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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什 上 的 记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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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使用的家具、器物等，谓之家什。

便于识别和记住的标志，谓之记认，也叫

记号。

“ 家什”和“ 记认”这两个词，南方人口

语常用，文字表述少见。

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家什，比如桌椅

板凳、沙发床铺、锅碗瓢盆之类。

记认使用则更是广泛，边境线上立个

界碑，丈量土地打个木桩，行走在深山老

林中怕找不到返回的路，顺手折断一根枝

丫或绑一根布条，等等，都是记认。

自然生成的记认也不少。 省、市、县、

乡之间的分界，有以江河为记认，有以山

脉分水、关隘或道路为记认。 分田分地、

邻里宅舍的分界记认，或沟渠田埂，或滴

水弄堂，不胜枚举。

在乡间， 不仅家什上的记认随处可

见，偶尔也体现在契约文书中。

树大分枝 ，儿多分家 ，分家得写“ 分

关”（ 契约） 。 常见的田地、房屋买卖或租

赁，谈成了要写契约。

旧社会乡村识字的人极少，一个村子

里会写契约的，不是教书先生，便是家境

相对宽裕读过私塾的人。 执笔者首先根

据中间人或长辈调停后双方谈妥的意见，

把契约拟好，再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念给

在场的人听，等大家都听明白首肯了，立

约人和中人才一个个签字画押按手印 。

有不识字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怎么办？

别愁，他们会用毛笔在契约上颤颤巍巍地

画个独一无二的形状符号， 俗称“ 打花

绘”，也有叫“ 打花箍”的，然后按手印。 这

“ 花绘”也是记认，且基本是画押者自己绞

尽脑子设计的，像花不是花，像字不是字，

机关藏在细微处，旁人往往不易察觉，你

想模仿得一模一样还真有点难。

记认与

LOGO

都是方便识别的标志，

但两者又不尽相同。 过往书写或镌刻在

家什上的记认多为文字，不会文字书写的

人，为省事，也有自己画个符号的。 现代

LOGO

就讲究多了，要专门设计，多为象

形，也有会意。

过往人们在家什上做个记认，重要性

无可挑剔，因为家什不会说话，可能被借，

记认是所有权的宣示。 不常见人们会为

某个物件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吗？ 一个

说，“ 别争了！ 这东西就是我的！ ”另一个

说，“ 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了

?

有记认吗？”

对方无语。 可见记认的重要性。

家什上的记认，如今几乎不见，而在

从前，则是普遍。 从集市里买回来两只箩

筐，或者请篾匠师傅来家做几天活，编织

了箩筐、簸箕、凉席、嫁女的锁篮、晒谷物

的竹簟等，都要请乡间笔墨好的人来号上

字。 箩筐腰间两侧鼓起来的部分，一侧写

两个大字，周姓的写“ 周记”或“ 周办”，另

一侧写“ 大名”。 有的还要小字注明家族

出处，比如林姓，写“ 西河郡”。 注明“ 会稽

郡”的，是秦姓或贺姓。

请木匠师傅上门新制作了一张圆桌，

也要在桌子腿上注明所有人姓名和年月

日。家庭用的包括蓑衣、斗笠，扁担、水车、

打谷的禾桶，诸如此类，无一例外。

家里新购进碗盘酒杯调羹， 要请瓷器

店师傅琢字。师傅在瓷器上刻字，只需一根

细细的金刚钻，一个小锤，左手握钻，右手

拿锤，掌握好力度。 那琢字的声音，像好听

的音乐，“ 叮叮叮叮”， 节奏急促而均匀，两

三秒钟琢成一个。待全部完成，用毛笔沾点

墨汁一抹，便成了永远抹不去的印记。

瓷器店师傅琢一个字收一分钱，客户

有的琢姓氏，有的琢号。若一村人都同姓，

为避免日后混淆，便琢自己姓名的最后一

个字。 我养父叫林显嘉，所以家里的碗盘

调羹，都有一个“ 嘉”字。

连碗盘调羹都要刻字做个记认，现今

的年轻人也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往日，

确是必要。

乡村场地宽敞，乡里人家每逢婚丧嫁

娶红白喜事需要摆酒席，一般不去酒店。

酒店价格贵点倒没啥，关键是味道未必有

家里做得好。 现在更方便，访到手艺好的

大师傅来家，算正餐

130

至

160

元一桌，

桌椅板凳碗盘筷子调羹都会带来，包括洗

菜切菜工，东家只需提出标准根据师傅提

供的菜单买菜。 而在从前，所有桌椅板凳

和碗盘筷子酒杯调羹等都需要到各家各

户去借。 借一张圆桌一般五毛钱一次，借

碗筷不要钱。 办喜事的，归还时要给点喜

糖或寿饼以示感谢，以便再借不难。 可想

而知，摆一次酒席几十桌，所借家什来自

各家各户，若无记认，怎好分辨？

家什上做记认不仅体现在家庭，公家

亦然。 县政府、人民公社、各单位的办公家

具上，都有归属注明。 我儿时读书的小学，

课桌椅上都手写着“ 横山中心小学”或“ 吉

岩小学”字样。 到

1979

年进华东师大读书，

课桌椅上还有“ 华师·中文”或“ 上师·中文”

