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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快乐
“乒乓哥”
体 育 运 动 带 给 我 们 最 大 的 好 处 是 什

么？我的回答是：在运动中快乐，在快乐中
运动！

首先声明一点，我对足球运动不太感兴
趣，原因很简单，我小时候甚至到了小学毕
业，也未见到过足球的影子，而那时到处都
有简易的乒乓球台，因此我自然而然地喜欢
上了打乒乓球。当然，不喜欢踢足球并不影
响我谈论足球和看球赛，特别是最近足球改
革方案出台后，我和乒乓球友们在休息的闲
暇数次讨论中国足球的前途。别笑，这句话
确实有点大，但我们关心中国足球的心是真
诚的，期待中国足球早日崛起。

我一直认为，如果中国的足球能像乒乓
球一样普及，那么中国队走向世界前列就指
日可待。不跟足球较劲了，下面我要说说我
们打乒乓球的快乐故事。

我还没见过他的时候，就听和他交过手
的人说他的球太怪不好打。怎么个怪法
呢？我心里痒痒地真想和他立即过过招仔
细体会一下。当时我在基层，他在机关，彼
此相隔较远，要找个机会“过招”很难。我调
到机关以后，机会来了，他的办公室刚好在
我办公室的上层，低头见抬头也见，随时都
可以约好晚上乒乓球室不见不散。

他的球确实打得不错，不但发球怪（主
要是发球动作隐蔽性好不易判断），而且还
不时能打出“没有道理”的“世界波”，有点比
利时乒乓名将塞弗的味道。凭着这几招，他
在机关年轻干部中经常挥舞着球拍唱着“英
雄无敌太寂寞”。

没想到我不轻易“吃”他的球，一上场就
让他大吃一惊。发球没有了优势，胜的把握
就相对减少，专业运动员是这样，业余爱好
者也是如此（比如说刚出道时的刘国梁，凭
着发球好打遍天下无敌手，后来研究他的人
多了，“吃”他球的人少了，也就可以打败他
了）。别人都“吃”他的球，突然冒出一个根
本不吃“球”的，他心里自然紧张，几局下来，
胜负各半。从此，他那最顺口的歌便填了新
词，从此我和他也成了经常不见不散的球
友。

随着交手次数的增多，我进一步熟悉了
他发球的特点、击球的线路和落点，赢他的
次数也就多了起来。其他球友也许是被我
的胜利所鼓舞，个个也都变得不怵他的球
了。特别是换了大球以后，球旋转速度变
慢，大家都变得可以和他决一雌雄了。从这
以后，每当他输了球，他就挥舞着拍子拖着
长声唱：“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等会我
要报仇！”

每年春节节前机关都要举行乒乓球比
赛，今年也不例外。他一路过关斩将，最终
豪气地走上了第一的宝座。这期间我恰好
到外地去出差了，回来后听说他是第一，便
开玩笑说：“山中无老虎，谁都可称王。”没想
到他对这句话认真了，叫来一帮球友作裁
判，要和我来场“赛外赛”，还说如果他输了，
发的奖品归我，如果他赢了，要我请客，请各
位球友去吃一顿烤鸭。没办法，为了这顿烤
鸭，我也只好挥拍上阵。七局下来，我的球
衣球裤都汗湿透了，最终我幸运地以 4：3 险
胜了他。输了球的他很大度，和正规比赛一
样走过来和我握手，还笑着自嘲说：“不行
了，我老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是后生可畏
啊！”比赛在笑声中结束。

只要我们有空，现在球还是照打不误，
虽然他对被我赢了一时还有点想不通。只
是近几天我不太愿意和他打，他说他的直拍
技术已经到了顶峰没什么大发展了，只好改
用横拍，刚改横拍的他谁都把他叫“上菜”。
昨天晚上他还一本正经地发誓，再过半年以
后又是他第一，大家猛笑。他说你们千万别
不相信，大家异口同声说没什么理由不相
信。

