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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生命感谢生命
□□黑黑 龙龙

终结的遥远
——《花落花开人世梦》创作谈 □许丽晴

这篇文字原本是欠着的——说是“欠着”，一
点也不为过。作为后记或创作谈大多是付梓印刷
前交稿的，近两年来，出版社和表姐也一再问及
此事，可不知为什么，我居然找不到感觉，一直找
不到，或者说无法抓住什么，可我总又同样无法
拒绝——冥冥之中又觉得与她们会有某种交结。

会在哪里交结呢？
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元春、贾迎春、贾

探春、贾惜春……大观园里众多形态各异、各具
秉赋的女子们，她们来了，又去了。正如张爱玲所
说，红楼梦不是一个梦，而是一个巨大而幽深的
谜。我茫然而又焦虑。

两三年中，我时常处于一种习惯性的忙碌和
琐碎之中，机械地行走、公务、做事，只是在日子
的缝隙之中不时提醒自己：该回去了。在那个生
活惬意温情宜居的苏中城市，被病痛折磨不已的
母亲日甚一日地衰老着，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只
是在断断续续的清晰中活回自己的世界。那个
寒冷的冬天，她像是闯过了鬼门关，只是突然从
此安静了，再没有病态的絮叨和呓语，不再需要
每天服用日本进口药物。小辈们庆幸之余相互
鼓劲，加一把劲，咱家定能再出一位老寿星！要
知道，咱小脚外婆就是活过100岁的呀！可是，
事实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样，母亲的病情似乎以
另一种方式继续发展，她再也不愿意下床活动，
极少开口说话，多以点头或摇头或极简的字句来
交流。再后来，每有亲戚来探访，她只能努力着
以眼神表达了，然后默默地流泪。我总是匆匆地
来，匆匆地走，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截取和她在
一起的光阴。大家似乎习惯了这种事务料理生
活，疲倦中麻木着，谁也没有想到，终于有一天，
它会戛然而止。

那个阴雨连绵的冬夜，母亲终于走了，没有
留下片言只语。

所有属于母亲的一切终于离去。返宁的动车
启动的那一刻，我忽然悲从中来，泪水瞬间模糊
了我的双眼和衣襟。掩面而泣的我，猛然急切地
想要留住母亲的一点什么，哪怕一点点气息也
好。檀香扇，而那把《红楼梦》人物檀香扇，毫无悬
念成为我的首选。

多少年前的一天，那柄精巧的折扇在我面前
缓缓打开，扇面镂空雕刻的是黛玉葬花图案，画
面玉人如风，花落似海，淡紫色流苏坠子微微地
泛着洁净的晶莹。一股异香弥漫开来，惊异之下
的我闭上眼睛，贪婪地吮吸着，陶醉着。

我是在“晒伏”的季节里认识那把檀香扇的。
苏中地区有伏天暴晒衣物的风俗，一来防潮，二
来除菌。每逢那个艳阳当头的晴好日子，实际成
了母亲的小型衣物展陈会。作为父母晚婚晚育三
个孩子中最小的我，对父母的印象自然是从他们
的中年时代开始的。一身戎装的父亲虽然对我偏
爱有加，平日里却不苟言笑。教师出身的母亲温
和端庄，或许是为人师表的思想早已根植于母亲
思想深处，无论家里家外，她都堪称是称职的母
亲和教师，勤勉、努力、节俭、善良，大方得体一板
一眼。可是，她的这种单纯甚至“刻板”印象终于
在一个“晒伏”的日子被打碎。懂事不久却又喜欢
东张西望探头探脑的我，从花团锦簇中翻看到那
柄包裹在锦盒中的檀香扇，还有那件天鹅绒掐腰
旗袍、付绸方格连衣裙、翡翠手镯、玉扳指……正
如刚刚窥见万花筒秘密的顽童一般，见惯了“文

