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无常，哪有那么多的一路顺遂。于是，有了许许多多难以预料的第一次，第一次遭遇车

祸，第一次智斗毛贼，第一次勤工俭学，第一次一站十四小时……他们将这些曾经历的挫折、磨

难娓娓道来，更难忘的竟是其间收获的善意、鼓励、智慧和坚韧。人生的旅途中，不避苦难和沉

重，用生命的力量去呈现倔强、勇气、希望和美好，或许这就是收获幸福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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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生活

生活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给予你希望的
光亮，可能是一点善意、一句鼓励，又不仅仅
是如此。

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许多
人的生活。寒假延长了，辅导孩子做功课这
活就分配给了我。儿子在家备受宠爱，吃不
得苦，过不惯居家隔离的日子，总想着出去
玩、买玩具。我本想严肃批评他一顿，转头
想了想，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4年，我考取了一所师范院校，但父
亲下岗待业，母亲身体不好，大学学费及生
活费就成了问题。父母亲知道考上一所大
学不容易，百般思量后向亲戚借了第一年的
学费4000元。暑假时，为了解决第二年的学
费问题，我在本村给几个学生做家教，每人
每月300元，周一至周五辅导他们功课，周六
周日休息时就出去卖矿泉水。

那年我还不满20岁，没什么做生意的经
验，只是听父亲讲，事先准备了两个泡沫
箱。然后去大市场批发了十箱矿泉水，进价
是一元一瓶。冰水好卖，每到周五，我便把
三十瓶矿泉水放入家中冰箱里冰着，周六上
午，取出后放至泡沫箱中，整齐码放，再放些
冰块，用布先盖好，再盖泡沫盖。

我决定去游人多的公园门口卖。夏天
的日头毒，我一大早就要骑着自行车载着泡
沫箱上路。

记得第一次去是周六，游人特别多，但
卖冰水的人也不少。一开始，我比较羞涩，
不好意思吆喝，只等进公园的游人主动问
起，才拿出冰水售卖。可能是我不主动，生
意并不好，到了中午才卖出十瓶，三元一瓶，
除去成本，赚了二十元。此时，我背上衣裳
早已汗湿，脸上也火辣辣的。

中午没什么游人，我就在公园边的小店
里吃了碗面。还有二十瓶水没卖出去，要是
解了冻再带回去放进冰箱，总觉得不大好。
我急着出货，只要有人问，三元一瓶也卖，五
元两瓶也卖。尽管如此，到了下午四点钟，
游人已陆陆续续离开了，而我还剩六瓶水。
正心急的时候，一家子走了过来，其中一位
妈妈模样的女士问我：“矿泉水多少钱一
瓶？”我忙回答：“三元一瓶，多买还能便宜。”
女士迟疑了一下，继续问我：“你是暑假勤工
俭学吧？”我把卖矿泉水的原因简要说了一
遍，她听后，掏出20元给我，说剩下的六瓶全
要了。我心里一松，从口袋里翻找零钱，她
却摆摆手说不要了，带着家人匆匆离去，留
给我一个美丽的背影……

那年暑假，我每逢周末就去公园门口卖
冰水，渐渐地，胆子大了些，也学会了主动吆
喝，一天下来总能赚个几十元，多的时候甚
至能有上百元。后来算账，我靠做家教赚了
近3000元，卖矿泉水赚了1000多元，总算凑
够了第二年的学费。多年过去，我依然记得
那位买走最后六瓶矿泉水的好人。如果不
是她，“出师不利”的我可能就怯了场。

岁月流转，十几年过去，如今我早已大
学毕业，在一所小学任教，家庭条件也改善
了不少。讲这个故事时，儿子听得很入迷，
追着我问了许多问题。而我能告诉他的就
是，生活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给予你希望的光
亮，可能是一点善意、一句鼓励，又不仅仅是
如此。 （魏 亮）

最后六瓶水

因为那一刻的彼此理解、温暖，对美好
与良善的坚守让我们惺惺相惜，直至现今，
我们还有联系。

习惯了安逸的生活，很难预料甚至想
象，危险就在近处遁匿着。比如车祸，在此
之前，对于本就身有残疾、格外遵守交规的
我来说，就像十万八千里外，遥远地根本不
可能发生。可生活在车流如潮的闹市，哪有
那么多的想当然。

初夏的那天中午，一切都诡异般巧合，
我穿过马路，电动轮椅驶入经常走过的街
巷。一辆汽车突然急速往后倒，我正处在司
机目力不及的死角。眼看这一切似乎无可避
免，我在一瞬间呼喊、惊叫，声音尖锐如鸟鸣，
却抵不过闹市的嘈杂。也或许司机根本来不
及反应，车子还是结结实实地向我撞来……

