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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今年是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有
华人的地方差不多都有纪念。生活在
江南小城铜陵的我，不禁想起了孙中
山与铜陵的二三事。

记得 2008 年，我在铜陵电视台
承办 “铜陵人说铜陵事———铜都讲
坛”这档子节目，得知市非物质文化
传人———民间艺人王俊明曾撰写过
“铜陵大侠黄进芳勇救孙中山” 的小
故事，便想钩沉梳理，邀请王俊明老先
生来铜陵台讲一课，巧的是王俊明在
家看了“铜陵人说铜陵事———铜都讲
坛”这档节目，欢喜难耐，找到台里，
自我推荐，岂不一拍即合？可在审阅王
先生的讲稿时，专家组的同志无法找
到孙中山来铜陵大通并遇险被大侠黄
进芳所救的铁证。但一时也难以找到
孙中山没有到大通并在此遇险的有力
依据，何况王先生还寻到了大通不少
老人的传闻支持，说的有鼻子有眼，几
乎可以自圆其说。可能是这个故事太
富传奇性，也可能是专家组同志对孙
中山的热爱和对铜陵本土英雄的热
爱，最后还是推出了《黄进芳与孙中
山》两讲，一时铜陵街谈巷议，节目收
视率节节攀高。

2011 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我在
创意、编导、撰写《辛亥风云大通潮》
四集系列纪录片时，不能不想到孙中
山与铜陵与大通，毕竟我有过四年历
史系的教育与训练，在纪录片里我肯
定要分明史实与故事。于是围绕孙中
山有没有到过大通，我一方面恶补这
方面的历史知识，查询书籍资料，求教
专家教授，另一方面在大通及铜陵、安
庆、池州等地大量采访老人，年龄小的
六七十岁，年龄大的已逾百岁，结果很
失落的是要不断然否定，要不语焉不
详。无奈，顶着压力，我坚持在系列片
里只拍一集《百年传说》，以新闻人的
立场，拿事实说话，客观的陈述正反意

见，不浓墨重彩，不感情用事。当然，结果
无论坚持孙中山到过大通的，还是彻底
否定孙中山在大通遇险被救的，或者是
要求只拍孙中山与大通的，三方面的人
群我都是吃力不讨好。

说孙中山到过大通的有力依据是
1993 年的《铜陵县志》上所载的一条大
事记：“1912 年 5 月，孙中山乘江宽号
轮经大通，暂停河口视察。”可考察《孙
中山传》和《孙中山年谱长编》等权威
史书，都证明这一大事记是错误的，因为
该年 5 月，孙中山在广东广州和香港、
澳门等地开展革命，根本无法分身到安
徽铜陵大通。追根溯源，当年县志的有关
编撰人员，他们老实承认这一条大事记
是从民间传说收录得到的。

从《孙中山年谱长编》上看，孙中山
几次溯江而上和沿江而下，毫无疑问势
必都要经过大通、铜陵江段，唯有 1912
年 10 月 22 日下午 3 时乘联琼舰由南
京上溯安庆，至 10 月 23 日下午 3 时才
抵达安庆，沿途用了整整 24小时。而在
1912 年 4月 7日早晨由南京上溯，经九
江，4 月 8 日下午就抵达武汉了，航程远
比由南京到安庆长，可是时间却差不多，
我以为如果民间所传孙中山到大通逗留
几个小时，唯有这一次在时间上是完全
有可能的。但却苦于无文字资料可以证
明，这显然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推断臆
测。只是大通在辛亥革命后，有一条从当
年和悦洲大轮码头到和悦洲大关口近 5
华里的那条路，竟被命名为孙中山路，一
般情况下，孙中山当年到过的地方才被
纪念命名为中山路、中山街什么的，这在
孙中山当年到过的芜湖、安庆等地都有
佐证。还有大通澜溪老街老房子的牌号，
不少也是以“共和”称谓牌号的，加上大
通不少老人的传说，不免让我至今对孙
中山到大通仍心怀忐忑，多少有点存疑。