革”年代军装绿丈青蓝的我立马被面前这五彩斑
斓吸引了，再也挪不开脚步。从那以后，每年的晒
伏，我都兴奋不已乐此不疲地主动“请战”帮忙，
为的就是一饱眼福，见识母亲那些漂亮的箱底
货，特别是那把幽香四溢的檀香扇。我一次次小
心翼翼打开扇盒，反反复复嗅着，一边惊叹着，打
量着，恨不得把它藏到心底里去，一边心生欢喜
地想象着母亲曾经风姿绰约的美丽年华。事实
上，当时的我真的仅仅是孩童的一孔之见，在后
来日渐长大的日子里，母亲不顾当时打倒“封、
资、修”的极左思潮，跟我说起四大名著，特别是
《红楼梦》诗词和自己的理解。金陵十二钗、木石
前盟、蘅芜潇湘……读过不知多少遍的母亲，一
提起《红楼梦》，就沉浸其中，脸上发出异样而神
秘的光泽。可是，当好奇心重的我提出想看书的
念头时，她又顾虑重重断然拒绝，直到我再三苦
苦哀求，她才面色凝重地将粉纸四四方方包好的
四卷本《红楼梦》放在我面前。我如获至宝，开始
了一知半解囫囵吞枣的阅读。没多久，母亲又将
那本淡蓝色封面的《〈红楼梦〉诗词赏析》递给了
我。相比原著的博大精深，年幼的我更喜欢并容
易接受那些风格鲜明乃至于朗朗上口的诗词。而
通过母亲对这些诗词的解读赏析，我对《红楼梦》
原著有了基本的了解，也更多地了解母亲。特别
是在一个个寒冷的冬夜，忙碌了一天的母亲坐在
灯下，或是仍在批改学生作业，或是仔细拾掇着
她那件绛紫色真丝提花驼毛夹袄，还有淡青色皮
袄，都让幼小的我见识了母亲不着痕迹的清高和
讲究。而她那总爱配搭着穿戴的黑色低腰翻毛马
靴，更有喜欢甩甩短发裹搭在前襟的湖蓝色羊毛
围巾，又为她平添了几分温柔的干练。

渐渐长大的我在琐碎日子之余，曾经腆着脸
问过母亲当年的景致，母亲笑而不语，只是告诉
我，她从师范毕业之后，很快在老家参加了工作，
年纪轻轻地当上了团总支书记，时常到周边演讲
和活动。后来呢？后来认识了你爸呗。知道母亲心
性的父亲，见面不久就送了这把檀香扇。母亲说
起这些时，脸上透着亮，一脸的风轻云淡。

是啊，云淡风轻的母亲那时的确让人羡慕。
当时的小城里，丈夫有头有脸，自己家庭条件优
越，特别是跟身边的一帮略显土气的官太太相
比，母亲粉面如玉，苗条清秀，又有体面的职业和
三个聪明活泼的女儿，她自信，而且满足。带着这
种满足和自信，她勤勉地做事，拼命努力地工作，
时常到很晚才回家，经常把一摞一摞的学生作业
带回家来批改，要么就是利用晚上时间家访，差
不多连年评为先进工作者。学生中家庭条件很差
的，她就带些吃的或者钱和粮票塞给他们。当年
一位品学兼优的贫困生的住处离我家不远，家中
兄弟姐妹9个，母亲便以让他帮着挑水等家务的
名义设法接济他家，后来我父亲又推荐他上了上
海第二军医大学，使他彻底改变了命运。生活中
她永远“长姐如母”，大姐风范，热心帮人助人照