撞击的感觉如此震撼，那一瞬，我的脑
海中已是百转千回，儿子即将高考，如果我
在这关键时刻倒下，那将给孩子和这个家带
来多大的灾难！车主打开车门时已是面如
土色，看到倒在轮椅旁惊魂未定的我，他内
疚地连声道歉，并承诺会为这场事故负全
责。“责任在我，我肯定不会跑，如果丢下你
不管，那就连人味都没有了。”为了让我安
心，他反复说着这句话，还一股脑掏出了兜里
所有的钱，要我拿着作为补偿。我斩钉截铁
地告诉他，如果我安然无恙，钱一分都不会
要，只是双腿没有知觉，无法判断是否受伤。
车主拍胸承诺，立刻带我去医院检查。于是，
在心有余悸的惶恐中，我拨通了丈夫的电话，
婉转地把刚才的“惊险一幕”告诉了他。

在等待丈夫的间隙，车主拽下衣领，让
我看他胸前的手术疤痕。唉，竟也是个被重
病折磨的可怜人。他告诉我，他的心脏出了
问题，在做心脏搭桥手术时险些命丧黄泉。
刚刚那一瞬，他的心脏已在震颤，停车后已
服了两粒药丸做预防。病痛让他受尽折磨，
但迫于生活压力，拖着病体，他还得为生活
奔波。

同为“天涯沦落人”，我暗自告诫自己，
无论结果如何，都不要为难他。丈夫更是通
情达理，了解始末后，他一再宽慰车主。毕
竟，这是谁都不愿意发生的事。苦命人又何
必为难苦命人呢！

终于到了医院，车主为我忙前忙后，挂
号缴费、找医生、拍X光片……漫长地等待
后，结果终于出来了，谢天谢地，我并无大
碍。那一刻，车主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他
的脸上溢出笑容，诚挚地邀我们共进午餐。
我们婉言谢绝后，他又将钞票塞入我丈夫的
手中。一个诚心要给，一个执意不收，两人
在医院里好一番推搡拉扯。车主加了我的
微信，说是回头常联系，转身就给我转账一
千元。“你的心意我领了，今天这么惊险我竟
然都平安无事，这就是上天对我最好的救赎
和补偿。”我自然不肯收，况且，他已为我忙
前忙后，做了自己该做的。

真庆幸，在这个充满欲望、信任感缺失
的年代，我们还能守着内心那块良知的净
土。因为那一刻的彼此理解、温暖，对美好
与良善的坚守，让我们惺惺相惜，直至现今，
我们还有联系。 （李仙云）

车祸瞬间

下一站

幸 福

骗出来的勇气

母爱的力量真是伟大。后来想想，为了
女儿，别说屋外是一个坏人，就是一头老虎，
我也敢迎面而上呐！

那年我在村小当老师，家和学校离得
近，就隔着两条胡同。同事吴老师和谭老师
家住外乡，结伴住在学校宿舍。一日，谭老
师有事回家，独留吴老师一人在宿舍，她便
邀我做伴。

我俩那晚聊了很久，不知不觉已近凌
晨。刚睡下没多久，迷迷糊糊感觉窗户外好
像有个人在往里窥视。我刚要开灯，吴老师
低声劝阻：“别开灯，我观察了一会儿，这人
好像在撬窗户，知道屋里有人还这么放肆，
怕是个惯犯！与其被堵在屋内，不如咱俩冲
出去，大声呼喊，说不定还能把他赶跑。”

听了这话，我吓得浑身发抖，想高声呼
救都喊不出声了，出去应战是万万不敢的。
吴老师胆量大，个头高，人也壮实，平时干起
力气活来不输男老师。那时手机还没普及，
外屋有台座机，她让我别出声，自己先去打
电话报警，再打电话通知我丈夫来救援。

黑暗里，吴老师悄悄摸到外屋，不一会
儿就折回来了。想必一切顺利，缩在床角的
我刚松口气，她又凑过来低声说：“有个事你
别急，我刚给你家打电话求援，听你丈夫说，
你女儿突发高烧，人都有些神志不清了，他
正打算送去医院。不过，在那之前，他会先
来救咱们的。”

那还了得！我一听这话，鞋都没穿就跑
到门边，抄起旁边的扫把，一边高喊“抓贼”，
一边冲了出去，吴老师拎着顶门棍紧跟其
后。那贼怕是怎么也没想到两个女人会这
么大胆，瞬间被我俩的架势吓到了，扭头便
跑，爬墙而逃。

我连忙追上去，刚跑到大门外，吴老师
一把抓住我，说：“别着急，回去穿上鞋子再
说。”可能是精神高度紧张，我压根听不进
劝，居然就这么一股脑儿往家跑了。丈夫听
到敲门声，出来开门，见我赤着脚，披头散
发，吓了一大跳。幸好吴老师随后跟来解释
事情原委。