那么，孙中山与铜陵、大通到底有哪
些确凿的史实联系呢？

应当说孙中山先生一生多次关注
铜陵、大通的革命与建设。1900 年，自
立军起义前，孙中山曾在日本横滨会
见了维新派人物唐才常，初步确立了
与维新派联手在湖南、湖北、广东等
地，以长江、珠江两江流域为中心，利
用反清秘密帮会哥老会的力量，举行
武装起义。1900年 6 月，唐才常与林
圭等人创建自立军，组建了五个军，以
铜陵大通为前军，由秦立山、吴禄贞负
责，8 月 9 日，秦立山领导的大通自立
军举行了起义，大通自立军起义有力
的配合了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惠州等地
的革命起义，打响了长江流域反清反
封建的第一枪，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
幕。自立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得到了
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章炳麟的高度
赞扬，起义领袖吴禄贞遭到清政府杀
害后，孙中山为他撰写了悼诗：“……
倡义江淮，建牙大通……”，不忘大通
自立军起义的功勋。

民国元年 (1912 年)2 月 4 日，刚
任临时大总统不久的孙中山先生颁布
一项手令，题为《命安徽都督查究贵
池小学损失各物令》。安徽都督孙毓
筠、吕希恒会同池州地方代表同奔大
通，规劝已在大通成立安徽军政府的
黎宗岳，放弃争位称霸的主张，立即解
散大通军政府，撤出池州，回九江待
命，并要求惩办捣毁贵池小学堂的肇
事凶手，以平民愤。

3 月 21 日，陆军部指示安徽都督
孙毓筠：“大通抗不遵命，中央政府决
计以武力从事”。黎宗岳闻讯后，以共
和与国家利益为重，解印辞职，于 4
月 6 日乘轮船去东流再转至九江。当
天，柏文蔚率军进驻大通，大通军政府
即日宣告撤销。这是安徽近代史上有
名的“大通之役”。大通之役胜利了，
捣毁贵池小学堂的凶手受到了惩罚。
这是孙中山关怀大通民主革命的一个

重要历史事例。
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特别

关注铜陵、大通的建设与发展。早在中华
民国成立初期，他几度乘船经过长江铜陵
大通段，都十分留心大通的战略地位和民
生事业。针对长江铜陵段水患，指出：“为
整治此自芜湖上游十英里至大通下游十
英里一段河流，吾拟凿此三泛滥中流之沙
洲及岸边之突角，为一新水道，直贯其中，
使成一较短较直之河身……”孙中山为此
亲自绘有一张水利工程图作为附录。附录
中三次提到大通上下江段的整治开凿，强
调这对今后长江通航，保护两岸陆地，防
止水患，都很有意义。孙中山还敏锐地感
觉到皖江城市应该联动发展，萌发了皖江
开发的思想。在马鞍山、铜陵尚未建市不
可能提出“马芜铜一体”的年代，他提出
了芜湖与安庆联市发展，“故在长江此部
建设双联市，必为大有利益之企业”。特别
是在发展矿业上提出 “创建大士敏土厂，
其安庆以下至南京之间，多为极有利于制
士敏土之地区，即如大通、荻港、采石矶，
均有丰裕之灰石及煤铁矿，夹江相望也。”
他还规划了南京至韶州的铁路建设蓝图，
囊括了铜陵沿江至重庆的交通港口线路。
1995 年，八百里皖江第一桥———铜陵长江
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2016 年，铜陵长江
公铁大桥的建成通车，孙中山先生的百年
美梦终于得以成真。

孙中山先生曾十分关注铜陵的这块热
土上的后辈们，要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孙中
山诞辰 150 周年纪念大会上所呼吁的：
“所有敬仰孙中山先生的中华儿女，包括
大陆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
无论党派信仰，无论身在何处，更加紧密地
团结起来，把握历史机遇，担当历史责任，
把孙中山先生等一切革命先辈为之奋斗的
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近代以来一切
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
进！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之
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孙中山与铜陵
□吴 笛

小雪后迎来了大雪，冬天真的来
了。冬天给人的印象，是寒冷的，单调
的，乏味的，枯燥的。但细细品味，却能
感受到那份深沉，那份宁静，那份婉约，
令人回味无穷。

冬天的街道，是安谧的萧条，也是
寂寥的活泼。路上静悄悄的，看不到多
的行人，却时时可以看见黄叶飘零。风
起时，树梢扫过，呜呜作响；落叶划过，
哗啦啦如纸般鲜脆。冬天的西北风把街
道吹得干干净净，阳光淡淡地挂在天
际，人们则被包得严严的，只露出一张
脸。