顾人，每天的日记不仅记录生活的日常，更是她
的备忘录，亲友们的难处她都会记下，并千方百
计去周全，是亲友眼中最好最温暖的“大姑妈”，
最慈爱的“大姑奶奶”。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当年岂止是个有景致的
人，更是个有故事的人。不知是因为我天生敏感，
还是因了职业的缘故，我一次次撞破母亲的过
往，了解母亲更多令人且惊且叹的生活经历，感
慨她对命运一次次的艰难抗争。早年外公早逝家
道中落，生活的重担落在三十出头的外婆肩上。
虽然木材行主的外公生前也曾积累了家财万贯，
但久病的拖累，家境已是元气大伤，而三个已成
年的儿子鸦片成瘾，竟嚷着要分家，外婆孤儿寡
母带着自己六个年幼的孩子，只得开始靠变卖家
产细软勉强度日。母亲是长女，那年才12岁。供
了私塾，女大当嫁，急于安排儿女的外婆求成心
切，一念之下自作主张将母亲许配给县城东头一
富家公子。母亲得知后坚决不依，说服外婆不成，
干脆辫子一甩，直接奔县城找上门去游说，并表
示坚决不婚的决心。好在当时社会风气已经开
明，这桩婚事只好作罢。心存愧疚的外婆自感对
不住长女，自此决意听凭女儿婚姻自主。可是，女
儿性子大，心更大，她想走出自己的天地，闯开自
己的世界。金莲三寸的小脚外婆啊，哪里懂得读
书见了些世面的女儿的心呢？过了些日子，那天
放下碗筷，女儿帮助收拾了房间招呼弟妹上床，
嗫嚅着说出自己的想法。小脚外婆自是又张大了
嘴巴，天哪，还要读书？母亲连忙解释说，我都想
好了，只是读师范，学校吃住全包，不会增加家里
任何负担。母亲只顾把打好的腹稿一遍遍地说与
外婆听，她哪里想到，此时的外婆与她想的根本
南辕北辙：一个年已20岁的大姑娘，不好好地寻
个人家嫁了，自己这为娘的能说得过去？！再说，
其他的开支也没法凑啊！小脚外婆自是坚决不
允。磨了两天，外婆仍然不松口。第三天，母亲心
一横，干脆绝食。天哪，这下可是要了外婆的命
了，爱女如命的外婆妥协了。随你吧，我的祖宗！

如愿以偿的母亲没有欣喜若狂，她知道自己
的母亲着实不易，自己不能给家里添累。不能开
源，只有节流。为了省钱，她把外婆为她精心备下
的嫁妆——那些昂贵的貂皮、绸缎旗袍等值钱的
一件件卖掉，以作日用；为了省钱，她每次往返学
校都是步行，80公里的路途要拼命走上两三天
才能到，每次脚板都起一片血泡；为了省钱，她坚
持自己缝制卫生用品……她近乎自虐地对待自
己。青春年少的同学们嬉戏玩耍时，她常常独自
一人安静地看书、写作业，她知道自己的这一切
来之不易，她必须珍惜。为了心中的梦想，她苦苦
坚持着。我曾经见过母亲早年的一张照片，七八
位女生相依相偎，在河边柳树下的合影，清秀苗
条的母亲迎着镜头，风舞裙摆，沉静美丽。我想，
这时的母亲，心境是明朗的。

母亲的这些经历多半是后来从亲友那里得

知的，她不是个善于自书的人。我唏嘘不已，这
时，我觉得自己才真正深入地了解了母亲。她坚
强执著，勇敢与命运抗争；她渴望独立，坚持女性
自尊自律自立；她追求完美，做人做事力求尽善
尽美，宽厚仁爱……她的言行让我等小辈汗颜，
实难望其项背。我时常在想，亲爱的母亲，真没有
想到你的生命如此丰盈宽阔波澜曲折，饱含人世
沧桑和历史的沉重，你的生命里究竟隐藏了多少
秘密？为什么不与我们解读？与我们分享？那些经
历和苦难其实都是你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你
的财富，更是小辈们的珍宝啊！

最后两年的日子，日渐严重的思维和语言障
碍，让母亲状态愈发艰难，已渐渐不识人事，几次
甚至连我都茫然以对了。她在日渐衰竭模糊的意
识中离我们渐行渐远。不止一次，我在揪心地呼
喊，妈妈呀妈妈，我是小晴，是你天天心心念念的
小晴啊，我又回来了，从南京回来了啊，回来陪你
了啊！你不是等我的吗，天天盼我的吗？！我知道，
只要听说我要回来，你就肯好好吃饭；只要听说
我要回来，你就不肯早早睡觉，一定要等着我；只
要听说我要回来，你就安静下来，不闹也不吵，就
和没病一样……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你亲口
喊一声，喊一声——小晴，那是我今生最大的幸
福啊！

我们姐妹天天祈祷，可是，疯狂肆虐的病魔
没有停止罪恶的脚步。好几次，母亲见了亲人，都
只默默地流泪。她一定是预料到自己的生命之路
将不久，也是对亲人的最后无声告别。不多的日
子里，母亲曾在昏迷中呼唤父亲的名字，那是她
用生命珍爱的唯一一个男人。

母亲一天天远去，没有给我们留下只言片
语，更没有告别。我想母亲，又不敢想母亲。因为
我知道，面对母亲，我会很疼，痛彻心扉，不能触
及。我又在想，没有告别，一定是母亲不想告别，
留给我们的，或者是长久的期待，或者是遥不可
及的终结，这或许是母亲留下来的又一密码。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家族之中的其他女
性。母亲不止一次说起过我那从未谋面的美丽的