之类的字样，只不过不是手写体而已。

在自己喜欢的物件上做个记认，也是

屁小孩的最爱。 儿时逛新华书店，看到喜

欢得不行的书，一狠心，花五角一块买下

来，回家必定要找一张牛皮纸或旧画册的

铜版纸包好，然后在书的扉页上端端正正

地写上：珍惜图书，人人有责；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购于某某

新华书店。 不仅如此，“ 珍惜图书，人人有

责；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这十六个字还

要用笔反复涂抹加粗。

过往，公家召开大型代表会议，通常

会给代表们发一个搪瓷杯以示纪念，杯子

上印着“ 某某县三级干部大会纪念”或“ 某

某地区农业学大寨代表大会纪念”、“ 某某

省工业学大庆代表大会纪念” 的类似字

样。 我见过最牛逼的搪瓷杯，莫过于印有

“ 赠给：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

字样的。

搪瓷杯时间长了，表面的搪瓷容易脱

落，脱落后的痕迹圆圆黑黑，像螺丝厣，难

看。 因为这是荣誉，但凡家有这类搪瓷茶

杯的，都珍惜有加，只要发现，会千方百计

找点白色的磁漆涂上。

物资稀缺年代，别说有重要纪念意义

的搪瓷杯，大瓦缸破了能补要补，家里的

碗盘，若不小心摔成两瓣，会藏妥，等听到

街巷里出现浙江永康师傅的吆喝声：“ 打

铜修锁补锅补碗补钢精锅补脸盘罗”，立

马出门请师傅补上。 补碗的钉子，形状与

原理类似装订针。 修补时，师傅先用胶水

拼接，再用手工钻沿着裂缝两边各钻几个

小眼，把钉子两头穿进去，再反折过来，最

后用小锤轻轻敲打掐紧。 师傅的收费标

准， 根据碗盘大小和所需钉子几个确定，

五分至一角两角不等。

家什上的记认以及与记认相关的有

些情景，如今怕是再也看不到了。 闲来无

事，码几句文字，权当给那个物资奇缺的

年代做个“ 记认”，至于有无价值，不管。

大石的春日，确有一番与众不同的景致，让你因此流

连不舍。 来到田间地头，放眼望去，丘陵与田野好像一夜

间空降了无数黄灿灿的金子，蜜蜂繁忙地在其间穿梭，好

酿成一些自己注册商标的产品。 路边那些在冬日里毫无

生机的枯枝，突然就绽放出了炫目的光彩来，比如大石街

道春坞新农村的桃林，半个月之前，行人匆匆过，谁也不

会多看一样，现在，任谁从那里走过，都会停下来观赏山

坡那一片流动着的绯红云霞，它在深浅交错的绿意里，显

得那么光彩夺目。 许多人慕名而来，当然不满足于远观，

她们会带着许多能和桃花相映成趣的物件， 穿过一道田

埂，深入那团锦簇当中。

这样的时节，居住在大石街道乡野里的人们，心里一

定是储满春水一般温暖的幸福感的。 他们可以随意与一片

油菜花或者一朵桃花交流，与房前屋后的一棵梨树或者垂

柳诉说衷肠，或者，可以放心地把满腹心事说给门前流淌

的春水，让它们带走一些愁绪和忧伤。 大石溪边就是这样

一个偎依着流水的村子，这个平实朴素的名字里，暗合着

村子与一条溪流在漫长岁月里的互诉衷肠、深情相守 。

溪边村沿小溪而建，村里的路弯弯曲曲，依着水流的

走势，贯穿大石广阔的腹地。如今，这里的小路已经硬化，

路两边都装了路灯，到了晚上，溪水映着灯光，白亮亮的

一片。住在村子东头的韩秀娟每天晚上放下碗筷，收拾好

家务，便会沿着溪岸，急匆匆地往村西头的老年活动中心

赶。 有时候晚了几分钟，听见那头的音乐声响起，心里急

得什么似的，忍不住一路小跑赶去。

村口的小石拱桥边，那棵根深叶茂的老樟树，遒劲的

枝干依旧，逢春又换了一身春装。 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的

绿和溪岸间或的一两棵桃花红与梨花白， 从空中一直延

伸到水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虚实结合的美妙境地。韩秀

娟没注意这些，她并不知道，她每天走在这条路上，其实

是走在一幅画里。

溪边村的父老乡亲， 经历了白天的劳累， 等夜幕降

临，春天的暖风拂过村庄，便纷纷来到老年活动中心，这

里是溪边村最热闹的地方。我们来时，只见门前的广场有

各种健身器材，聚集了一群大爷，踢腿扭腰走几步，他们

有时聚集在一块，说说家事村事孩子的事。活动中心有图

书室、乒乓球室、棋牌室，还有一个公共的菜园，采摘的蔬

菜供活动中心的老人们食用。听说，这个村子里只要是六

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到这里来吃饭，每天的伙食费十

元，荤素搭配。 不少孩子不在家里的老人，每天就聚集在

这里，大伙儿一起吃饭，热闹，还不浪费。大妈们跳广场舞

的领地是活动中心的院子，够大，可以容纳几十号人在这

里排练。 村里有一支固定的舞蹈队， 一年到头都有新节

目，韩秀娟就是其中一员。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带着姐

妹们在舞台上给我们表演最新的广场舞， 看得出她们训

练有素，动作虽然简单但整齐划一，最重要的是，她们跳

出了昂扬的精气神，年届六十的她，此时脸上竟展现出少

女的娇羞。

那天，她们跳了三支舞后，我拦住了因出汗而脸上亮

晶晶的韩秀娟，她的姐妹也一并围拢了过来。听到我夸她

们跳得好，大家都不好意思起来了。“ 我们主要是喜欢跳

舞，年轻时就喜欢，那时候没条件跳啊，孩子个个要读书，

天天都忙，哪里有这个闲功夫？ ”“ 再说了，那时候村里也

没条件，晚上黑咕隆咚，别不小心掉到河里去！”大家一阵

哄笑。一个姓侯的大姐靠过来，看着我说，“ 我嫁过来这么

多年，现在真是过上了好日子。 孩子都住到了城里，叫我

去，我才懒得去呢！ 村里现在不是跟城里一样的吗？ 路灯

电视广场舞， 哪个都不缺。 电视上的那些大道理我说不

来，就知道现在每天都开心生活，开心跳舞！ ”那一刻，她

的骄傲和满足全写在了脸上。

大石徐村的韩姐，站在自家的阳台上，望着眼前的马

家柚果园，她的脸上也荡漾着春风。 据她自己讲，马家柚

开始推广种植的时候，韩姐从县城搬回了老家，就在自己