冬天给人以皑皑白雪的圣洁。雪花
飘零，普盖万物，流风回雪，一片苍茫，
天地为之默然。透过漫天飞舞的洁白，
倾听那静谧世界万物的心语，那时，我
的心被裁成无数条丝带，随着雪花四处
飘荡，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白雪荡涤
过滤的心灵，忽然就此变得纤尘不染、
晶莹剔透。千峰万岭变成了银山，树木
干枝开满了梨花，茫茫原野变成了雪
原，真可谓“山舞银蛇，原驰蜡像”。

冬天给人以红梅傲雪的坚强。在壮
美寥廓苍茫的世界里，红梅显得格外鲜
艳，格外壮丽洁白。红梅在悬崖间、峭壁
上跳跃着，她钢铁般的冰肌铁骨，在凛
冽的朔风中俏丽开放。红梅迎风斗雪，
独领风骚，压倒众芳，经受了生命的严
峻考验，练就了不畏艰险的意志，展示
了逆境中奋起的风姿。我深情凝视着这
严冬中的强者，热血流遍周身，心海涌
起这样的一个意念：我们要像红梅那样
身临逆境，不受淫威所屈，更加百折不
挠，坚定刚强。

冬天的力量无处不在，她填补了人
生三季的缺憾，使四季永葆迷人的魅
力。没有寒冷的历练，万物也就无所谓
有欣欣向荣的升华。岁月四季，一如人
生，有欢笑、有泪水、有幸福、有痛苦，除
非让时空定格，岁月定影，否则我们将
永远生活在人生的春夏秋冬之中。

冬天又像一首深沉的歌，言尽而意
不止，意在言外。当繁华落尽，雁阵空空
灵灵地悄然飞去，只给我们面前留下庄
严和肃穆，曾经的一切都在记忆中变得
清晰。我在冬天里有了一份期待，期待
绿意长存，期待温暖永驻，每个晴朗的
冬日，推开窗户，任温暖的阳光和新鲜
的空气荡进窗棂，迎身去感受那扑面而
来的清纯，仿佛置身浪漫的天堂，到处
弥漫着鲜亮的色彩，找不见一丝瑕疵。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冬天美得高贵，不但有外在独
特的美，而且有其内在深沉的美。冬天
虽然寒冷，可它却也是一种磨砺，一种
锻炼。

冬韵如歌，慢慢地伸一个懒腰吧，
来年的世界会更加美丽而精彩！

冬韵如歌
□荆 墨

在一次“人生与伴侣”演讲报告
会上，心理学教授让一位女士上台，写
下对她一生有重要影响的所有人的名
字。女士在黑板上一口气写下了长长
一串人名。教授对女士说，这些人对你
的重要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从现在
开始，你要做的就是依据重要程度将
名字从名单中逐个删除。

女士照做。只是越往后去，越显得
犹豫不决。露出一脸凝重的神情。

在教授的再三催促下，名单中只
剩下四个人的名字。这时女士泪眼朦

胧，拿黑板刷的手一直在颤抖。
剩下的四个人是她的父亲、母亲、

丈夫和孩子。

教授说，你必须继续删除，直到剩
下一个为止。

女士听后，眼泪“刷”地流了下

来。但还是拿起黑板刷先擦掉了父亲母
亲的名字，接下来抹去了自己孩子的名
字。黑板上只剩下她丈夫名字的时候，她
已泣不成声了。

教授这才平静地对台下的人说，从
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合情合理的。父
亲母亲会先我们而去，孩子长大后会有
自己的小天地，而真正能够伴你一生的
人，注定是你的丈夫或妻子。

伴你一生的人，也许不是你最爱的
人，也许不是最爱你的人，但却是你一生
中最割舍不下，最牵挂的人。

伴你一生的人
□程应峰

以前每晚在小区里散步，都会碰
到一位中风瘫痪，嘴角歪斜的病人坐
在轮椅上，他的一双儿女推着他散步，
天天坚持，风雨无阻。后来慢慢地，子
女很吃力地扶起他，试着在家人鼓励
的目光中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手和腿
都在不停地抖，站一会儿，实在撑不住
了，就坐回轮椅上，子女也累得气喘吁
吁，继续推着他散步。即使在严冬，也
每天坚持康复训练，邻居们都啧啧称
赞他孝顺的儿女，有这样好的耐心和
坚持的毅力！

