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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运的低处高歌
◎ 王国梁
文友小筠这几年遭遇了人生的诸多不幸：
文友小筠这几年遭遇了人生的诸多不幸
：
两年前她的丈夫患病去世，丢下她和十来岁的
两年前她的丈夫患病去世，
女儿；
女儿
；去年她又遭遇了车祸
去年她又遭遇了车祸，
，折了两根肋骨
折了两根肋骨，
，伤
好后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
好后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
；今年她女儿又生
了一场病，
了一场病
，
刚刚做完了手术。
刚刚做完了手术
。
我们在医院见到她，
我们在医院见到她
，她见我们一群人替她
忧虑，
忧虑
，反而解嘲似的安慰我们说
反而解嘲似的安慰我们说：
：
“ 放心吧
放心吧，
，老
天爷打不垮我。那些压不倒我的苦难，终将使
我更强大！”小筠是个有才华的女子，一直坚持
写作，几乎不曾间断。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
是，她这两年写出的文字，不仅没有丝毫伤感
和颓废，
反而有种坚韧的力量和深沉的情感。
记得我早年做教师时教语文课，经常让学
生结合作者经历来理解文章。很多作者在遭
遇生活不幸时，文章也会流露出伤感，即使有
的名家也是如此。可小筠并没有囿于自己的
个人情绪，她的文字超拔清雅，富有哲思和意
趣。她没有沉陷苦难中，反而有种人生境界被
打开的豁然通透，她的文章字里行间有“也无
风雨也无晴”的淡然——经历过超强暴风雨的
突袭，往后余生，再多的风雨都不过是一场洗

礼。而且她的很多文字，
激情澎湃，
格调高昂。
大家都说，小筠是在通过文字来救赎自
己。不过我宁愿相信，她是在命运的低处高
歌。她用最响亮的音符，唱出了最昂扬的曲
调。她的歌唱，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
般，铿锵有力，振奋人心。她在低处高歌，唱出
了生命的最强音。这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女子。
诗人泰戈尔也说过：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
报之以歌。”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极其
艰难。命运无常，人生苦涩，任何人的一生都
会遭遇痛苦，都有可能跌入命运的低谷。即
使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幸运儿，他们的一
生也并非一帆风顺，也会和普通人一样经历
跌 宕 起 落 。 这 是 人 生 的 常 态 ，谁 也 无 法 逃
过。身处低谷的时候，人容易沉沦，失去向上
攀爬的欲望。很多人因此如入泥沼，越陷越
深，终被淹没。在命运的低处，有时候痛苦得
连声音都不想发出来，甚至想被世界彻底遗
忘才好。而那些内心强大的人，并非天生无
坚不摧、百毒不侵，他们不过是善于把心底不
灭的信念之火点燃。他们在命运的低处高
歌，就是饮下一杯壮行酒，让自己在前路坎坷

中始终保持不竭的力量。
仔细想想，古今中外那些优秀人物，谁不
是在命运的低处高歌的典范？苏轼在宦海沉
浮中遭遇了太多磨难，乌台诗案让他身陷囹
圄，后遭多次被贬。一生波折的苏学士，硬是
把苦难人生活成了一首壮歌。没有人不为他
旷世奇才而倾倒，没有人不为他的乐观豁达而
赞叹。人生的低处，反而成就了他的绝世才
华。还有上面说到的音乐家贝多芬，饱尝生活
苦难，后来听力丧失。对音乐家来说，听力丧
失足以致命。可他依旧坚持音乐创作，他用力
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在低处绝地逢生，通过艺
术涅槃重生。
或许上天并没有赐我们什么天赋，相比那
些优秀的人，大多数人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
员。但人生漫漫，我们不知道哪天命运之手会
把我们推到最低谷。这样的时候，不要沉沦，
不要抱怨，要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会遭遇
劫难。直面人生的残酷，在命运的低谷高歌，
你也会触底反弹，
绝处逢生。
（作者作品散见 《新民晚报》 等报刊）