我养了一盆蝎子草，秋末之时，它呈
现出枯败之势，我便像割韭菜一样，把枯
萎的枝叶齐刷刷割掉了。我知道，它要
睡上一个冬天，忘了今夕何夕。整整一
个冬天，它做着关于春暖花开的梦，我暂
时遗忘了它的存在。

直到前几天，我收拾阳台，发现了角
落里的花盆，却见蝎子草的绿芽萌动
了。我颇有些小惊喜，这不是什么名贵
的花草，生命力极为顽强，它不管你是不
是遗忘了它，也不管花盆里的土是不是
干硬如磐石，只管时机一到，它便使劲挣
脱出束缚，迸发出一点点绿意。

我把花盆搬到客厅里，放到向阳的
地方，然后狠狠浇了一大盆水。蝎子草
还在懵懂的梦中，等着我完全唤醒它

呢。人与植物，就是这样的关系，它们不
完全依赖人，却希望得到人的关注珍惜
和爱抚照料。浇完水，花盆里的土湿润
润的，蝎子草一定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我把花盆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对着
它念念有词：“快快醒来吧，春天来了，使
劲长叶子，使劲开花，与外面的千花百草
比比生命力，看谁长得更蓬勃旺盛……”
女儿见我又跟花草说话，笑着说：“妈妈，
都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难道花草也有
它们的语言吗？”我说：“那当然了，它们
的每片叶子都会说话，每个小芽都会写
诗呢！”“你跟它们说的话，它们能听懂
吗？”“能啊，草木有心，花果有情，只要你
用心与它们交流，就能感知到它们的欢
乐和幸福。”女儿若有所悟地说：“我觉得

呢，是你自己有了情，才感觉它们有情。
就像诗里说的，‘感时花溅泪’，你这叫

‘感时花含情’，你把自己的感情移到花
草们身上了。”我听了女儿的话，哈哈地
笑了，到底是书读多了，说得还蛮有道理
的。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好好拾掇
一番那些“冬眠”的花草，跟它们说说话，
这样来唤醒一盆春色。这几乎成一种仪
式了，我对花草们说，也是在对自己说，
春天来了，从春天出发，加油哦！

在我的召唤下，这盆蝎子草的春天
真的来了。它以极为迅猛的姿态生长起
来，先是花盆里一层细细密密的嫩芽，很
快长出了叶子，没几天绿叶就茂盛起
来。那些嫩嫩的绿叶，娇柔可人，舒展着

积蓄了一个冬天的热情。我爱这盆春
色，因为它带给我蓬勃之气，给我向上的
力量。

有朋友来家里玩，看到我给蝎子草
用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花盆，颇有些不屑
地说：“这东西是贱生贱长的玩意，何必
用这么漂亮的花盆？”我笑而不语，我就
是要这么精细地打扮它，就像给流浪儿
梳洗一番一样，它不会辜负我的美意，一
定会以最美的姿态来回报我。我爱着蝎
子草骨子里蓬勃向上的气质，不久后，这
盆春色会茂盛起来，还会开出满盆的紫
色伞状花朵。