后每天傍晚，都会听到小区里有
人在嗷嗷怪叫，响亮得穿透整个小区，
我心里想：这是谁啊，叫得这么难听！
原来又是那个每天坚持康复训练的病
人，在儿女坚持不断的鼓励和关爱下，
在他不断的抗争和努力下，他居然一
天天奇迹般地好起来，渐渐可以扶着
轮椅，一瘸一拐地走上几步了，歪斜的

嘴角竟然开始发出如此有力的叫声。
寒冬腊月，儿女依然天天推着他，扶着他，
迎着寒风，不厌其烦地练习直立行走。

曾几何时，父母也是这样搀扶着
学走路的我们，在他们鼓励的目光和
微笑下，我们才一步步更加坚实地迈
开了不太利索的小脚，直到脱离父母
的保护，能够独立行走！现在他的子女
也这样天天扶着他练习走路，这让我
想起了“乌鸦反哺”的感人故事。乌
鸦———正是这种遭人嫌恶，登不了大
雅之堂，入不了水墨丹青的小鸟，却拥
有一种真正值得我们人类普遍称道的
美德———感恩，在养老、敬老方面堪称
动物中的楷模。在某种程度上，萦绕在
人们心头的“反哺情结”至今仍是维
系社会及家庭走向和谐、温馨和安宁
的重要力量！

而今，这“反哺之义”也成为这位
病人战胜病魔，勇敢地站起来的强大

动力和坚强支撑！因为他相信只要有亲
情的关爱，他就一定能站起来，走下去，
前面就能迎来春天！每个冬日黄昏听着
他不停地喊着“继续战斗”，在子女的搀
扶下，往春天走去，我的眼睛不禁有些湿
润了，因为深受感动，备受鼓舞，因为想
起了我曾辞掉工作，陪爸爸一起战胜癌
魔，从鬼门关走出来的日日夜夜，都说我
很孝顺，说如没有我，就没有爸爸的今
天，其实没有爸爸，又哪会有我呢，人最
重要的是要学会知恩图报，如《酒干倘
卖无》那首歌所唱到的那样：“没有你哪
有我，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
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
什么……”。

只要有亲情，我们就能变得坚强勇
敢，只要不抛弃，不放弃，我们就能创造
奇迹，就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勇敢地站
起来，走下去，走出逆境，走出死亡，走向
新生！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站起来，前面便是春
□宋 莺

松针落地，寒月敲窗，西风多少梦，
一鸦天下凉。

冬天占领了我们的乡村，也占领了
我们的城市，它是不断浸入我们肌肤、毛
发的冬将军。

冬将军已让梧桐缴械、枫树变节。冬
将军统治的岂止是小小天地，它更统摄
着人们敏感的心。

田鼠、松鼠、狐狸们都在忙着储存粮
食，鱼儿也沉到水底冬眠。冬将军治理的
世界，注定离不开铁马冰河，大自然学会
了坚壁清野，周遭带来寒意的干冽和心
的冷寂，但红梅就在不远处，绿柳在还坚
守城池。

其实，冬将军的统治并非一无是处，
它也是一个的伟大王朝。在北方，雪、冰
粒和雾凇是它手下的强大驻军，霎时间
攻占了田野、道路和树木；在南国，寒潮
和劲风是它旗下的地方武装，虽没有席
卷之势，也能轻易穿透衣物，给人带来阵
阵刺骨战栗。

冬将军让温暖变得珍贵，让痛苦淌
着清涕，让狂风肆虐习以为常，这是锤炼
人心的魔鬼季，也是见证成长的坚贞期。
它使某些人原来冷漠的心更加麻木，它
使某些人原本笃定的意志更加坚强。

冬将军命令霜先锋燃遍天下烽火，
使很多乔木、灌木纷纷谢叶、垂立，它们
像一个个瘦诗人还在苦吟。这个霜先锋
并不着急，只是悄悄集结兵力，然后突然
发动风兽雨怪、沙兵石阵几路进攻，雪偏
将———骑着一匹风马袭击了长河内外，
先是寒雀哀鸣，它低吟的声音凄楚而无
助，然后寒凉的流水终被禁锢在难耐的
寂寞里。父亲说，那是那是小生灵和生命
基础物质对于大寒冷的无奈和苦叹！