家门口种下了几百棵果树。现在是三月，这些看起来单薄

弱小的植株，毫不起眼，只有不断窜出来的新叶，昭示着

它们的生命力。 到了五月，白色的柚花缀满枝头，果园像

一个巨大的纯天然香水制造工厂， 纯粹的香气氤氲在田

间地头，能把你鼻子揪下来。 柚花具有天然的催眠能力，

韩姐每日就在这柚花香中踏踏实实地做着美梦。当然，让

她踏实的远不止这些，到了十月底，就迎来了马家柚采摘

季。 那些饱满金黄的柚子沉甸甸地挂在枝头上， 着实诱

人。 韩姐的柚子用的有机肥，挂出的果子格外好吃，水分

足口感好，每年都有人慕名前来采摘购买，韩姐的腰包一

年比一年鼓胀起来。那些城里来的人眼巴巴地赶往这里，

买了马家柚，还四处溜达一圈，地里青翠的蔬菜，远处旖

旎的小湖，沿路缤纷的花朵，让他们可眼馋了，个个对韩

姐的生活羡慕不已。

那天，我们离开盛满韩姐希望的马家柚园时，韩姐送

我们到路口，站在那儿向我们挥手，她的笑容在春天的阳

光里格外灿烂。车子渐行渐远，她的身影和后面的田野慢

慢融为了一体。 春天，波涛般蔓延开来。

老家门前有一荷塘，荷花在炎炎夏日唯美绽放。

再现“ 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 聚作水银窝，泻清

波”的美妙意境。

水波潋滟，荷叶铺天盖地，荷花闪烁着钻石般的

晶莹光芒。 荷花是一位绝美的女子，袖纱清挽，裙衫

翩跹，云髻高耸，清秀可人，灵动而沉静，温婉而蓬

勃。 幽香袭人，撩拨起心底的柔情。

荷花，又名莲花，菡萏、芙蓉、君子花，历来为人

们所赞赏。 荷花不染、不妖、不蔓、不枝，以站立的姿

态，在池塘里盛开，在文人墨客的心里盛开。

宋代诗人杨万里的《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 毕

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这样的美景，不仅醉了诗人，更

醉了在诗中赏荷的我们，成为千古绝唱。

陆龟蒙在《 白莲》里写到“ 素花多蒙别艳欺，此花

端合在瑶池”。 清雅淡丽的荷花，有着不事张扬的神

韵与境界，有着不予外物攀比、自满自足的从容舒

徐，更有着不可亵玩的清高孤傲。

宋代杜衍《 雨中荷花》云：“ 翠盖佳人临水立，檀

粉不匀香汗湿。 一阵风来碧浪翻， 珍珠零落难收

拾。 ”以花拟人，情意真切。

“ 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这是李商

隐的《 赠荷花》 。 在一方池塘里，清雅之荷，芬芳高

洁，容浊又容清，始终洒脱、恬淡。

“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

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唐代诗人王昌龄描写采

莲姑娘， 俨然一幅生动优美的荷花与美女相互辉映

的采莲图画。

诗仙李白在《 折荷有赠》写道：“ 涉江玩秋水，爱

此红蕖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佳人彩云里，欲

赠隔远天。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莲在诗人的眼

里恍若一位婷婷袅袅的绝世佳人，相思的凄美，爱情

的纯真，让人心驰神往。

宋代周敦颐在《 爱莲说》中写道：“ 予独爱莲之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

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寥寥几

句，抒写了荷花的姿色神韵，蕴含着一种千百年来人

们所要追求的人生境界。

清水芙蓉也抵不过凋零的命运。 李商隐的《 夜

冷》 凉意阵阵，“ 西亭翠被馀香薄， 一夜将愁向败

荷。 ”莲花香消叶残，这种对美的消逝的哀悼，对生

命易逝的叹息却无意识地流露了唐代诗人对生命

本体的关注。

“ 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吟

着周邦彦《 苏幕遮》 ，遇见这一池清韵，溽暑全消，心

静如雪。

徜徉古典诗词， 荷花的脉脉清香渗透五脏六

腑，清爽洁净，温馨宜人，拂去尘埃，让心灵变得从

容淡泊。 愿做一株清荷，在喧嚣尘世开出最灿烂绚

丽的人生。

“ 夏时，晨起芰荷为衣，傍

花树吸露润肺……午后，刳椰

子盏，浮瓜沉李 ，捣莲花饮碧

芳酒 ，日哺 ，浴罢温泉 ，擢小

舟，垂钓于古藤曲水边，薄暮，

择冠蒲扇立层岗 ， 看火云变

观。”读之，一种恬静安谧流淌

心头，每每进入“ 心凝形释，与

万化冥合”的诗化境界。。

溽暑夏日， 市声聒躁，心

中时时浮现故园波光帆影、烟

柳农舍。 暮色里，聆听农人荷

锄而归的谈笑声，村童唤羊吆

牛声，亲情萦绕胸际。

农家小院， 桑槐构榆，漏

透而清凉，一片幽微情趣。 院

里填满鸟雀的喧闹和夕光的

绚烂。 院里井壁苍苔。 木桶撞

击井壁 ，空洞久远 ，有丝竹管

弦之韵。 碎砖堆砌的花圃里，

栀子清芬 ，凤仙妖娆 ，蘼芜散

香，扑人衣袂。农具悬挂檐口，

昭示稼穑艰难。

夕光下，有耄耋老者和垂

髫少年， 就着桑木桌看闲书、

下象棋、糊纸鸢。村姑结网，村

妇裱袼褙 ，老翁搓草绳 ，渔姑

拣鱼虾 ，壮汉罱河泥 ，乡土风

情，如入北宋范宽的画境。

瓜棚豆架， 夕光濡染，读

明清小品 ， 内心一片波光潋

滟。纸围屏风，竹床石枕，一卷

诗书， 倚枕而读。“ 藤悬读书

帐”，藤蔓攀树，读书消夏。 轻

啜清茶 ，心如幽潭 ，脾胆魂魄

皆冰雪， 清凉之气漾出心底，

品出悠悠夏韵和禅意人生，时

时走进王维“ 漱流复濯足，前

对钓鱼翁”的闲逸里。

晚风清凉， 家人围坐，嘬

青螺 ，剥嫩菱 ，啃西瓜 ，嚼浆

饼，其乐融融。 西瓜或水瓜在

井水里浸泡过，沁凉爽口。 此

种情趣 ， 正如汪曾祺笔下所

叙：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