唤醒一盆春色，人与花一起醒来，结
伴而行，美丽常在。花伴人，人伴花，一
同在美好的时光中绽放光华。

我的爷爷出生在上世纪的战乱年
代，一生可谓饱经风霜。爷爷一生喜
欢走路，那故乡小城的大街小巷、那农
田的田埂堤坝上都留有爷爷的脚印。

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没有什么
交通工具，所有的路途均用双脚来完
成。爷爷走路去种田，走路去买农
具，走路去卖菜，走路去探亲……后
来，慢慢有了自行车，很多人学会骑
车，而爷爷一如既往地走路。我心里
一边嘲笑爷爷思想保守，不学习新事
物，一边理解爷爷年事已高，不接受
新事物也很正常。爷爷依然是自己
一个人走路，去城里买东西或卖东
西。爷爷买得最多的东西就是豆腐
和百叶，我们整个家族都喜欢吃豆腐
百叶，也是农村人略奢侈的菜肴。卖
得最多的东西就是鸡蛋，爷爷的鸡蛋
是自己养的草鸡，一个一个积攒起来
的。爷爷为了鸡每天能下蛋，常将贝
壳敲碎，拌着鸡食给鸡吃。爷爷走路
卖鸡蛋不到菜场卖，到小巷里卖，爷
爷卖的鸡蛋比菜场贵，但人家就是喜
欢买爷爷的鸡蛋，因为爷爷的鸡蛋绝
对是货真价实的草鸡蛋。爷爷的鸡
蛋一般也不多，一两斤卖个十块八块
钱，爷爷就非常心满意足，也常常把
这些卖蛋的心得与大家分享。其实
爷爷很多时候是“穷走”，这是爷爷对
自己走路方式的一种别致的称谓，也

比较贴切。“穷走”就是自己一个人什
么东西也不带，走去城里，也不买任
何东西，只看新鲜事物，比如哪里拆
迁了，哪里开了新商场，哪里有了新
建筑等等。爷爷经常这样“穷走”，一
般早上出发，中午饭前回家。每一次
回来，奶奶都叨咕他几句，说他什么
菜也不买或者什么东西也不带给孙
子孙女，是个十足的老抠。爷爷只是
眼睛眯眯地笑着，然后就是逮住一个
人就给大伙讲述他半天的收获，看到
了什么什么新鲜事物，一边讲一边沾
沾自喜，表明自己没有被时代落伍，依
然熟悉“江湖”。爷爷除了喜欢走路去
城里外，还喜欢走到乡间的田埂上、堤
坝上，看庄稼，自言自语地说个半天。
远看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在视察
庄稼的收成，偶尔也会碰上几个老友
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聊起天来。

爷爷绝大部分是自己一个人走
路，偶尔带着奶奶一起去城里转悠。
回来的结果就是，爷爷不停地嘲笑奶
奶不识路，不了解新事物，是个十足
的老腐朽。奶奶的反击之词，就是爷
爷是个十足的老抠，不买东西吃。后
来，爷爷的年纪越来越大，走路的频
次没有以前那么多，但他依然不间断
地走路。整个家族生活也宽裕很多，
晚辈们出于安全等考虑，都劝他不要
走，可以开电动车或汽车带他到想去

的地方，但他每次都拒绝。记得那一
次，家里出现了变故，我姐夫不幸逝
世。家里人为了不让爷爷奶奶担心，
就将此事隐瞒，但他们察觉了些什
么。八十多岁的爷爷奶奶顶着酷热
的太阳，走上几步就停下来再走，直
走到城里哥哥家打听消息，才确认此
事，失声痛哭，然后两人又步行回家。

爷爷就这样用双脚去走路，去办
事，去“穷走”。我也慢慢地理解了爷
爷，他就是喜欢走路，路途中可以放
下所有的烦恼，有他喜欢的风景。奶
奶去世后，爷爷少了个伴，生活似乎
也空虚了很多。但年纪也越来越大，
走起路来也没有以前那么带劲，但他
依然喜欢走路。去年炙热夏季的一
天，爷爷吃完早饭，早早一个人步行
去城里，而这一次他再也没有走回
来。途中中暑倒地，不幸意外身亡，
身旁放着他喜爱的百叶。父亲给我
电话，我听闻此事，痛哭无泪，一生体
魄强健、无病无灾、喜欢走路的爷爷
再也没有走回来，他在自己的路上走
向了另一个世界。

爷爷去世快一年了，喜欢走路的
爷爷时常出现在我脑海中。现在的
我也喜欢带着小米手环，常走走路，
锻炼锻炼身体，每当走在路上，总想
起爷爷的“穷走”，我似乎在继承家族

“穷走”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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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的爷爷

