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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
我和妻

家长
里短

人生
絮语

再焕夕阳红
□梅薇薇

年轻时读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乐
游原》，特别欣赏其尾联：
“ 夕阳无限
好，只是近黄昏。”当时只感到那前句
写得尤其绝美。踏进社会以后，年纪
渐长，经事渐多，工作中又结识了不少
老龄朋友，再玩味该诗的尾联，欣赏的
重点却移到了后句上。越想越品咂出
其中的深重失落和怅惘感，蕴含了几
多无奈、
几多消沉、
几多落寞。
但李商隐毕竟逃不脱时代的局
限，与今天的时代切合还是欠紧。我
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人，但古意新用却
是可以的，故谬改为“夕阳无限好，妙
在近黄昏”。
日出日落是任何人的意志也无法
改变的自然规律，
“ 夕阳”之所以成就
出“无限好”的美景，正妙在它的“近黄
昏”阶段。虽然说夕阳斜照的时间是
短暂的，但旭日东升、
丽日高悬的时候
同样也并不长久。我们既然可为“太
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水如火发”的壮
观而欢欣，又有什么理由对“白日沦西
河，素月出东岭”的晚景而感到惆怅、
惋惜乃至沮丧呢？
“ 四时之景不同，而
乐亦无穷也”，欧阳修老人曾自称醉
翁，其对人生的观照却非常清醒。
“夕
阳在山，人影散乱，其乐何如？”在于人
们依据自己不同的气质、文化、视角、
心理去挖掘、
去品味、
去追求耳。
夕阳其实有一种完全不同于朝
阳、
日中的独特美。因为，夕阳是成熟
的。它褪尽了耀眼刺目的光芒，变得
更大、更圆、更红了，给人以敦厚的稳
重和亲切，使人顿生出“欲归还小立”
的眷恋之情；夕阳也是柔和的。它收
敛了炙人的酷热，给地面以清新的晓
风，笑迎耕夫、游子、倦鸟归来。夕阳
又是多彩的，有时，它给碧空抹上红
晕，
“ 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
暮”，如血的夕阳衬着如黛的青山，构
成一幅多么撩人的图画；有时它把余
辉洒向白云，
“ 断霞散彩，倒影斜阳”，
变幻出各种颜色，把自己最后的生命
化成美质留在人间，又是多么高尚的
胸怀。夕阳还是无私的，如果你有幸
观看到“海上生明月”的胜景，一边是
一团火红的日球在茫茫碧波中徐徐下
坠，一边是一弯皎洁的月轮从浩浩天
宇边缓缓跃出，你难道没想到这正是
夕阳把自己全部的光和热赠给了月
球，然后“因风离海上，伴月到人间”
么？你难道没感受出这种宽广的胸襟
同样磊落感人么？这正是“夕阳”
“妙
在近黄昏”
的精妙独到所在。
中国有句成语“日新月异”。这里
的“新”，我理解既指朝阳，也含夕阳。
朝阳清新活泼，充满生命的闯劲；夕阳
大度从容，但无保留地献出自己全部
的光和色，谁说不是另一种生机呢？
只要我们真正具有不懈的精神，即使
在人生的暮年，不也同样可以迸发出
新的追求、
创造出全新的业绩？
“江山无限好，几度夕阳红”。珍
视夕阳吧，珍惜这人生旅途的最后岁
月。老龄朋友们，只要我们始终保有
洒脱的胸襟，就不难永驻精神的青春，
也一定能活得更潇洒、
更充实。
（作者原工作单位：北京中医药大
学，7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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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和妻子各自甩掉不堪
的婚姻，带着两个无辜的孩子，构建了一
个组合家庭。没有经济实力，买不了房
子，就死皮赖脸地暂住在岳父岳母家。
一家六口人就挤在一百来平方米的房
间，虽然略显拥挤，但老少三代人同处一
房，
那种天伦之乐也尽享其中。
六口之家开始起航，俩老人守在家
中，为一家六口人的衣食住操劳。我们
不管多忙多晚回家，总有热气腾腾的饭
菜端上桌来，在外面遭遇的各种难事苦
恼便一抹而去。而我们四人，我教书育
人，
妻子开店挣钱，
两个女儿读书学习。
2008 年，
大女儿如愿踏进一所医科大
学。家中突然减少一个人，
我们有一种说不
出的失落感。好在孩子读书在重庆，
路途不
远，
加之信息畅通，
思念之情有所减缓。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大
女儿刚踏进大学门不久，岳父便因脑溢
血离开了人世。办完丧事，妻子的哥哥