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

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月下风物 ，素白而朦胧 ，

宛若一阙宋词小令 。 汪曾祺

说 ：夏日的黄昏 ，就着猪头肉

喝二两酒 ， 拎个马扎踅摸到

一个荫凉树下纳凉 ， 该是人

生莫大的享受。 在老家，喜欢

黄昏里邀二三布衣 ， 院中小

酌，把酒话桑麻。 我称上猪头

肉 ，盐水鹅 ，猪耳朵 ，烧上丝

瓜汤 ，腌上西红柿 ，炒个清水

螺蛳 。 我们喝着冰啤 ， 抽着

烟 ，说着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

清风明月相伴 ， 蛙鼓虫鸣萦

耳 ，杯盘狼藉 ，“ 人散后 ，一钩

新月天如水”。

夏夜萤飞， 月色清澄，薄

如蝉翼。 我喜欢面朝东窗，凝

望竹影摇曳 ，清简舒朗 ，虚怀

若谷 ，宛若米家山水 ，渐渐走

进“ 风来笑有声，雨过净如洗。

有时明月来， 弄影高窗里”的

美妙境界。吟哦“ 月出皎兮，佼

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的诗句 ，心中浩茫 ，乡愁空旷

无边 。 更觉夏月透出温情之

光，夏夜变得缠绵悱恻。

我喜欢到门前小桥上纳

凉。 吹荷风，听蛙鸣，沐月光，

怀古今，愉悦而清凉。 流水和

桥影依旧 ， 湮没了许多人和

事，令人心有戚戚焉。 桥上纳

凉人少，也有几位老农捧着饭

碗，边吃边聊。 我和他们拉家

常，谈农事。 月光映水，迷离闪

烁，恍入梦境。

心远地自偏，心静自然凉。

人们享受着空调电风扇怡人

的凉爽，却少却了乡风民情的

濡染、芰荷菰蒲的滋润。 雅事

生清凉 ，守一份淡然 ，伴一缕

乡愁，夏日诗意而从容。

我是一名先天性视网膜色

素病变患者， 双眼的视力

0.1

不到。 再加上怀儿子时，由于

高危妊娠反应引起的并发症

导致角膜出血 ， 曾经一度失

明。虽然经家人精心照料和康

复治疗有所好转，身体状况和

视力却每况愈下。我用仅存的

微弱的视力看着儿女一天天

茁壮成长。

2017

年春天， 视力突然

又一次急剧下降 ， 十米开外

的东西都模模糊糊看不清 ，

这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

诸多不便。 一天傍晚，我无不

担忧地把一双儿女叫到跟前，

小心翼翼地对孩子说：“ 宝贝，

妈妈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不

能好好照顾你们，你们还是回

到爸爸或回到爷爷奶奶身边

生活 ， 好吗 ？ 你们一定要懂

事，听话……”

话音未落 ， 他们姐弟俩

就哭了起来 ， 异口同声地问

道：“ 妈妈，你是不是得了什么

毛病了。 你不要离开我们，我

们会好好学习，听你话的。 ”迫

不得已，我对他们说出了我心

中的担忧 ，告诉他们 ，我担心

自己的眼睛可能又要面临失

明了。

他们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一样 。 表示坚决不离开我半

步。 女儿说

:

“ 妈妈 ，吉人自有

天相，你不会瞎掉。 你那么热

心帮助别人，老天也会保佑你

的。 ”我苦笑着对孩子说

:

“ 不

怕一万 ，就怕万一 ，万一有那

么一天 ， 你们一定要互相照

顾 ， 学会独立生活和自理能

力。 ”这时女儿抬起头来看着

我 ， 用坚定不移的语气对我

说 ：“ 妈妈 ，你放心 ，如果你真

的看不到了 ， 我们不仅能照

顾好自己 ， 我们还会好好照

顾你。 我会扶你过马路、给你

读文章 、讲故事 ，等我长大赚

钱了 ， 我还要带你去周游世

界呢

!

”

我情不自禁被她逗笑了。

问她眼睛都看不到，还怎么去

周游世界？有句老话不是说有

眼天堂，无眼地狱吗？ 只怕到

时候是寸步都难行啊！

“ 怎么就不可以了？ 我可

以扶着你走呀

!

然后把我看到

的 美 景 绘 声 绘 色 讲 给 你 听

呀。 ”

儿子见我们俩聊的热火

朝天 ， 而他在一旁一句话都

插不上 ，在一边急得直跺脚 ，

连声说道

:

“ 妈妈 ， 还有我 ，还

有我呀！ 我是小小男子汉，我

力气比姐姐大 ， 到时你走不

动，我可以背着你。 等我长大

有钱了 ，我就买个车子 ，带着

你和姐姐还有外婆一起去周

游世界。 ”

听着儿女一番暖心的话

语，我激动得泪流满面。 我一

把搂住孩子，对他们说：“ 妈妈

没有伤心难过，只是太高兴太

激动了 ， 流的也是幸福的泪

水。因为有你们这么一双乖巧

孝顺的儿女。我也不必过多去

担心不可预知的未来。应该珍

惜当下，开心过好每一天。 就

像你们常常所说的那样，你们

可以做我的双眼，可以做我的

拐杖。 ”

经过治疗 ， 所幸有惊无

险， 住院三个多月就痊愈了。

因为经历过病痛和无边黑暗

的痛苦折磨，更加珍惜眼前来

之不易的幸福。人生最幸家有

两宝，一对聪慧的孩子就是我

一生的希望，也是我人生路上

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他们不

会因为我贫穷或富有嫌弃我，

始终是我精神上最宝贵的财

富，会令我放下一切烦恼与痛

苦。 他们光芒四射，照亮我人

生前进的道路，也会给我无限

的动力，让我有勇气面对一切

不幸和困顿挫折。

苦 ，只是苦一阵子 ，熬得

了苦，到头来就享得了福。 哪

怕生活再苦再难， 都不要灰心

丧气， 只要咬牙挺过去跨过那

道坎。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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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什 上 的 记 认