大雁已经飞离了冬将军的领地，而

蒲公英却将信心埋在冻土之中。一片荒
芜冷寂的野地如同一个象征，那是被冬
将军踩在王靴下的倔强灵魂，草籽和野
菜的根以坚定的内心，等待生命的重新
一次复苏和发轫，受难的过程也是一种
用血写就的精神。

在冬将军的疆域，在任何一个角落，
只要你安静地凝望，时间长了，就会感受
到这里隐藏着一种无形的力量，每一个
人都与树木、草芥、种子乃至枯叶有着微
妙的对应关系，那种生死不渝的坚守以
及低头而不叹息的从容，会使人心有所
动和所悟。

冬将军统治下的天地是生命死亡与
埋伏的道场，它是残酷的，也是不屈的，
有苦痛与漂移，更有舞蹈与飞升。意志是
不灭的灵魂，只要精神在，就不会永远凋
败下去……

如果世界上没有冬天，生命的内质
就没有了深度。寒冷的考验，是见证无畏
与退缩的试金石。

这是一场富集了自然、人情、品性、
智慧的综合测试，在冬将军的王朝里，只
有强者加智者才能活下来。在生命的严
冬中，靠自身实力抵抗寒冷而活的生命
往往品性刚毅，靠智慧力量顺势而为在
退却中战斗的群体往往坚强笃定，这一
季风雪交加，这一季信念如花，这一季深
沉优雅。

只有感谢冬将军的铁蹄洗礼，才能用
无限柔情去拥抱春姑娘。我们睁开另一双
眼睛观察冬天，才会走进冬将军的心，这时
你会惊讶地发现冬天严酷外表下的睿智：
冬的岑寂是死亡和新生的必然，生命的淘
洗可以使整个自然更富层次与活力。品味
冬天，我感受到了冬将军不同寻常的“风
雪道场”的卓尔不群！

冬将军
□付秀宏

荷在夏天太过繁盛了，是生命的璀
璨，是生如夏花的绚丽。那样的繁盛，像
所有太过绚烂的生命，经不住几场秋风
秋雨的浸淫和摧折，一入冬，就是满池的
枯叶残枝。

枯荷宜听。在冬日里，闭目凝神，听
风过荷池的簌簌之声，有萧瑟意，有清冷
味。在凉亭静坐，听雨打枯荷的点滴如
漏，像在平顺的生活中猛打了一个激灵，
让人神清气畅。

留得枯荷听雨声。于荷，李商隐太过
用情了，即使是面对一池枯荷，他也能执
著如斯。在淅淅沥沥、点点滴滴的雨打枯
荷声里，羁旅中的李商隐听到了什么呢？
是秋风秋雨中无尘竹坞的凄清，还是对
迢递相隔重城的好友崔氏兄弟的思念。
雨打枯荷，清泠有声，敲打出连绵的清越
之声，也敲打出浓浓的相思之境，在这样
的时候，只有昔日的友情能够温暖、熨帖
此刻诗人孤寂的心境，也只有对友人绵
绵不尽的思念能够慰藉诗人与友人重城
阻隔的孤独。

李商隐让那一池枯荷负载的情意太
过沉重了，我们才更加感念那样繁盛夏
天的绚丽。其实，世上偏爱枯荷的人本不
少，他们喜欢的大概是繁华过后，池中枯
荷洗尽铅华的意和境。

枯荷，真的不忍去看。你看它映在冬
日的一池白水里，那些深深浅浅的灰色
影子，就会心生怜惜，生命曾经的繁华在
时间的漂洗里，幻化成木刻版画般简洁
的线条，黑白灰三色的单纯与调和，有着
生命本真的静谧，历尽沧桑的落寞与凄
凉。你看它孑然独立的身姿，那种被弯
曲、折断的枯叶残枝，其形如鹤，如立于
水中饮啄的禽鸟，那黑白的剪影，是动

