展

而失去它的本质。 江边落水的孩
子， 找不到家门的失忆老人， 拾
金不昧的好人好事， 大病救助的
水滴奉献， 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爱心， 林林总总， 无不彰显
着雷锋精神的永垂不朽， 呈现出
雷锋精神的发扬与人间大爱。 它
早已根植于人们心中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记得雷锋曾在日记中写过
这样一段话： “如果你是一滴
水， 你是否滋润过一寸土地？ 如
果你是一线阳光， 你是否照亮了
一分黑暗？ 如果你是一颗粮食，
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 如果
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 你是否
永远坚守你的岗位 ？ 你既然活
着， 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
活付出你的劳动， 使世界一天天
变得更美丽？” 这段话， 一直铭
记在人民的心中， 也深深地刻在
我的心灵深处。 正因为雷锋永不
生锈的螺丝钉精神， 让我们懂得
再匆忙的脚步， 也不要让灵魂落
在后面。

后来， 互联网发达， 我开始
搜索另一些有关雷锋的记忆。 这
个真名叫雷正兴的湖南乡下小伙
子， 直到前些年他当年在天安门
广场骑摩托车的照片被公布， 一
个健康、 阳光、 时尚的小伙子才
终于跃然纸上， 复活在眼前。

原来， 在他短暂的人生里，
也有戴红领巾 、 主动回乡当农
民、 当政府办事员、 喜爱拍照片
戴围巾、 诗情萌动想发表文章、
成为炼钢工人、 穿皮夹克戴手
表的经历 。 在这些真实的生活
里， 雷锋更多了一些美， 多了一
些可爱的缺点， 更多了一些人性
的柔软。

雷锋， 终于从云端落到我眼
前 。 我更为雷锋的早逝而添思
念， 为他阳光的助人行为心生敬
意。 我以一种平常心去反复品读
雷锋， 避开那些光环， 再次发现
他身上的纯真、 善良、 宽容与感
恩、 爱与奉献， 其实是一种美好
可贵的普世价值。

□李玉红

“雷锋精神”
心底盛开的一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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