记忆是一壶茶，一壶用情感沸水冲沏的
浓茶：翻滚、起伏，然后冷却、沉淀……
2013 年冬，母亲突发脑梗，虽在创造了
百分之一的奇迹后生还，但从此生活起居再
难自理。母亲似乎在一夜之间老去，颤巍羸
弱的身影如同一张发黄的旧报纸，随时都可
能被风带走。
2014 年春节，我回老家陪父母过年。一
天午饭后，我搀扶着母亲去转路，那些弯弯
曲曲的乡间小路，记录了父母一生走过的艰
难岁月。母亲对脚下那条一辈子从未真正走
出去的山路，有着无限深情。走到垭口，母
亲有些累了，我便扶她坐在山路的梯坎上，
母子俩静静地依偎着，默默地看着对面的青
山，任凭山风吹皱松林，掀起渐次翻滚的松
涛，传来一阵又一阵“沙沙沙”地声响。
母亲说要剪一下脚趾甲，我便在她面前
蹲下来，慢慢地为她脱下鞋袜，轻轻地给她揉
脚按摩，然后小心翼翼地为她修剪。母亲的大
脚趾灰质层比较厚，我得稍稍用点力，但又怕
剪疼了母亲。我一点儿一点儿地修剪着，不时
吹开剪掉的趾屑，我感觉此时比做任何事情都
小心，生怕有丁点儿差池。亦如儿时，母亲用
大剪刀为我修剪指甲，生怕一不小心就剪疼我
一样。捧着母亲的脚，仿佛捧着整个世界，那
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心安和满足。
2019 年冬天，父亲遽然离世。第一次失
去至亲，痛苦不言而喻。父亲走后，害怕再
次失去母亲的恐惧，在我心头蔓延。

那以后，我只想寸步不离地守候着母
亲，陪她走到生命的尽头。经常地，我会扶
着母亲去屋后的山坳走走看看。望着眼前熟
悉的山山水水，母亲情不自禁地讲起她年轻
时的往事。母亲三四岁便失去双亲，尝尽人
间辛酸，长大后，靠锄头镰刀在地里刨食，
养育儿女长大。一生苦楚，无法用语言描
述，但母亲却讲得云淡风轻，好像在诉说别
人的故事。我紧紧攥住母亲的手，想永远不
松开。她的手像被晒干水分的枯枝，只剩下
一张薄薄的黝黑的皮，母亲的衰老着实让我
心疼，却又无可奈何。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被连
续居家隔离二十多天，得以有更长时间陪伴
母亲。于我，那是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白
天牵着母亲的手去散步，晚上侍奉老人家安
寝。就寝前，我会为母亲擦脸洗脚。在做这一
切时，母亲总是非常安静地配合我。我也在伺
候母亲的过程中，体会着今生做儿子的幸福。
不久，便传来母亲病危入院的消息。我
第一时间赶到医院，陪在她身边，替她换洗
衣服，为她端屎接尿。可母亲却不断催促我
回单位上班，回家去照顾她牵挂的小孙女。
也许母亲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生命
的倒计时，又或许她是清楚的，因为她已经
离不开氧气机了。只是她坦然地接受着上天
的安排，更不愿影响我的工作。我曾两次问
母亲有什么交代，她都只是轻轻地摇摇头，
看不到脸上有任何痛苦和不舍的表情，就像
七年前突患脑梗后，平静地交代后事一样。