的，也是静的。色的纯粹，更牵出一份穿
越寒冷的灵动和唯美。

你应该抽空去看一看，去看风雨池
塘里的满池枯荷。那些静立的枯荷，是有
情的，在你与它的对视中，它能让你静
心，清心。面对枯荷，我常会想，这几茎枯
残的枝叶是否能经历几番风雪和严寒，
留得一茎残枝，在冰雪消融后，依然会守
望明媚湖光里泛出的一点淡淡新绿来。

久看枯荷，毕竟心有不忍，就像你在
窥伺别人的丑陋与尴尬。凝视枯荷，也常
会让我有令人窒息的惊叹，惊叹生命的
唯美、执著与沧桑，即使是一池枯叶残枝
的不堪。可生命如斯，荷亦如斯。人也该
如一枝荷吧，在生命的轮回和岁月的风
尘中，有壮年的绚烂，也会有老年的落寞。

素有瑞典冰山美人之誉的葛丽泰·
嘉宝，是一枝本色的荷。前半生的辉煌，
如夏日里绚丽至极的荷。后半生的落寞，
如荷一样清寂。她不再随波逐流，追悔因
自己曾经的迷失，而造成不可挽救的错
误：因为名利所诱惑，失去了生命里最重
要的人；因为轻率和虚妄，忘记了自己的
本性。她在人生最辉煌的巅峰，选择回到
自己的内心，安宁地独居，活得宁静本色，
亦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荷。她用苦行僧般
的生活来惩罚自己，“每天读书、散步、抽
烟、回忆、思考，随心所欲地幻想、睡觉。”

老年的葛丽泰·嘉宝，是一枝素色的
荷。她在给这个世界唯一的告别信中说：
“此刻，我只是一个相貌平庸甚至丑陋的老
妇人。”这样的平淡从容辉映着人性善良的
光芒，是一枝素色长青的荷应有的姿态。

喜欢如荷的葛丽泰·嘉宝，她将人生
独自摇曳成谜一样美丽的风景，如荷一
样绚丽，也如荷一样枯寂。

冬日枯荷
□章铜胜

退休后的父母独自居住在一个有前
后院的老屋。平日里，父亲喜欢在后院栽
种一些青菜、韭菜、豆角之类的蔬菜，母
亲则钟情于她的花草。

母亲在前院种了许多盆栽花草，有
杭菊、玫瑰、德国兰，还有藤本植物爬山
虎，有的直接叫不上名来。这些花草有的
到冬季枝叶凋零枯萎，春天又冒出新芽，
有的则一年四季花谢花开不断循环。我
总认为，母亲与种花有一种冥冥的情缘，
我亲眼看到她随便折一截花枝插到土
里，一段时日后便生根发芽。有一次我开
玩笑地对母亲说，她可以“点石成金”
了！母亲听后对我说了这么一段平淡却
颇有深意的话：“其实要插活一截花枝，
需要在合适的时节和悉心的照料才行，
就像把你们从小养大一样。”

一个周日中午，我买了一袋大米送
到老屋，在前院看母亲浇花的时候，看到
一盆盛开着蓬松粉色花球的植物，母亲
笑眯眯地对我说：“你摸摸它看。”我莫
名地看了母亲一眼，然后好奇地把手指

伸向这棵植物，在指尖触碰到生长着两
排长椭圆形小叶片的一刹那，两排叶片
受惊吓般一下子收拢在一起。“这是含羞
草，也叫感应草、夫妻草。”母亲说。

母亲接着说：“其实我更喜欢叫它夫
妻草。”我疑惑不解地看着母亲。母亲不紧
不慢地说：“你看，这种植物两排叶片都是
对称生长的，我们突然去触碰它们，这些叶
片就紧紧地抱在一起，共同防范来自外部
的侵扰，或者说是阻力，这像不像家庭和睦
的夫妻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我若有
所悟地点了点头。母亲继续说：“你们夫妻
也要像这种夫妻草一样，碰到生活中的问
题和困难，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
起面对，一起克服。”原来，养花也能悟出
人生道理，我打心眼里感谢母亲的教诲。

那天，我让母亲移植了一株夫妻草
到一个花盆里，回家后放在我房屋的阳
台上。在秋日暖阳的照射下，我轻轻触碰
了一下夫妻草的叶片，给妻子述说着母
亲关于夫妻草的那番话。妻子眼含泪花，
频频点头……

夫 妻 草
□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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