林孙珍

雅事生清凉

宫凤华

田 野 上

余敏

夏 荷

沈顺英

我做你的眼

杨霞

家庭使用的家具、器物等，谓之家什。

便于识别和记住的标志，谓之记认，也叫

记号。

“ 家什”和“ 记认”这两个词，南方人口

语常用，文字表述少见。

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家什，比如桌椅

板凳、沙发床铺、锅碗瓢盆之类。

记认使用则更是广泛，边境线上立个

界碑，丈量土地打个木桩，行走在深山老

林中怕找不到返回的路，顺手折断一根枝

丫或绑一根布条，等等，都是记认。

自然生成的记认也不少。 省、市、县、

乡之间的分界，有以江河为记认，有以山

脉分水、关隘或道路为记认。 分田分地、

邻里宅舍的分界记认，或沟渠田埂，或滴

水弄堂，不胜枚举。

在乡间， 不仅家什上的记认随处可

见，偶尔也体现在契约文书中。

树大分枝 ，儿多分家 ，分家得写“ 分

关”（ 契约） 。 常见的田地、房屋买卖或租

赁，谈成了要写契约。

旧社会乡村识字的人极少，一个村子

里会写契约的，不是教书先生，便是家境

相对宽裕读过私塾的人。 执笔者首先根

据中间人或长辈调停后双方谈妥的意见，

把契约拟好，再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念给

在场的人听，等大家都听明白首肯了，立

约人和中人才一个个签字画押按手印 。

有不识字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怎么办？

别愁，他们会用毛笔在契约上颤颤巍巍地

画个独一无二的形状符号， 俗称“ 打花

绘”，也有叫“ 打花箍”的，然后按手印。 这

“ 花绘”也是记认，且基本是画押者自己绞

尽脑子设计的，像花不是花，像字不是字，

机关藏在细微处，旁人往往不易察觉，你

想模仿得一模一样还真有点难。

记认与

LOGO

都是方便识别的标志，

但两者又不尽相同。 过往书写或镌刻在

家什上的记认多为文字，不会文字书写的

人，为省事，也有自己画个符号的。 现代

LOGO

就讲究多了，要专门设计，多为象

形，也有会意。

过往人们在家什上做个记认，重要性

无可挑剔，因为家什不会说话，可能被借，

记认是所有权的宣示。 不常见人们会为

某个物件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吗？ 一个

说，“ 别争了！ 这东西就是我的！ ”另一个

说，“ 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了

?

有记认吗？”

对方无语。 可见记认的重要性。

家什上的记认，如今几乎不见，而在

从前，则是普遍。 从集市里买回来两只箩

筐，或者请篾匠师傅来家做几天活，编织

了箩筐、簸箕、凉席、嫁女的锁篮、晒谷物

的竹簟等，都要请乡间笔墨好的人来号上

字。 箩筐腰间两侧鼓起来的部分，一侧写

两个大字，周姓的写“ 周记”或“ 周办”，另

一侧写“ 大名”。 有的还要小字注明家族

出处，比如林姓，写“ 西河郡”。 注明“ 会稽

郡”的，是秦姓或贺姓。

请木匠师傅上门新制作了一张圆桌，

也要在桌子腿上注明所有人姓名和年月

日。家庭用的包括蓑衣、斗笠，扁担、水车、

打谷的禾桶，诸如此类，无一例外。

家里新购进碗盘酒杯调羹， 要请瓷器

店师傅琢字。师傅在瓷器上刻字，只需一根

细细的金刚钻，一个小锤，左手握钻，右手

拿锤，掌握好力度。 那琢字的声音，像好听

的音乐，“ 叮叮叮叮”， 节奏急促而均匀，两

三秒钟琢成一个。待全部完成，用毛笔沾点

墨汁一抹，便成了永远抹不去的印记。

瓷器店师傅琢一个字收一分钱，客户

有的琢姓氏，有的琢号。若一村人都同姓，

为避免日后混淆，便琢自己姓名的最后一

个字。 我养父叫林显嘉，所以家里的碗盘

调羹，都有一个“ 嘉”字。

连碗盘调羹都要刻字做个记认，现今

的年轻人也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往日，

确是必要。

乡村场地宽敞，乡里人家每逢婚丧嫁

娶红白喜事需要摆酒席，一般不去酒店。

酒店价格贵点倒没啥，关键是味道未必有

家里做得好。 现在更方便，访到手艺好的

大师傅来家，算正餐

130

至

160

元一桌，

桌椅板凳碗盘筷子调羹都会带来，包括洗

菜切菜工，东家只需提出标准根据师傅提

供的菜单买菜。 而在从前，所有桌椅板凳

和碗盘筷子酒杯调羹等都需要到各家各

户去借。 借一张圆桌一般五毛钱一次，借

碗筷不要钱。 办喜事的，归还时要给点喜

糖或寿饼以示感谢，以便再借不难。 可想

而知，摆一次酒席几十桌，所借家什来自

各家各户，若无记认，怎好分辨？

家什上做记认不仅体现在家庭，公家

亦然。 县政府、人民公社、各单位的办公家

具上，都有归属注明。 我儿时读书的小学，

课桌椅上都手写着“ 横山中心小学”或“ 吉

岩小学”字样。 到

1979

年进华东师大读书，

课桌椅上还有“ 华师·中文”或“ 上师·中文”

