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是一条美丽而曲折的幽径袁 路旁有
妍花的丽蝶袁累累的美果袁但我们很少去停留
观赏袁或咀嚼它袁只一心一意地渴望赶到我们
幻想中更加美丽的豁然开朗的大道遥 然而在
前进的途中袁却逐渐树影凄凉袁花蝶匿迹袁果
实无存袁最后终于发觉到达一个荒漠遥

天凉袁树叶的色变得快袁干得快袁掉得也
快遥 裸露的大地袁深浅不一的展现着土黄袁褐
黄袁黑黄遥 上面点缀着荒草袁茬梗袁静悄悄的遥
秋风起了袁在旷野上无遮拦地刮着袁卷起的黄
烟在地陇上回旋袁枯枝败叶天上地下碰撞遥看
得见袁地皮上匍匐着最后的星点绿意袁已经发
黑定影了袁又一阵风刮来袁吹嘣了角质草芥袁
绒绒的籽絮瞬时飘散袁荡起了一溜白雾遥

青春袁有嬉笑声与哭泣声夹杂的年华袁青
春的少年是蓝天中翱翔的幼鹰袁 虽然没有完
全长大袁有些稚气袁有些懵懂袁脱不开父母的
双手却极力想去找寻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袁
为的是一时的激情袁 为的是一种独自翱翔的
感觉浴

那雪袁白得虚虚幻幻袁冷得清清醒醒袁那
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袁 压得人呼吸困
难袁心寒眸酸遥不过要领略野白云回望合袁青霭
入看无冶的境界袁仍须来中国遥台湾湿度很高袁
最富云情雨意迷离的情调遥

悲观的人袁先被自己打败袁然后才被生活
打败曰乐观的人袁先战胜自己袁然后才战胜生
活遥悲观的人袁所受的痛苦有限袁前途也有限曰
乐观的人袁所受的磨难无量袁前途也无量遥 在
悲观的人眼里袁 原来可能的事也能变成不可
能曰在乐观的人眼里袁原来不可能的事也能变
成可能遥悲观只能产生平庸袁乐观才能造就卓
绝遥从卓绝的人那里袁我们不难发现乐观的精
神曰从平庸的人那里袁我们很容易找到阴郁的
影子遥

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袁捧起一把枫叶遥
哇袁它好美浴 像一个巴掌袁鲜红尧鲜红曰像一把
扇子袁平平展展曰像一朵盛开的鲜花袁永不凋
谢浴 临走袁我拣起一片绿色的红枫袁我会将它
作为青春尧美丽尧激情的象征袁永远珍藏浴

那年办公室搬家袁 我依照报纸
上的电话袁请来了搬家公司遥六人的
搬家队伍中袁他是领队袁也是最年轻
帅气的一个遥搬着搬着袁单位电梯中
途出故障袁 但却剩下我的办公桌最
后一个大件袁而楼梯过道却很窄袁所
有的人都很累遥这个时候袁他示意所
有人都到车上等袁 独自一人背起了
桌子袁 一步步把桌子从九楼背到一
楼遥

下午在新办公室收拾东西袁我
意外发现自己的 U盘不见了遥 而有
一份发言稿袁 是领导明天一早开会
就要用到的袁 并且必须赶在今天下
班前袁 给领导确认打印遥 我翻箱倒
柜袁找遍了每一个可能遗忘的角落袁
却一无所获遥

正当我在绝望袁 寻思着怎么给
领导一个交待时袁 我的手机响了院
野张先生袁你好浴 我是 XX搬家公司
的程辉袁 就是上午给你背桌子下楼
的那个人遥是这样的袁当时由于你桌
子抽屉未上胶带袁在背下楼的时候袁
抽屉里面有个 U盘滑落下来了袁因
为背着东西我没方便及时把它放回
原处袁拾起放到我自己的裤兜里了遥
后来一忙袁 又忘了从裤兜里摸出来
噎噎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浴 冶说实话袁
当时我的心情袁 真的无法用言语形
容遥 后来袁为了表示感谢袁我请他吃
了一顿饭遥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袁 那次
吃饭时发生的一些细节遥最开始袁我
点了六个菜袁但在他的再三反对下袁
最后只保留了四个菜遥然后袁待我买
完单袁 他看着几乎没有动过筷的两
个菜袁真诚而又不失憨厚地对我说院
野张哥袁这两个菜倒了太可惜袁我还
是打包吧噎噎这样我老婆回家就不
用再弄菜了浴 冶