我在上小学时，读过小说《镜花
缘》，其中最使我难忘的一章，要算

“君子国奇遇”。故事讲述了在君子
国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和善待，比
如买卖双方，卖主要价低而又低，生
怕买的人钱不够；而买东西的人则按
要价的几倍给钱，担心卖家亏本。儿
时的我觉得这些人呆得可笑，但同时
又敬佩他们可爱。然而就在前几天
我竟然亲眼目睹了如同“君子国”里
的买卖双方上演的一幕。

前几天，我路过台城东门东路“三
仓酱菜店”，当我走到店门口时，只见
店主的妈妈从店内快步追赶刚买完
酱 菜 骑 上 电 瓶 车 的 女 士 ，并 大 喊 ：

“喂，买酱菜的女同志，你停一下！”前

面女士忙停下车，问：“什么事？”老婆
婆说：“你的钱！”“钱不是给了吗？”女
士很茫然。老婆婆接着问：“你给了
多少钱？”女士道：“十二元，怎么是少
了？”老婆婆又问：“你买了几样？”“我
买了两样，酱菜 7 元，萝卜干 5 元。”老
婆婆笑了起来，你钱给多了，酱菜是 5
元，萝卜干是 2 元，一共是 7 元。”女士
解释道：“我把总价 7 元当成了是酱
菜，然后又把萝卜干当成酱菜 5 元来
算。真不好意思。”老婆婆安慰地说：

“姑娘，没关系，算错账是常有的事，
来，我把你多给的 5 块钱还你。”女士
感谢不已。我被这动人的场面所吸
引，上前询问女士的姓名，她微微一
笑：“我姓戴。”我追问，当时你只买了

两样东西，数量又少，怎么就给了十
多块钱也不再细算一下？她脸一红，
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我常到这店买
东西，小郑做生意规矩，既不瞎要钱，
也不短斤少两，所以我信得过她。再
说人家小本交易，开个店也不容易，
就是多给几块钱，也无所谓。”

戴女士走后，我再到店里，打听到
店主叫郑慧，三仓人，她介绍说：“我
这店开了十七年，从未与顾客在买卖
上发生过争执，我们生意人要讲诚
信，赚钱要凭良心。”

听了她们二人简单的几句话，瞬
间把我带回到童年的梦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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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版“君子国”

“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当满城
桐花如悬挂着的铃绽放时，天气日益清彻明
朗，清明到了。

同学从外地寄来了一盒青团。晚上蒸
好青团，闻着清淡悠长的青草香气，我刚咬
一口青团，眼泪就“吧嗒、吧嗒”滴了下来。

以前的清明，我是经常吃青团的。那时
妈妈还在，每到清明，妈妈总是会做好多青
团，然后喜滋滋地送到我家，“萍，快吃快吃，
看这次青团好不好吃？”望着她充满期待的
眼神，我忍着不笑，先慢腾腾咬一口，然后佯
装停下来，不说话。妈妈急了：“不好吃吗？”
这时，我才哧哧笑起来：“好吃！妈妈！刚才
我是故意逗你的呀！”“你这个坏丫头！”妈妈
便笑着“捶打”我。

曾经的情景恍惚就在昨日，我小声啜泣
着，四处张望寻找。妈妈，是你，一路伴着我
成长，可如今，你究竟在哪里呢？走着走着，
我们母女怎么就失散了？

掩上门，我慢慢走在路上。夜色中，传
来草木清新的气息。安中东大门前，一群女
人欢快地跳着广场舞。一个年轻的母亲推
着婴儿车散步，胖墩墩的孩子在车里咬着肥
匀的手指头。

一户人家门开着，可以看见女主人在厨
房里忙碌的身影。一时，我恍惚了！那个正
揭开锅盖，微笑着低头察看的女人，不是妈
妈吗？是的，真的是妈妈，她几乎和过去没
有分别。只是，她的眼睛有些肿了，头发也
凌乱了一些，一定是劳作所致。泪慢慢涌上
眼眶，我顾不得拭去，径直快步向妈妈走去。

就在我伸手去牵妈妈的衣袖时，耳边一
个陌生的声音响起：“姑娘，你怎么了？”