之类的字样，只不过不是手写体而已。

在自己喜欢的物件上做个记认，也是

屁小孩的最爱。 儿时逛新华书店，看到喜

欢得不行的书，一狠心，花五角一块买下

来，回家必定要找一张牛皮纸或旧画册的

铜版纸包好，然后在书的扉页上端端正正

地写上：珍惜图书，人人有责；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购于某某

新华书店。 不仅如此，“ 珍惜图书，人人有

责；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这十六个字还

要用笔反复涂抹加粗。

过往，公家召开大型代表会议，通常

会给代表们发一个搪瓷杯以示纪念，杯子

上印着“ 某某县三级干部大会纪念”或“ 某

某地区农业学大寨代表大会纪念”、“ 某某

省工业学大庆代表大会纪念” 的类似字

样。 我见过最牛逼的搪瓷杯，莫过于印有

“ 赠给：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

字样的。

搪瓷杯时间长了，表面的搪瓷容易脱

落，脱落后的痕迹圆圆黑黑，像螺丝厣，难

看。 因为这是荣誉，但凡家有这类搪瓷茶

杯的，都珍惜有加，只要发现，会千方百计

找点白色的磁漆涂上。

物资稀缺年代，别说有重要纪念意义

的搪瓷杯，大瓦缸破了能补要补，家里的

碗盘，若不小心摔成两瓣，会藏妥，等听到

街巷里出现浙江永康师傅的吆喝声：“ 打

铜修锁补锅补碗补钢精锅补脸盘罗”，立

马出门请师傅补上。 补碗的钉子，形状与

原理类似装订针。 修补时，师傅先用胶水

拼接，再用手工钻沿着裂缝两边各钻几个

小眼，把钉子两头穿进去，再反折过来，最

后用小锤轻轻敲打掐紧。 师傅的收费标

准， 根据碗盘大小和所需钉子几个确定，

五分至一角两角不等。

家什上的记认以及与记认相关的有

些情景，如今怕是再也看不到了。 闲来无

事，码几句文字，权当给那个物资奇缺的

年代做个“ 记认”，至于有无价值，不管。

大石的春日，确有一番与众不同的景致，让你因此流

连不舍。 来到田间地头，放眼望去，丘陵与田野好像一夜

间空降了无数黄灿灿的金子，蜜蜂繁忙地在其间穿梭，好

酿成一些自己注册商标的产品。 路边那些在冬日里毫无

生机的枯枝，突然就绽放出了炫目的光彩来，比如大石街

道春坞新农村的桃林，半个月之前，行人匆匆过，谁也不

会多看一样，现在，任谁从那里走过，都会停下来观赏山

坡那一片流动着的绯红云霞，它在深浅交错的绿意里，显

得那么光彩夺目。 许多人慕名而来，当然不满足于远观，

她们会带着许多能和桃花相映成趣的物件， 穿过一道田

埂，深入那团锦簇当中。

这样的时节，居住在大石街道乡野里的人们，心里一

定是储满春水一般温暖的幸福感的。 他们可以随意与一片

油菜花或者一朵桃花交流，与房前屋后的一棵梨树或者垂

柳诉说衷肠，或者，可以放心地把满腹心事说给门前流淌

的春水，让它们带走一些愁绪和忧伤。 大石溪边就是这样

一个偎依着流水的村子，这个平实朴素的名字里，暗合着

村子与一条溪流在漫长岁月里的互诉衷肠、深情相守 。

溪边村沿小溪而建，村里的路弯弯曲曲，依着水流的

走势，贯穿大石广阔的腹地。如今，这里的小路已经硬化，

路两边都装了路灯，到了晚上，溪水映着灯光，白亮亮的

一片。住在村子东头的韩秀娟每天晚上放下碗筷，收拾好

家务，便会沿着溪岸，急匆匆地往村西头的老年活动中心

赶。 有时候晚了几分钟，听见那头的音乐声响起，心里急

得什么似的，忍不住一路小跑赶去。

村口的小石拱桥边，那棵根深叶茂的老樟树，遒劲的

枝干依旧，逢春又换了一身春装。 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的

绿和溪岸间或的一两棵桃花红与梨花白， 从空中一直延

伸到水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虚实结合的美妙境地。韩秀

娟没注意这些，她并不知道，她每天走在这条路上，其实

是走在一幅画里。

溪边村的父老乡亲， 经历了白天的劳累， 等夜幕降

临，春天的暖风拂过村庄，便纷纷来到老年活动中心，这

里是溪边村最热闹的地方。我们来时，只见门前的广场有

各种健身器材，聚集了一群大爷，踢腿扭腰走几步，他们

有时聚集在一块，说说家事村事孩子的事。活动中心有图

书室、乒乓球室、棋牌室，还有一个公共的菜园，采摘的蔬

菜供活动中心的老人们食用。听说，这个村子里只要是六

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到这里来吃饭，每天的伙食费十

元，荤素搭配。 不少孩子不在家里的老人，每天就聚集在

这里，大伙儿一起吃饭，热闹，还不浪费。大妈们跳广场舞

的领地是活动中心的院子，够大，可以容纳几十号人在这

里排练。 村里有一支固定的舞蹈队， 一年到头都有新节