野那我再让服务员添两个菜打
包好了浴 冶我有些惊愕袁但被温暖感
动遥

野张哥袁 你这样就让我难做人
了遥我是怕浪费袁才想到要打包的遥冶
听我这样一说袁 他明显感觉有些不
自在遥

野那好吧袁 不过我这里还有 80
元的赠券袁等哪天有空袁你再带老婆
孩子一起过来吃浴 冶

野不用袁我们平时基本上都不出
来吃的袁在哪里吃都没有家里吃好遥
哪天你来我家里吃袁 我老婆的厨艺
特别好浴 冶他憨憨地望着我袁回答得

特别干脆遥
野多次提到你老婆袁看来你们小

日子过得很幸福啊浴 冶
野还好吧袁 虽然日子不富裕袁但

我们都是容易知足的人遥 冶
野结婚几年了钥 有孩子吗钥 冶
野三年差四天袁 孩子一岁多了袁

放在乡下的袁 计划过两年再接到南
昌来上幼儿园噎噎还是一家人在一
起好浴 冶在我的询问下袁他似乎打开
了话匣遥

野可在南昌上幼儿园的费用很
高啊袁 你们两个人还得有一个人专
门照顾孩子遥 冶

野没事袁 上幼儿园可以省点袁生
活上没有深浅袁一家人在一起袁过得
再苦也是甜的浴 冶

野但女人和孩子不一定会这么
想哦浴 冶

野不会浴 她说对我很有信心袁我
这么努力袁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袁
也一定会让她和孩子幸福的浴 冶

野那么你们心目中的幸福是什
么样的呢钥 冶

野我们要的幸福很简单袁一家人
在一起就好浴 冶

野能具体说说吗钥或者讲一讲幸
福应该有的形式浴 冶

野嗯噎噎让我想想哈冶他抿着嘴
脸上洋溢着笑容遥野至少每周有一次
融洽的家庭会议袁有事商量事袁没事
就整出点事浴 冶

野还有呢钥 冶
野无论我有多忙袁也不管我以后

多么有钱袁 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和
老婆一起下厨遥 她洗切袁我烧炒袁两
个人共同参与袁一起烹制袁烧出来的
菜一定特别好吃浴 冶

野挺好的袁你继续往下说浴冶我继
续追问遥

野我以前书读得少袁父亲去世的
早袁如果有条件的话袁我会每周有一
次和孩子的共同阅读噎噎或者带他
去江边野炊袁去草地晒太阳浴 冶他讲
得很投入遥 野然后袁我还会带着一家
人袁一年出去旅行一次袁记下旅行途
中的点点滴滴浴 冶

野你一定可以做到的袁因为你还
年轻袁又这么努力遥冶听着他的讲述袁
我似乎也特别兴奋起来遥

野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袁她每
年的生日袁我都要早早地回到家里袁
给她准备一桌饭菜袁 为她准备一件
她喜欢的礼物浴 冶

野那你们结婚到现在袁你做到了
吗钥 冶

野有的袁大前年是我第一次陪她
过生日袁我送了她一捧玫瑰花袁是用
11 封情书折叠而成的噎噎前年是
我们新婚第一年袁 我把自己塞进了
洗衣机里袁 我把自己和自己所拥有
的一切都交给她袁 如果哪天我要是
不听话袁 她就直接按快速干衣模式
噎噎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袁 也可能
是激动的吧浴 冶

野去年送了什么呢钥 冶
野去年我身体出了点状况噎噎

有大半年没做事袁 还花了不少钱治
病噎噎她生日那天只是带她去了吃
了顿牛排噎噎那天店家正好有二免
一的活动袁名额有限袁排队的人特别
多袁 我从早上 8点半开始就在那里
排队噎噎但她说那天袁 是她有生以
来最快乐幸福的一个生日浴 冶

野那今年的生日过了没钥 冶
野她的生日还有 16天噎噎我准

备送她一张银行卡袁 里面凑齐了 6
万块钱袁5万 2是我自己赚的袁另外
8千是我在同事那里挪的遥 用这个
钱袁我们可以作为首付袁在南昌买个
小房子袁虽然小袁也算是有了一个我
们自己的家袁 以后孩子上学也方便
些遥 冶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遥 后来她
老婆没同意他把那个生日礼物作为
首付买房子袁 而是让他开了一家快
递物流在南昌的经办点遥据说袁现在
生意做得很不错袁在南昌有房有车遥
周末天气好的话袁 他们一家人会经
常去赣江边上骑行遥 而这次我和程
辉的相逢袁 也正好是在红谷滩的新
华文化广场袁他带着儿子袁我带着女
儿袁 斜依在书店的角落袁 品味着书
香浴

也许程辉的故事袁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过往袁 有一
起创业的艰辛袁 有涉世之初的懵懂
茫然袁有野一路上有你袁苦一点也愿
意冶的甜蜜袁还会有野昔盼今日袁今日
不再冶的酸楚遥 但是袁有一点我们必
须清楚地认识到院 在人生婚姻的这
条路上袁你可以不那么出色富有袁可
以不那么始终保持着甜蜜激情袁但
作为男人袁你身上的那份责任感袁那
份对家庭和她的积极导向袁 却是从
来都不可以丢失的遥男人再难袁都要
为家输送正能量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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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辉是多年前袁我在
单位上班时认识的一位
朋友遥 那时袁他虽是个靠
卖体力而生活的搬运
工袁 但他身上散发出来
的的温暖和思想袁 却让
我一直记忆深刻噎噎

男人再累回家
也得做好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