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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莲花映神州
□ 道县教育局 蒋施龙

道州山水美如画
人在画中游
天下谷源
玉蟾岩里稻谷香
神秘鬼崽岭
万千石兵护舜陵
寇公楼上
宰相把酒问斜阳
濂溪故里
千年莲花正开放

千年古郡美如画
您在画中走
月岩仙踪
鬼斧神工游人醉
湘源温泉
仙女下凡寻牛郎
东洲草堂
绍基墨宝世代传
断肠铭志
长眠烈士陈树湘

啊，吾道南来
原是濂溪一脉
啊，大江东去
无非湘水余波
醉美的道州
莲香万里映神州
百舸争流竞风流

那些人，那些事

数数拥有的幸福
□ 耿艳菊

感悟

天气反常， 清晨已十分闷热了。
挤公交车上班的人多，车厢里站满了
人，沉闷又躁动。 不少人绷着脸，情绪
的一端似乎绑了个火药包， 不能碰，
随时都有点着的危险。

车到一站，一个年轻男子挤了上
来。 一上来他就喋喋不休地抱怨：“太
热了，人还这么多，车上怎能不开空
调呢？ ”

他站在车中门处， 正好在售票员
的旁边。售票员是个中年女子，我坐过
这辆车好多回了， 知道她是心直口快
的人。只见她一脸无奈的表情，拼力压
制自己的情绪，最后还是爆发了。

“小伙子，你能挤上来就不错了。
现在刚入夏，就嚷嚷着热了，还没到
三伏天呢！ 没有空调，工作生活照样
得继续。 我家那位是司机，一天坐下
来，身上都起了一层痱子。 最难受的
还不是这，夏天渴，喝点水，就发愁上
厕所。 车跑一圈，到总站，我们哗一下
跑过去，见到厕所比亲娘都亲。 ”

她的这一串话，快而响亮，不容
打断。 年轻男子不抱怨了，脸有点红，
讪讪地笑。 车上的气氛不同了，先是
从沉闷的躁动变得安静，后来听到那
句“比亲娘都亲”时，不知谁笑了，然

后很多人都跟着笑了起来。 车里面
依旧热，依旧挤，却轻松了。

售票员见大家笑了，也哈哈笑
起来。 然后，她拿起水杯，喝了一
口，似是有意又好像是无意，为她
的那一串演说作了一句虽无奇却
至真至深的总结：知足吧，你不知
道你有多幸福！

那天胡同里遇到一个拄着双
拐行走的女子，瘦瘦的她背着一个
很大的双肩包， 双拐艰难地抬起，
又重重地落下，石板咚咚响，她才
费劲地挪出一小步。 当路过一截矮
墙时，她停了下来，欣喜地从兜里
拿出手机，对着矮墙根拍照。 我这
才看清， 矮墙根下有一株植物，几
片绿绿的叶子，细细的茎，却有两
朵粉紫的小花笑眯眯地开着。

那一刻，我的心软软的、柔柔的，
溢满感动。 细细打量正在拍照的她，
卡其色的棉长裙，白色短袖，黑黑的
发轻轻挽着，柔和又静美。 她一回头，
见我在看她，并不讶异和羞涩，而是
大大方方递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

这让我赫然想起清晨公交车上
的事，“你不知道你有多幸福”， 与这
个拄着双拐依旧笑得灿烂的女子相

比，我们这些能自由行走，却还愁眉
苦脸的人是多么惭愧！

亦舒在《数乐趣》中写到：我不数
我缺乏的东西。 我专门享受我已经拥
有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可以霸占全世
界，讨得一切便宜。 我没有打算这样，
我只担心我不懂享受现在所有的福
气，浪费了它们。

别抓着自己缺乏的东西不放，数
数你拥有的，你就知道什么是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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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陶德云

冬夜，村部在紧张忙碌的喧嚣之后，
随着帮扶责任人和村干部们的渐次退
去，村部亦似劳作一日的农人般，带着
一身的辛劳与疲乏，作些许短暂的休憩
与调适，村部于此时又重归于难得的沉
寂。

今夜寒风刺骨， 在众人散去后，我
亦懒得有心情去欣赏村部雪夜的景色，
早早潜入房内， 想及时梳理日间的情
绪。 然而，房内亦是清冷异常，只好蜷缩
于被窝之中。入夜愈深，心里却反倒更不
宁静了。

倘若是去年的此时，母亲尚且健在。
母亲虽是八十五、六岁的年纪了，但身子
骨依然硬朗。 煮茶做饭，操持家务，事事

亲力亲为，只是眼睛有些昏花了。 母亲生
性好洁静，所以，几年前，我和兄姊们便
遵从她老人家的心愿， 将老家的旧宅子
翻修重建了，供她居住。 而今，随着母亲
的逝去，我的心里总是空落落的，自己也
时有阵阵发呆的情形， 难怪琦儿总是嘟
囔：“老爸是越来越不中用喽。 ”