目，韩秀娟就是其中一员。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带着姐

妹们在舞台上给我们表演最新的广场舞， 看得出她们训

练有素，动作虽然简单但整齐划一，最重要的是，她们跳

出了昂扬的精气神，年届六十的她，此时脸上竟展现出少

女的娇羞。

那天，她们跳了三支舞后，我拦住了因出汗而脸上亮

晶晶的韩秀娟，她的姐妹也一并围拢了过来。听到我夸她

们跳得好，大家都不好意思起来了。“ 我们主要是喜欢跳

舞，年轻时就喜欢，那时候没条件跳啊，孩子个个要读书，

天天都忙，哪里有这个闲功夫？ ”“ 再说了，那时候村里也

没条件，晚上黑咕隆咚，别不小心掉到河里去！”大家一阵

哄笑。一个姓侯的大姐靠过来，看着我说，“ 我嫁过来这么

多年，现在真是过上了好日子。 孩子都住到了城里，叫我

去，我才懒得去呢！ 村里现在不是跟城里一样的吗？ 路灯

电视广场舞， 哪个都不缺。 电视上的那些大道理我说不

来，就知道现在每天都开心生活，开心跳舞！ ”那一刻，她

的骄傲和满足全写在了脸上。

大石徐村的韩姐，站在自家的阳台上，望着眼前的马

家柚果园，她的脸上也荡漾着春风。 据她自己讲，马家柚

开始推广种植的时候，韩姐从县城搬回了老家，就在自己

家门口种下了几百棵果树。现在是三月，这些看起来单薄

弱小的植株，毫不起眼，只有不断窜出来的新叶，昭示着

它们的生命力。 到了五月，白色的柚花缀满枝头，果园像

一个巨大的纯天然香水制造工厂， 纯粹的香气氤氲在田

间地头，能把你鼻子揪下来。 柚花具有天然的催眠能力，

韩姐每日就在这柚花香中踏踏实实地做着美梦。当然，让

她踏实的远不止这些，到了十月底，就迎来了马家柚采摘

季。 那些饱满金黄的柚子沉甸甸地挂在枝头上， 着实诱

人。 韩姐的柚子用的有机肥，挂出的果子格外好吃，水分

足口感好，每年都有人慕名前来采摘购买，韩姐的腰包一

年比一年鼓胀起来。那些城里来的人眼巴巴地赶往这里，

买了马家柚，还四处溜达一圈，地里青翠的蔬菜，远处旖

旎的小湖，沿路缤纷的花朵，让他们可眼馋了，个个对韩

姐的生活羡慕不已。

那天，我们离开盛满韩姐希望的马家柚园时，韩姐送

我们到路口，站在那儿向我们挥手，她的笑容在春天的阳

光里格外灿烂。车子渐行渐远，她的身影和后面的田野慢

慢融为了一体。 春天，波涛般蔓延开来。

老家门前有一荷塘，荷花在炎炎夏日唯美绽放。

再现“ 池荷跳雨，散了珍珠还聚。 聚作水银窝，泻清

波”的美妙意境。

水波潋滟，荷叶铺天盖地，荷花闪烁着钻石般的

晶莹光芒。 荷花是一位绝美的女子，袖纱清挽，裙衫

翩跹，云髻高耸，清秀可人，灵动而沉静，温婉而蓬

勃。 幽香袭人，撩拨起心底的柔情。

荷花，又名莲花，菡萏、芙蓉、君子花，历来为人

们所赞赏。 荷花不染、不妖、不蔓、不枝，以站立的姿

态，在池塘里盛开，在文人墨客的心里盛开。

宋代诗人杨万里的《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 毕

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这样的美景，不仅醉了诗人，更

醉了在诗中赏荷的我们，成为千古绝唱。

陆龟蒙在《 白莲》里写到“ 素葩多为别艳欺，此花

真合在瑶池”。 清雅淡丽的荷花，有着不事张扬的神

韵与境界，有着不予外物攀比、自满自足的从容舒

徐，更有着不可亵玩的清高孤傲。

宋代杜衍《 雨中荷花》云：“ 翠盖佳人临水立，檀

粉不匀香汗湿。 一阵风来碧浪翻， 珍珠零落难收

拾。 ”以花拟人，情意真切。

“ 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这是李商

隐的《 赠荷花》 。 在一方池塘里，清雅之荷，芬芳高

洁，容浊又容清，始终洒脱、恬淡。

“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

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唐代诗人王昌龄描写采

莲姑娘， 俨然一幅生动优美的荷花与美女相互辉映

的采莲图画。

诗仙李白在《 折荷有赠》写道：“ 涉江玩秋水，爱

此红蕖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佳人彩云里，欲

赠隔远天。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莲在诗人的眼

里恍若一位婷婷袅袅的绝世佳人，相思的凄美，爱情

的纯真，让人心驰神往。

宋代周敦颐在《 爱莲说》中写道：“ 予独爱莲之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空外直，不蔓不枝，香