忠孝不能两全，我不得不赶回单位参加执勤
前的集中隔离。离开母亲的那一刻，我心如
刀绞。因为我知道，母亲已在慢慢地远离我
们。果不所料，在我返回单位的第二天，母亲
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据
哥哥姐姐讲，临走，母亲依然没有留下只言片
语，握着在旁子女的手，走得非常安详。
母亲走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迷茫绝
望，不知上天为何要早早地召回母亲。我不
断追问，在挣扎中自我救赎。现在想来，在
老家贫瘠的大山，父母要养活一家八口，何
其不易！但生活无论多难多累，我的父母从
来都不曾抱怨和放弃。每到上学时，父亲会
默默地将变卖小猪仔小牛犊和农作物的一把
零碎散钱，交到我手上，让我安心学习。每
当庄稼收割季，如山的麦草谷草压在母亲瘦
小的身躯上，远远望去，只看见一个草垛在
天地间缓缓移动。母亲那张被汗水雨水和太
阳反复熏蒸淬炼的焦黑的脸庞，永远在我面
前清晰如昨。
记忆是往事的专属，它如一坛陈年佳
酿，随年月的久远，不断注入沧桑与悲壮的
情感慢慢发酵。在对记忆的深情回眸中，我
蓦然发现，我的父母用中国农民最朴素最朴
实的情感，完美地诠释了人生，也滋养丰盈
了我的内心。岁有春秋代序，人生世代相
传，何须忧伤！让我们带着父母给予的那些
温暖记忆，纵化大浪中，不喜亦不惧吧！
（作者单位：涪陵监狱）

桂花开了
◎ 吴凤鸣

（外二首）

◎ 张凤鸣
对一个名字
一个被战友喊“云贵川”
的小战士
我最虔诚而平易的表达
是久久凝望，
是深深记忆
一座山
海拔高度和精神高度
不一定相同
被信念串起的山岩
召唤
解答烽火连天的难题
呼应镰刀铁锤的启示
云贵川，
用不可思议的攀登
与绝壁交换信息
用年轻的生命
兑现青草露珠的期许
单衣的火热
缭绕着硝烟弥漫的冲锋号
赤脚的力量
叠印出胜利曙光
无数个“云贵川”
背负山川星河前进
一道光，
又一道光
穿越黄昏，
刺破黎明
腊子口的枪声
燃亮，
红色征程