第二天一早，我陪同侯队长、谢书记
往腿界去了。 昨天有村民反映山上 15 组
一村民家的耕牛破坏了生产， 因理赔的
事协商不下而引发了纠纷， 请求村部派
人进行调解。

腿界属于溪口村的海拔最高之地。
近几年， 村里积极争取了上级的扶贫资
金和项目，硬化了入组道路，架设了饮用

自来水。 村民们多年的夙愿———过河桥
太窄且缺乏安全防护设施亟待修缮的问
题，也得到了县里领导的高度重视，派水
利部门的专家现场进行勘测、 设计、规
划，重新实施改造，工程也正在进行中。

进入桥梁施工现场，因天气恶劣，工
程早已停工，只留有一位老者看守材料。
在咨询工程进度和察看工程质量后，我
们一行继续驱车前行。

见过纠纷的双方后， 谢书记稔熟地
做起了思想工作。 经老书记出面调解，双
方亦冰释前嫌了。 调解好矛盾后，侯队长
便道：“上得山来也不易， 顺便去看望一
下老石头”。

老石头一家住在山的那一边。 我们

一路攀爬， 一路说笑。 待望见老石头家
时，大家便吆喝起来：“老———石———。 ”
老石头夫妻俩早已迎上来招呼大伙了。

“来得好，来得好，来陪我喝杯酒喽！ ”老
石面色酡红，嘴里还带着些酒气。

在察看了老石的住房情况后， 大家
便在灶壁间围炉而坐，拉话家常。 老石打
开了话匣子：“今年收成还可以，打了七、
八千斤谷子……就身体有些小毛病，风
湿痛，手脚冇得力……其他还可以，就好
两口酒……”老石不无得意地自责。

说话间，老石的老伴又炒了两道菜，
温了一壶酒上来。 我们谦让一番后，只好
陪老石头喝了几口。 离开时，老石头十分
热情地邀请我们再来做客。 在嘱咐两老
保重身体、注意安全之后，我们便踏上了
返程。

许是自己不胜酒力的原因吧， 经寒
风一吹，酒劲便袭涌而上，醉意亦逐渐浓
郁起来。 虽然，外界的气温依然很低，但
我的内心已是燥热，总有那些风景、那些
事、那些人，在温暖、感染、鼓舞着我，激
励我前行。

忆骑单车的岁月
□ 桃江县第一中学 杨固安

近日，我托侄子买了一辆自行车，准备作为
礼物送给儿子。凝视刚组装完的自行车，它竟载
着我回到过去的岁月， 很多模糊的记忆开始逐
渐清晰。

儿时我们庄稼人称自行车为单车。 在我读小
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购买了一辆崭新的“永久”
牌单车，举家欢乐正如单车的铃声清脆悦耳。车买
回来了，却没人会骑。父母亲跟邻居一道去村里的
小学练车。 父亲学会了，母亲却没能如愿。

家里有了车，办事就方便多了，驾驶人却只
有父亲一个。父亲视车如宝，每次用完车都要清
洗、擦试、上油，然后小心翼翼地封存起来。其实
那时有单车的人都一样， 曾有人在泥泞的马路
上卷起裤腿，肩扛单车涉水，生怕弄脏了宝贝车
子，现在想来特别有意思。

过了两年，我也在自家院子学车，虽然笨拙
地摔了几跤，倒也乐意。 没两天功夫，居然能溜
很远的距离了， 那种兴奋之情， 至今都能感受
到。 我还没车把高，跨不过横梁，更不能坐到座
椅上去，只得左脚踏一只踏板，右脚从三角叉口
跨到另一边踏板上，一个半圈一个半圈地踩，单
车咔嚓咔嚓作响，身体一上一下地跳。样子虽不
雅，踩单车毕竟学会了。

我学会了踩三角架，也能为家里办点事。一
次家里要建牛栏， 需要到外祖母家通知亲人来
帮忙，父亲叫我踩单车去。我欣然应允并顺利完
成任务， 回家时还载了外祖母打发的许多时令
蔬菜。 记得上初中报到第一天， 我要骑车去上
学，但父母坚决不同意，为此我还闷闷不乐了一
整天。初一放暑假，我骑单车出了一趟远门———
跟哥哥去县城买辣椒。来回四十多里路，陡坡险
段也不少，车载二三十斤红辣椒回家时，脚都起
泡了，可领受到家人的夸赞，便也觉甜蜜。

有了这次长途骑车经历，父母也放心了。后
来，父亲的宝贝单车成了我上学的交通工具。 放
学回家路上，同伴三五人，你追我赶，嬉戏打闹。
有时一伙人为了卖弄本领，放开车把，肩并肩，手
拉手，车蹬得飞快。 路旁的老人瞪眼直对着我们
怒骂，我们也不在乎，依旧回首扮鬼脸，人生最可
爱又最可恶的当儿就在那一撒手一回首吧。

后来上大学， 离家远了， 自然用不上单车
了。 据说父亲将那辆承载着我记忆的单车送给
了表弟，自此单车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

忆往昔单车岁月， 就是追忆我悄然已逝的
青春，也让我想起了日渐衰老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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