小姨的故事。我曾发疯似的想去寻找梦中的白桦
树，寻找小姨年轻美丽的身影。50多年前，18岁
的小姨瞒着家人执著地报名支援北疆。所有的亲
人都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会成为永远的遗憾。漂
亮的丹凤眼、长及腰下的乌油油的长辫、兵团文
工团的报幕员、倔强的性格……结婚前一天遭遇
车祸的小姨在我出生的前几年在北大荒香消玉
殒。我是从母亲珍藏的照片和长辈的谈论中知道
小姨凄美伤感的故事的。好多次，我朝着北方遥
遥地望着，我知道小姨长眠在那里。也不止一次
打听小姨曾经生活的所在，遗憾的是，事隔多年，
过去的一切再也难寻踪迹。

我那历经磨难坚强乐观的小脚外婆，7岁之
前父母双亡，娘家舅舅把她抚养成人。续弦嫁给
年长20岁的外公，却又青年丧夫，一人拉扯六个
年幼的子女颠沛流离，含辛茹苦供养培育他们成
长成材，支持他们全都参加革命。解放后，背负

“地主婆”成分的她中年痛失爱女，万箭穿心历尽
千帆仍热爱生活乐善好施，慈祥仁爱。仁者长寿，
百岁寿辰那天，全镇轰动，我们五代儿孙100多
人济济一堂，共同为她老人家祈福万年。

我那大姨性格外向爽朗泼辣，曾经热血沸腾
年轻走边疆，后来激流勇退安心守工厂。长相与
我母亲酷似的她心直口快，两姐妹因了性格差异
又同城而居，中青年时鸡零狗碎摩擦不断，却总
是姐妹情深血浓于水谁也离不开谁。与小8岁的
丈夫琴瑟和谐妇唱夫随堪称模范夫妻，也是母亲
家族中目前唯一一对双双健在的夫妇。虽年已耄
耋，普通工薪阶层，但生活安稳儿孙绕膝，知足常
乐日日感恩。

……
还有我果敢能干的大姐，善良知性的二姐，

以及同为文友的昆山表姐，等等，或许家族基因
强大的原因，或许是母亲及父辈潜移默化的影
响，无论在工商、卫健、邮电等部门，都在生活的
风雨中坚强乐观地活着，无一不是依靠自己的能
力和努力踏实工作着生活着，对社会负责，为家
庭尽职，稳稳把握自己的命运，把各自的角色演
绎得丰满鲜活，活色生香。还有几个舅妈、表姐、
表嫂，还有那些堂表亲戚、亲朋好友，每每在一个
个不经意相聚的日子里，在一个灯红酒绿觥筹交
错的热闹时刻，提起曾经的亲情缘分和过往交
集，感慨岁月如梭年岁已长，涛声依旧而我们已
老。细细感念生活的点点滴滴，品味其中的甘甜
清苦和曲折迷惘。再回首，猛然间，身边簇簇新
竹已经长成，儿孙谈笑踏浪而去，恍若青春再回
人间。

表姐惠敏邀我红楼相聚，我欣然以赴。那里，
驻有母亲的灵魂，母亲的气息，曾经是我流连的
家园，梦里的故乡。

现在，远远地瞅着《红楼梦》里各式女子绝美
的芳容姿态和环珮叮当，于日渐凄冷凋零的鼓瑟
笙箫中，自有感慨和叹息，我们或许没有阆苑仙
葩的旧时月光摇曵生姿，更没有红楼金梦的晨钟
暮鼓气象万千，可是，烟云散尽人事未尽，我们拥
有的将是明天和未来，那里有沧海桑田山川河
流，有山重水复四季更替，更有春暖花开鸟语花
香。我们在清朗广阔的穹宇之下，努力地行走，再
行走，无惧梦魇，无惧险阻，我们一直向前，永远
向前。

清明了，母亲。女儿来看您。

《大宋王朝·沉重的黄袍》一书最让我
沉醉的是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刻画，每个人
物就像你的朋友那样，你能触摸到他的内
心，与他同悲共喜，共同品尝人生百味。