远溢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寥寥几

句，抒写了荷花的姿色神韵，蕴含着一种千百年来人

们所要追求的人生境界。

清水芙蓉也抵不过凋零的命运。 李商隐的《 夜

冷》 凉意阵阵，“ 西亭翠被馀香薄， 一夜将愁向败

荷。 ”莲花香消叶残，这种对美的消逝的哀悼，对生

命易逝的叹息却无意识地流露了唐代诗人对生命

本体的关注。

“ 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吟

着周邦彦《 苏幕遮》 ，遇见这一池清韵，溽暑全消，心

静如雪。

徜徉古典诗词， 荷花的脉脉清香渗透五脏六

腑，清爽洁净，温馨宜人，拂去尘埃，让心灵变得从

容淡泊。 愿做一株清荷，在喧嚣尘世开出最灿烂绚

丽的人生。

“ 夏时，晨起芰荷为衣，傍

花树吸露润肺……午后，刳椰

子盏，浮瓜沉李 ，捣莲花饮碧

芳酒 ，日哺 ，浴罢温泉 ，擢小

舟，垂钓于古藤曲水边，薄暮，

择冠蒲扇立层岗 ， 看火云变

观。”读之，一种恬静安谧流淌

心头，每每进入“ 心凝形释，与

万化冥合”的诗化境界。。

溽暑夏日， 市声聒躁，心

中时时浮现故园波光帆影、烟

柳农舍。 暮色里，聆听农人荷

锄而归的谈笑声，村童唤羊吆

牛声，亲情萦绕胸际。

农家小院， 桑槐构榆，漏

透而清凉，一片幽微情趣。 院

里填满鸟雀的喧闹和夕光的

绚烂。 院里井壁苍苔。 木桶撞

击井壁 ，空洞久远 ，有丝竹管

弦之韵。 碎砖堆砌的花圃里，

栀子清芬 ，凤仙妖娆 ，蘼芜散

香，扑人衣袂。农具悬挂檐口，

昭示稼穑艰难。

夕光下，有耄耋老者和垂

髫少年， 就着桑木桌看闲书、

下象棋、糊纸鸢。村姑结网，村

妇裱袼褙 ，老翁搓草绳 ，渔姑

拣鱼虾 ，壮汉罱河泥 ，乡土风

情，如入北宋范宽的画境。

瓜棚豆架， 夕光濡染，读

明清小品 ， 内心一片波光潋

滟。纸围屏风，竹床石枕，一卷

诗书， 倚枕而读。“ 藤悬读书

帐”，藤蔓攀树，读书消夏。 轻

啜清茶 ，心如幽潭 ，脾胆魂魄

皆冰雪， 清凉之气漾出心底，

品出悠悠夏韵和禅意人生，时

时走进王维“ 漱流复濯足，前

对钓鱼翁”的闲逸里。

晚风清凉， 家人围坐，嘬

青螺 ，剥嫩菱 ，啃西瓜 ，嚼浆

饼，其乐融融。 西瓜或水瓜在

井水里浸泡过，沁凉爽口。 此

种情趣 ， 正如汪曾祺笔下所

叙：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

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

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月下风物 ，素白而朦胧 ，

宛若一阙宋词小令 。 汪曾祺

说 ：夏日的黄昏 ，就着猪头肉

喝二两酒 ， 拎个马扎踅摸到

一个荫凉树下纳凉 ， 该是人

生莫大的享受。 在老家，喜欢

黄昏里邀二三布衣 ， 院中小

酌，把酒话桑麻。 我称上猪头

肉 ，盐水鹅 ，猪耳朵 ，烧上丝

瓜汤 ，腌上西红柿 ，炒个清水

螺蛳 。 我们喝着冰啤 ， 抽着

烟 ，说着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

清风明月相伴 ， 蛙鼓虫鸣萦

耳 ，杯盘狼藉 ，“ 人散后 ，一钩

新月天如水”。

夏夜萤飞， 月色清澄，薄

如蝉翼。 我喜欢面朝东窗，凝

望竹影摇曳 ，清简舒朗 ，虚怀

若谷 ，宛若米家山水 ，渐渐走

进“ 风来笑有声，雨过净如洗。

有时明月来， 弄影高窗里”的

美妙境界。吟哦“ 月出皎兮，佼

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的诗句 ，心中浩茫 ，乡愁空旷

无边 。 更觉夏月透出温情之

光，夏夜变得缠绵悱恻。

我喜欢到门前小桥上纳

凉。 吹荷风，听蛙鸣，沐月光，

怀古今，愉悦而清凉。 流水和

桥影依旧 ， 湮没了许多人和

事，令人心有戚戚焉。 桥上纳

凉人少，也有几位老农捧着饭

碗，边吃边聊。 我和他们拉家

常，谈农事。 月光映水，迷离闪

烁，恍入梦境。

心远地自偏，心静自然凉。

人们享受着空调电风怡人的

凉爽，却少却了乡风民情的濡

染、芰荷菰蒲的滋润。 雅事生

清凉 ，守一份淡然 ，伴一缕乡

愁，夏日诗意而从容。

我是一名先天性视网膜色

素病变患者， 双眼的视力

0.1

不到。 再加上怀儿子时，由于

高危妊娠反应引起的并发症

导致角膜出血 ， 曾经一度失

明。虽然经家人精心照料和康

复治疗有所好转，身体状况和

视力却每况愈下。我用仅存的

微弱的视力看着儿女一天天

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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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天， 视力突然

又一次急剧下降 ， 十米开外

的东西都模模糊糊看不清 ，

这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

诸多不便。 一天傍晚，我无不

担忧地把一双儿女叫到跟前，

小心翼翼地对孩子说：“ 宝贝，

妈妈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不

能好好照顾你们，你们还是回

到爸爸或回到爷爷奶奶身边

生活 ， 好吗 ？ 你们一定要懂

事，听话……”

话音未落 ， 他们姐弟俩

就哭了起来 ， 异口同声地问

道：“ 妈妈，你是不是得了什么

毛病了。 你不要离开我们，我

们会好好学习，听你话的。 ”迫

不得已，我对他们说出了我心

中的担忧 ，告诉他们 ，我担心

自己的眼睛可能又要面临失

明了。

他们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一样 。 表示坚决不离开我半

步。 女儿说

:

“ 妈妈 ，吉人自有

天相，你不会瞎掉。 你那么热

心帮助别人，老天也会保佑你

的。 ”我苦笑着对孩子说

:

“ 不

怕一万 ，就怕万一 ，万一有那

么一天 ， 你们一定要互相照

顾 ， 学会独立生活和自理能

力。 ”这时女儿抬起头来看着

我 ， 用坚定不移的语气对我

说 ：“ 妈妈 ，你放心 ，如果你真

的看不到了 ， 我们不仅能照

顾好自己 ， 我们还会好好照

顾你。 我会扶你过马路、给你

读文章 、讲故事 ，等我长大赚

钱了 ， 我还要带你去周游世

界呢

!

”

我情不自禁被她逗笑了。

问她眼睛都看不到，还怎么去

周游世界？有句老话不是说有

眼天堂，无眼地狱吗？ 只怕到

时候是寸步都难行啊！

“ 怎么就不可以了？ 我可

以扶着你走呀

!

然后把我看到

的 美 景 绘 声 绘 色 讲 给 你 听

呀。 ”

儿子见我们俩聊的热火

朝天 ， 而他在一旁一句话都

插不上 ，在一边急得直跺脚 ，

连声说道

:

“ 妈妈 ， 还有我 ，还

有我呀！ 我是小小男子汉，我

力气比姐姐大 ， 到时你走不

动，我可以背着你。 等我长大

有钱了 ，我就买个车子 ，带着

你和姐姐还有外婆一起去周

游世界。 ”

听着儿女一番暖心的话

语，我激动得泪流满面。 我一

把搂住孩子，对他们说：“ 妈妈

没有伤心难过，只是太高兴太

激动了 ， 流的也是幸福的泪

水。因为有你们这么一双乖巧

孝顺的儿女。我也不必过多去

担心不可预知的未来。应该珍

惜当下，开心过好每一天。 就

像你们常常所说的那样，你们

可以做我的双眼，可以做我的

拐杖。 ”

经过治疗 ， 所幸有惊无

险， 住院三个多月就痊愈了。

因为经历过病痛和无边黑暗

的痛苦折磨，更加珍惜眼前来

之不易的幸福。人生最幸家有

两宝，一对聪慧的孩子就是我

一生的希望，也是我人生路上

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他们不

会因为我贫穷或富有嫌弃我，

始终是我精神上最宝贵的财

富，会令我放下一切烦恼与痛

苦。 他们光芒四射，照亮我人

生前进的道路，也会给我无限

的动力，让我有勇气面对一切

不幸和困顿挫折。

苦 ，只是苦一阵子 ，熬得

了苦，到头来就享得了福。 哪

怕生活再苦再难， 都不要灰心

丧气， 只要咬牙挺过去跨过那

道坎。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