女儿还在床上熟睡，没有发烧，这都是
吴老师撒的谎。吴老师说，那贼事先肯定踩
了点，知道这儿住的是两个女人，即使被发
现也不足为惧。一进院子，他就割了电话
线，断了屋里人的后路。电话打不出去，如
果照实告诉我，我肯定筛糠，不仅帮不上忙，
可能还会拖后腿。于是，吴老师急中生智，
骗我说女儿发烧了，都快神志不清了。她估
摸着，我一着急上火，胆子就大了，果然如她
所料。

后来吴老师告诉我，自己虽然还没结
婚，但她知道为母则刚，为了保护自己孩子，
命都可以不要。上高中时，她和母亲去外婆
家，返程时天色已黑，在僻静之处遇到坏人，
是母亲捡起石头，不顾一切拼命，才让两人
成功脱身。吴老师有底气，她知道若我俩不
害怕，两个女人的力量加起来肯定能斗得过
一个男人，事实证明，坏人果然被吓跑了。

啧啧，不是我自夸，母爱的力量真是伟
大。后来想想，为了女儿，别说屋外是一个
坏人，就是一头老虎，我也敢迎面而上呐！

（李秀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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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这个第一次会不会成为最后
一次，毕竟这一千两百公里有许多令我无法
割舍，而再回首和再聚首都难免买不到票。

无锡到西安，一千两百公里，最快的绿
皮车需要十四个小时。我喜欢在路上，也算
过经济账，所以往来大多选择绿皮车，一路
哐哧哐哧，很有故事的模样。

大二寒假，偶然发现一趟开学时间的特
价航班，于是早早订票。航班起飞前三天，才
收到通知，由于特殊原因航班取消。这样的
突如其来使我猝不及防，因为航班较少，改签
不但溢价还要面临迟到。

视线转回火车，能赶上开学时间的列车
只剩下站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在迟到和
站票中我选择了后者。

要知道，我虽然喜好绿皮车，买站票却
是第一次。出发前我做好了站满十四个小
时的准备，也精打细算了一番如何找空位歇
息、如何在过道入眠……

事实证明，这个准备我没有做好，而所
有的精打细算在上车前就被我自己粉碎。
我背着书包，比起其他乘客的大背囊实在是
轻快许多。上车前我礼让了每一位大包小
包的乘客。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拉着
行李箱，也是站票，与我一起候着，这使我感
到并不孤单。

最后一个上车的我，进了车门才知道做
了一个多么不利己的决定。过道里早挤满
了站票乘客，我甚至没法进到车厢。而与我
一同等候的青年，正好坐在他的行李箱上。

仅剩车门前的几平方米供我活动，还算
安宁。但很快，一趟不得不去的卫生间使我
丢失了这份安宁，再次回到车门前，我的落
脚之处已经被几个吸烟的男人占领。他们
烟过三巡，并没有要走的意思，而是铺开几
张报纸坐下。

我很想去询问他们之前在哪跻身，这样
我也好有个去处，但环视一周走道内的横七
竖八，我放弃了这个想法。而列车员的否定
答案也告诉我，没有空余的卧铺。

如此我就困在了厕所前。正对着厕所
的是洗漱台，一边有插座，一位倚着车厢玩
手机的乘客正连着充电，另一边是垃圾桶。
洗漱台有一面大镜子，我看了一眼镜子，此
生第一次目睹自己如此狼狈。

很快我双腿发木，只能靠在厕所门上休
息，尽管无比排斥。一段时间里我成了厕所
管理员，乘客能否解急全凭我的一句“有人”

“没人”。
夜深，困意扑面而来。我不能坐在厕所

前的地板上，这是我的底线。可身体和精神
都无法支撑我继续站立，好几次迷糊着差点
跌倒，然后在将倒之时猛然醒来，如此反复。

未曾想站票令人如此力竭，我得找个能
坐下的地方。

洗漱台的灯光昏黄，铁轨与列车接触的
哐哧声在安静中更加清晰。摇晃着的我目
光停在了垃圾桶上，那是个翻斗式垃圾桶，
看起来还算干净。我没有多想就坐了上去，
靠着车厢，终于睡着了。但是很快，我被列
车员叫醒，他友好地说：“请不要坐在垃圾桶
上！”我硬撑着起身，充满歉意地点了点头，
待他走后，我又坐回垃圾桶，继续睡去。

再次被叫醒，列车员给我带来了好消
息，有空座了！顾不上欣喜，列车员把我领
到空座边，我一屁股坐下随即入睡，醒来时
已经天明。

之后几年，我又经历了几次十四小时，
有硬座也有硬卧，站票再也没有买过。此刻
我已经回到南方，我不知道这个第一次会不
会成为最后一次，毕竟这一千两百公里有许
多令我无法割舍，而再回首和再聚首都难免
买不到票。 （弎 和）

十四小时
第一次 十四小时的站票

第一次 卖矿泉水第一次 遭遇车祸第一次 智斗毛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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