作品一开始就把你带入了一种悲凉的
情境，天气的描写营造着一个王朝即将落
幕前的伤感气氛：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辛丑日，黑云
翻滚，天色昏暗，好像随时会有瓢泼大雨从
天上倾倒下来。“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不时
从宫城之外远远飘过来。可是，在宫城之
内，却没有任何放爆竹的迹象……

8岁的后周皇帝柴宗训，在别人看来
正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可他自己却浑然
不觉：

玩水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脚一踩
下去，水就会飞起来，白白的，闪着亮光，真
是好看……

通过对柴宗训细致的心理描写，作者
将一个8岁孩童天真可爱的形象展现在读
者面前，想到他将要遭受的人生骤变，人们
不禁对他产生了深深的不忍与惋惜。这种
对人物心理的刻画，贯穿了整本书。

作者不仅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
更擅长通过形象、语言、动作、表情等细致
的描写，成功地塑造人物的性格。比如写
宰相范质：

他坐在那里，脖子挺得很直，瘦削的脸
上颧骨高高凸起，稀疏灰白的山羊胡如钢
针般一根根从下巴的肉里刺出来……

刚正不阿的形象一览无余。
书中最精彩的，当属对大宋王朝开国

皇帝赵匡胤的人物塑造。作者用细腻的笔
触，勾画了赵匡胤柔情、果敢、真诚、英明的
英雄形象。

他很柔情。领命出征前曾见到妹妹阿
燕俯下身子在砧板上擀面，这个平常的画
面，赵匡胤在后来的岁月中常常想起。对
初恋情人阿琨的痴情和念念不忘，也让这
个英雄的人物形象更富柔情。

他很果敢。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时，
他厉声喊道：“各位贪图荣华富贵，推戴我
为天子。只是，不知各位今后能否一切皆
听我号令？如若不能，我今日断不敢应允
各位的要求。”

他很真诚。兵变之后，面对众大臣，他
真诚的话语让大臣为之动容：“我受世宗厚
恩，被形势所迫，才做出了这样的事，实在
是有愧天地！可是，国事危急，若不如此，
六军难以驱策，事情又将会怎样呢？”

他很明智。登基以来，百姓家常常被偷
盗抢掠。当大臣怕用极刑会招致民间非议
之时，他说出的话掷地有声：“大赦，乃针对
既往之事，如今奸民抢掠作乱，却是新犯。
趁大赦之机犯法，明摆着就是目无王法。对
犯法者纵容，就是对天下百姓的伤害……”

层层递进的人物形象，把一个英明仁
慈的皇帝缓缓展现在读者面前。赵匡胤登
基后，加强中央集权，提倡文人政治，开创
了中国的文治盛世。

作者除了对赵匡胤用了浓墨重彩来勾
画外，还让书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
性。从重臣赵普、范质，到赵匡胤的弟弟赵
光义，从赵匡胤的初恋情人阿琨到妻子如
月，从妹妹阿燕到驼背少年韩敏信，每个人
物的性格都很立体饱满，有血有肉。

随着手中书页的翻飞，书中的一卷卷
内容就像一幕幕剧情饱满的电影，一个个
精彩的画面在脑海中慢慢掠过。

第一部的最后章节，正当人沉浸于赵
匡胤和阿琨见面时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
纠葛时，故事却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无限的
惆怅。正如这大宋王朝一样，始终让人意
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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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在大兴陪护母亲，抽空修改
书稿。

冬天，母亲得了一次肺炎，咳喘很严重，
腿上还有水肿，又粗又亮。可是，母亲的病
又一次奇迹般地好了，母亲94周岁了，谁能
想象呢，竟能好得这么快这么彻底。

母亲现在好像彻底回到了幼儿阶段，高
兴了就絮絮叨叨地自言自语，饿了或困了就
发脾气，她的内心已经盛不下任何多余的东
西，包括思考和忧虑。总之，现在的母亲像小
孩子一样，活得自由而又随性。我甚至觉得，
如果母亲的病能维持现在的样子，不再发展，
不但我们还能够承受，对于母亲而言，也未必
不是件好事。没有忧虑就没有精神上的痛
苦，这难道不是上苍给老年人的奖励吗？