光阴里的记忆
◎ 黄金泽

在腊子口

里，
甚至是细雨中，
都能得到尽情地释放。
“同学们啊，不要沉迷于电视，不要沉迷于演
和朋友走在桂花树下，总是不经意深深呼
员，不要沉迷于歌曲。
‘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
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但那一阵阵迷人的
吸，任一缕幽香穿过肌肤，浸透心脾，香满全
自在黄金屋’
,读书才让你们有前途……”那时
香气，依然在细雨中流转。只要在外走一圈回
身。站得久了，终是忍不住悄悄摘下一些，藏
的我不上初三，认为校长主要在告诫初三的学
来，
逢着你的人便说，
呀，
好香。
匿于手提包里，
把香一路带回。
姐学长，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书中自有颜如
哦，
这是多情的农历八月，
桂花开了。
于是，在那阵浓浓的桂花香中，我们总会
玉，书中自在黄金屋”这句话，觉得校长讲得好
桂花易种，属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可高可
想起一些画面，
温暖又美丽。
极了，这样讲读书，比“鲤鱼跳龙（农）门”有了
矮 的 桂 花 种 类 ，在 温 暖 湿 润 的 重 庆 ，到 处 可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正上初中的我们， 更深的意义。但不知学姐学长们，是否明白校
见。山间、田野、公园，道路两旁，房前屋后，我
也是在八月的桂花香里，被一部电视剧深深吸
长的情深意长呢？
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捕捉到它们的身影。
引，那是米雪和刘松仁主演的《八月桂花香》，
桂花年年开，这些充满年代感却还温暖的
不用仔细辨认，
你便可以在一个院子里看到
刚一上演，便风靡了校园。同学们的笔记本， 画面也年年浮现，只是再也找不到当年和同学
丹桂、
金桂和银桂。那些开得浓香色如砖红或称它
书页上，笔头上，都贴满了米雪、刘松仁等演员
们一起疯唱《尘缘》的感觉了。
为橙红的，
就是丹桂了。丹桂花片厚重，
花朵在几
今年的桂花开得特别好，各种桂花制造也
种桂花中是最大的，
因此它也有
“大花丹桂”
之称。 剧照的大头贴，主题曲《尘缘》的歌词、歌谱，不
时在同学中不分上课下课进行传抄。下课铃
开始登上舞台。
开始登上舞台
。 朋友打电话说
朋友打电话说，
，桂花酒
桂花酒，
，给你
而那开得似柠檬黄淡至金黄色的就是金桂了。
声刚响，走廊上，教室里便会歌声四起。
“ 尘缘
带两斤。
带两斤
。另一朋友说
另一朋友说，
，今年的桂花糕比去年便
金桂的花开得细密，易掉。当你的手轻轻
如梦，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云……” 宜 ，我们可以多买点
我们可以多买点。
。 正通着电话
正通着电话，
，一阵桂花
一触碰花枝，它便跟着你顺势而来，让你不得
“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
香从窗外飘了进来，
香从窗外飘了进来
，
啊，
真的好香。
真的好香
。
不用双手捧了它，细嗅它优雅的气息。而把花
过 ……”似 乎 校 园 里 人 人 都 会 唱 ，人 人 都 在
秋雨渐渐退去，
秋雨渐渐退去
，秋风吹开那些湿湿的水
开 成 纯 白 、乳 白 、黄 白 或 淡 黄 色 的 就 是 银 桂
唱。婉转缠绵的歌词与柔软凄迷的唱腔，让一
气 ，有一些淡淡的阳光照来
有一些淡淡的阳光照来，
，人也跟着清爽起
了。银桂的枝叶稠密，相对来说它的花开得就
群情窦初开的小毛孩儿如遇知己，疯狂地表达
来 。 在这样的天气里
在这样的天气里，
，约上几个朋友
约上几个朋友，
，寻一树
稀疏一些。皮日休有“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
桂花香而去，
桂花香而去
，
赏桂花，
赏桂花
，
多惬意。
多惬意
。
拾得露华新”的诗句，那日皮日休看到的桂花， 着对爱情最初的认知和向往。
校长见状，大喊“如此下去，如何是好”，于
我们不用猜，一定知道是银桂了。但不管是哪
是，立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校长语重心长：
（作者单位
作者单位：
：
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
一种桂花，它们的香气在八月的暖阳下，和风

火

花

“赤化全川”
“赤化全西北”
“赤化全球”
红色字迹，
红色标语
不仅仅是口号，
不仅仅是抒情
闪耀的火花，
是骨头和思想
有人退却，
有人偏离
视死如归的，
坚定一个方向
风雨飘摇
绝不扭曲形状
河流，
山岗
那些在石头上刻字的人
让枪声成为种子
携带春风，
唤醒村庄
高举燎原的火炬
一路披荆斩棘
穿过枪林弹雨
也要，
站在七月的精神原野上
生命的长度和宽度
都不能
替代信仰的光芒

哈达铺的“红军凉粉”
我们沿着那条路
重读几万双草鞋的铿锵步履
重读一部二万五千里的宏大叙事
我们沿着那条路
追随思想，
找寻足迹
如果，
子弹将穿过我的胸膛
我，
能不能成为一名战士？
血雨腥风之后
战火硝烟散去
刻骨铭心的
是头戴星星怀揣火焰打着绑腿的人
还有他们手中
永不褪色的战旗
哈达铺的乡亲
捧出一碗“红军凉粉”
晶莹的光
斑驳出内心难得的宁静
多么清澈透明呀
新长征的行程和字迹
仰望矗立的一座座丰碑
连同岁月锈蚀的部分
怀揣最大的敬意
接受
“红色加油站”
的洗礼
我想，
每一株草每一朵花的 DNA
一定有长征精神
辽阔山川见证的美
都在，
七百二十天的光芒里
（作者系铜梁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