怕岳母见物思人，睹屋怀旧，就把岳母请
到他家，长久地居住他家。一下子，热热
闹闹的六口之家，就剩下了一半——我、
妻子和小女儿。那段时间，妻子的心绪
坏到了极点。每天从店里回来，她总是
缄默不语，翻出那一本本相册，沉浸在昔
日的幸福中，
但她的眼眶分明是湿润的。
日子依旧，生活继续前行。此时的
小女儿已经踏进初中的门槛。虽然是住
校，但因在我所工作的学校读书，天天能
见到她，自然没有什么挂念。每个周末，
小女儿都能如约回家，妻子再忙再苦也
会弄些鸡鸭鱼肉给她改善伙食。妻子总
抱 怨 学 校 生 活 差 ，怕 孩 子 的 营 养 跟 不
上。初中毕业后，我们毅然决然选择了
离家很近的一所市级重点中学，让小女
儿走读。每天早上，妻子五点多就起床
为小女儿弄早饭；每天晚上十点多，我就
开着电瓶车去接她回家。
几年前，小女儿告别中学时代，跨进

□徐成文
了一所外国语大学。上学那天，小女儿
乘坐的客车渐行渐远，我的眼睛竟然有
些酸涩。曾经轰轰烈烈的六口之家，就
只剩下我和妻子守住房子，不大的房子
也显得空荡荡的。
回过神来，我只能寻找理由排遣心
中的不悦——好男儿志在四方！做父母
的，谁不愿意孩子能在外面闯出一片崭
新的天地，追寻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业？
把孩子圈养在自己的温室里，孩子如何
成长？如何才能跟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
会的步伐？如此的朝夕相处，
意义何大？
于是，我和妻子决定：每个周末，抛
下一切繁琐，一定要出去走走，看看郊外
的青山绿水，或者走进久违的电影院，找
寻那段遗失已久的浪漫，让自己的快乐
和幸福在生活中发酵。
两个人的世界，
照样活得精彩万分！
（作者工作单位：重庆市万州江南中
学，52 岁）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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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黑白
胶卷时代
□牛润科

春之声
峥嵘
岁月

许双福 摄

口琴里的青春岁月
□唐颖中

清拣旧物时，又见这把口琴，轻
轻 地 洗 去 附 着 的 尘 垢 ，拿 在 嘴 上 一
吹，音色依旧那么清脆……这把小小
的口琴里承载着我的青春岁月。
那是个特别的年代，我在一个偏
僻的小山村里插队，
跟着太阳出，
伴着
月亮归，
寂寞的乡村生活里，
没有歌声、
没有琴声，
唯有田畴里牛的哞哞声，
以
及村前的大榆树上鸟的啁啾……
有一年的秋天，生产队里分了黄
豆，我便将分到的黄豆驮到小镇上，
卖给了一家豆腐坊，攥着卖黄豆的辛
苦钱，在小镇上的供销社买了这把心
仪已久的“国光”牌口琴，我在潜意识
里寻求着快乐，寻找着能够愉悦我寂
寞生活的歌声……
每每下田劳动时，我把口琴揣进
口袋里。歇息时，男人们蹲在地上抽
黄 烟 ，妇 女 们 在 一 起 啦 呱 着 家 长 里
短 ，我 便 盘 坐 在 田 埂 上 轻 轻 地 吹 口
琴，惹得乡亲们不时地看着我吹。我
便将我会吹奏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
地吹给他们听，如丝如竹的音韵在田
野里萦绕……我的口琴声，虽然不是
恢宏的，然而，在那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劳作间歇，着实给朴实而又匮乏音
乐的乡亲们带来些许的欢喜。
乡野的晚上一片寂静，知青集体
公 房 里 ，我 们 六 个 知 青 常 常 聚 在 一
起，我吹口琴，阿祥唱歌，他的嗓子很
亮，他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我用口
琴给他伴奏……住在大队棉种场的