早晨是母亲最清醒最愉快的时刻，我在
院子里的桌子上修改书稿，母亲坐在我的旁
边，她把一条腿放在藤椅的扶手上，一边优
哉游哉地摇晃着腿，一边看着院子里的花草
树木：由树木幻化出某个人，可能是男的也
可能是女的；由花草幻化出某种与之相关或
毫不相关的另外的什么东西。嘴里讲着毫
不关联的话，一边讲一边让我回答，还不断
地催促：“是不是？是不是？”我把正在喝的
牛奶咖啡推到母亲手边，母亲一边喝一边
说：“好喝，真好喝，光滑滑的。”母亲高兴的
时候，惯常使用这种排比句式。“光滑滑的”
是说牛奶咖啡的口感，用“光滑滑的”来形容
加了牛奶的咖啡入口一瞬间的感觉，真是再
合适不过了。潜意识中的语言，可能就是诗
人们所忘我追求的那种“通感”吧？

这本书的出版，经历了许多坎坷和等
待，也许等待还会继续。但是，不管怎样，我
都会让它降生。它是一段历史和记忆，又是
人生经验的一些总结，相信它会对很多人有
所帮助，也会有很多人需要它。

我是一个自卑但又自负的人，当我修改
完最后一个字后，感觉很满足，就像完成了
一场满意的马拉松赛。同时又觉得，我可以
做得更好，感到有的地方不够厚实，有的地

方不够简明，有的地方应当幽默一点，有
的地方再深入一些就好了……

我总觉得，文章的好坏最重要的不
是技巧，而是感觉和天赋，就像最终成就
伟大画家的不是画技，而是艺术的思想
和所表达的内涵一样。

我翻看了一些畅销书，尽是春宫玄
幻和职场缠斗，我并不认为它们不好，但
是我不喜欢这些。我不喜欢虚无缥缈的
事物，也不喜欢权谋和算计，我喜欢平实
和厚重，喜欢真实的事情。我尽力用更
文艺一些的方式书写我的生活，有的像
游记，有的是散文，有的是随笔。最终，
它们又可能什么都不是，只是我近15年
糖尿病和跑步生活的一段段历史记录。

我喜欢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海
明威终身都在描述斗牛场上的事情，他
用平静简练的语言描述了斗牛场上的生
和死，用幽默和宿命的腔调述说了斗牛
士的并无多少趣味的生活，他的小说显示了
一种新闻报道式的格调，他的文笔带有美洲
的风情和雪茄的味道，写的大多是他自己，
或他所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因而，我认为他
的小说是日记体的小说。我也想像海明威
那样，用平实简练的语言，描述马拉松赛场
上那些让我感动的人和难忘的事，描述在单
调的跑步生活中有趣的经历，尽管在外人看
来，糖尿病的生活和马拉松跑实在是枯燥无
味的话题。

《笑忘录》是奠定米兰·昆德拉大师地位
的代表作，在这部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现代派
小说中，米兰·昆德拉打通了小说和散文及
自传之间的壁垒，疏通了它们彼此的关联，
一部长篇小说就好像一篇篇幅很长的合成
散文。他的“散文”涉及政治哲学、音乐艺
术，用笔诙谐独到，常常使读者在沉重的阅
读中邂逅绝妙的幽默和深邃的哲理。他说：

“长篇小说形式的内部潜藏着巨大的自由，
认为某种陈旧老套的结构是长篇小说神圣
不可侵犯的实质是一个误解。”他还说：“一

部长篇小说的合成力量能够把所有这些东
西组合成一个整体，就像复调音乐的声音。
一本书的统一不必源自情节，也可以由主题
提供。”

我看到了文学之门，那门里有很多条
路，有的路宽阔拥挤，走着各色人等；有的路
却是尘封着的，需要有人开启和留下足迹。
文学浩如烟海，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
上，都有新的东西，需要有人去开拓和尝试。

生活中遭遇的苦难越多，人就会从中得
到越多的试炼，就会获得越多的成功机会。
艰难成就幸福，所有的苦难都是美好，所有
的相遇都值得回味。

感谢生命中遇到的所有人，有的使我
的心智得到洗礼，有的给了我真爱；感谢
夫人和女儿，让我觉得生活有所希冀；感
谢妹妹妹夫们，他们比我更多地照顾了我
的母亲；感谢母亲，她很健康，让我觉得
生命更加美好。

（摘自《奥森日记》，黑龙著，作家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