我怔住了，慢慢抬起头，眼前，一个端庄
的妇人慈祥而好奇地注视着我。

心，一下子从云端跌落，我终于从另一
个时间跨度中清醒过来：我亲爱的妈妈——
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噢，妈妈，只要能够再见你一眼，再紧紧
抱一抱你，这就够了！妈妈，天国中的你，听
到我的呼唤了吗？

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教我要做一个
内心有爱的人。她是那么勤劳，那么豁达，
充满同情心，“能够帮助别人，总是好的。”她
这样对我说。那时，她喜欢为我做新衣服，
欢喜地让我试穿，一双手搭在我的肩上，温
柔地打量，看得我害羞低头，而她眼中的笑
意更深了。

五年前的大年三十，那个冰凉的阴沉的
上午，我正在家里忙碌，爸爸打来了电话，焦
急地说妈妈不见了，问有没有到我家来？电
话从我发抖的手中滑落。一家人发疯似地
到处寻找，而妈妈，她开电动车去菜场买菜
为我们准备年夜饭，过马路时被疾驰而来的
一辆汽车撞倒，没来得及跟我们说一句话，
就猝然离去了。

妈妈在医院重症病房里，始终没有醒
来。听着医生下准备后事的结论，我整个人
都恍惚了，一种被魇住了的感觉，我拒绝去
想所发生的事情，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占据
了我的心，我像懵懂孩童一样，完全不理解

“妈妈不在了”！
掀开白色的被单，看着沉睡的妈妈，我

小心地为她擦拭着身体。眼泪一颗一颗簌
簌滚落，给我生命给我爱的妈妈，女儿还没
有来得及好好去爱你，你怎么能就这样离开
我呢？妈妈？想着妈妈当时看到迎面疾驰
的车头时的巨大无助和恐惧，心阵阵生疼，
我禁不住地撕心裂肺扑到她身上大哭，不管
不顾，冰凉冰凉的眼泪潮水一般。

病房里，空气中充斥着药水的味道，血
迹的味道，还有，绝望的味道。

从此，我就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了！
那是正月初五的早晨。冰凉的早晨，没

有太阳，没有云彩，没有微风。住院部的大
门口，不时有痊愈的病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慢
慢走出，虚弱却微笑着。林荫路上，穿着白
大褂的医生急匆匆地走着。几个小孩追逐
嬉 闹 ，两 条 小 狗 在 打 架 ，在 灰 尘 中 打 着 滚
儿。花圃中，山茶花在寒风中灿然绽放。一
切秩序如常，一切充满希望……只是，我却
成了没有妈妈的人了！妈妈离开的那天，再
过几天就是我生日了，可是给了我生命的
她，却永远地，离开了我。

送 别 妈 妈 ，拖 着 一 身 的 疲 倦 ，我 回 到
家。那个冬日，儿子读六年级。见我趴在桌
上饮泣，孩子悄悄地走来，轻轻拉拉我，我抬
起头，儿子递给我一条热毛巾：

“妈妈，外婆离开了，你不要再伤心了，
以后还有我关心你，妈妈。”

我注视着儿子，他稚气的眼眸，也凝视
着我，那里面，是清澈，更是关心。一股暖流
在心田涌动，心，慢慢暖和起来，我一把搂过
儿子，将他紧紧拥入怀里。

妈妈的离去，让我的生命，死去了一些，
又生出了新的部分。经过了生离死别的我，
已经与原先不一样，我知，我将携带着这个
新我前行，接过沉甸甸的饱含责任的爱，过
好每一天，奋力发光，努力生出羽翼，庇护新
生。我要让沉淀在我生命中的妈妈，像云层
中隐隐的星群，再闪亮一次，又一次。

妈妈，我又想你了！仰望着星空，我又
一次轻声唤道。风，将我的呼唤，传送得很
远很远……

亲亲亲 情 树情 树情 树 ◎仇丽萍

妈妈，
我想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