四个女知青，晚上也时常来我们公房
里玩，风华正茂的我们，都显得百般
热情，特别亢奋。阿祥常常把“我愿
是一只小羊，跟随她身旁……”唱得
情意绵绵，我则把口琴的复音吹得如
同手风琴似的富有节奏感。女知青
们有些羞涩地相互推搡着，每每这时
刻，我们整天劳作后低迷的心绪，才
感受到青春在涌动。
同伴们每次聚在一起，都情不自
禁地吟唱当时在知青中盛传的《南京
知青之歌》
（也称《知青之歌》
），
当我吹
起歌门子，几个男女知青同伴都一起
哼唱：
“告别了妈妈，
再见了家乡，
金色
的学生时代，
将载入青春的史册，
一去
不复返；未来的道路多么漫长，
多么艰
难，
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
在那油灯的摇曳里，伴着我的口
琴声，如泣如诉的歌声，湿润着我们
几近干涸的心田，慰藉着我们青春的
梦想。随着歌声琴声，我们的泪光常
常在眼眶里闪亮。我们常常在愉悦
中，怀揣着几分困惑与迷茫，怀揣着
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哀叹！
口琴，伴随着我的青春年华在乡
村度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斗转星
移，
40 多年时过境迁，
那琴声虽然已经
变成一份久远的黯淡，
然而，
这把口琴
我至今收藏着，
当我再次吹起时，
封存
在心底的青春往事，
依然如昨。
（作者原工作单位：安徽铜陵市
枞阳县经济和信息化局，65 岁）

像偏爱老物件似的，我一直怀念
着自己的黑白胶卷时代。无论是那些
永不褪色的影像，还是很有情调的暗
室，以及神话般的显影定影，无时无刻
不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上世纪 70 年代，初捣鼓照相机时，
我还住在筒子楼里，当时没有暗室，我
就常把公用厕所当作暗室用，在里边
冲胶卷。记得有一回，我好不容易从
朋友那里借了一台 120 相机，忙乎了一
个星期天，给全家人照了一个胶卷的
相，当我好不容易盼到夜深人静，没有
人上厕所时，就赶快把显影液和定影
液配制好，然后随手把装在厕所外边
的电灯开关关掉，才放心大胆地在厕
所里冲起胶卷来。
我打开胶卷，完成显影液的工序
后，正准备把胶片放入定影液里时，
突然“咔嗒”一声，厕所里的灯亮了，
顿时急得我大呼小叫地蹦了起来：
“哎呀！全给曝光了。”吓得急着正要
上厕所的一个人大叫一声：
“哎哟
——我的妈呀！”随后瘫坐在了厕所
门口。从此，我再也不敢把厕所当暗
室用了。
幸运的是，后来我这个靠借照相
机练成的业余摄影爱好者，竟然被厂
宣传科相中，成为厂里的一名专职新
闻干事，我不但拥有了一台与我形影
不离的海鸥牌 120 相机，还拥有了属于
自己专用的暗室。打那时起，我就迈
开双脚，在生产一线和职工们摸爬滚
打地打成一片。我总是把当天抓拍的
新闻照片，连夜冲洗出来，到第二天一
早，就在办公楼门前的宣传栏里展出，
再加上我的精美配词，很快就在全厂
引起反响。
尤其在每年的年终表彰大会上，
是我最忙活的时候。先进和劳模戴上
大红花，捧上锦旗和奖状时，都争着让
我给他们留个影；散会后，先进集体的
领导们争着来让我给他们单位的人拍
个合影。照片冲洗后，被装在镜框里，
挂在家里或是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
毕竟，在那个年代，照片是稀罕物。为
此，我也深爱着自己的相机和暗室，和
战士爱自己的钢枪没有两样。
(作者原工作单位：山西省运城市
绛县国营红山机械厂，66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