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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79 岁的琼瑶为已经 90
岁的丈夫平鑫涛是否需要插上鼻胃
管维系生命这个问题，与平鑫涛前妻
的子女展开对撕，最终，琼瑶无奈妥
协，同意了插鼻胃管并将平鑫涛交给
他的子女看护。自己连探视权也主
动放弃了，并且发出了“我的人生一
败涂地”的哀叹。

50 年创作了 64 部小说，单本发行
量数以十万计。改编小说并投拍 50
多部影视剧，创下的电视剧单集最高
收 视 纪 录 至 今 无 人 能 破 。 一 篇《窗
外》，迷倒一个时代的少男少女。一
部《还珠格格》，包揽多少人的寒假暑
假。如此成功的琼瑶，为啥要说自己
的人生一败涂地？

因为爱情至上的琼瑶，是用爱情
这把尺子来丈量自己的人生的。

爱，是风儿和沙的缠缠绵绵；爱，
是 才 下 眉 头 却 上 心 头 的 挥 之 不 去 ；
爱，是情深深雨蒙蒙的守得云开见月
明；爱，是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的铿锵誓言。

可是，那个说了要纠缠她一生的
人，却连琼瑶是谁都不知道了。那个
她最爱的人，余生都要躺在床上，靠鼻

胃管维系昏睡的生命。她只希望自己
的爱人能清清爽爽有尊严地离去，却
被对方的子女质疑她爱的纯度。

当年，在被爱的烈火焚烧之时，
她也曾顾惜对方的子女，花了十多年
等 待 他 们 长 大 。 如 今 ，他 们 却 对 她
说：“您和父亲感情的事，外人无从置
喙。但身为子女，我们从来不曾忘记
当年发生过的种种事情以及自己母
亲所受到的委屈与痛苦……”

还有，这些年，好多人都说她的作
品“三观不正”，夸张矫情。这一次，更
是以平鑫涛之病为导火索，对她的爱
情观、人生观进行集体大讨伐……

对于一个为爱而生的人，她飞蛾
扑火追求的爱情、她苦心经营半个世
纪的浪漫，落得如此狗血的地步，岂
能不让她深感万念俱灰、一败涂地？

其实，这个活在自己梦里的爱情
女王应该知道，人生，不是只有爱不
爱这个问题，还有责任道义，还有人
伦亲情，还有无法言说的孤独和无可
挽回的衰老与死亡，还有比插鼻胃管
更痛心的舆论口水。

作为妻子，你有权利尊重爱人的
愿望让他有尊严地死；作为子女，人

家也有权利尽孝道让自己的父亲更
久地活。既然这个躺着的人已经不
能坚定地与你站在一起，你何苦要与
他的子女相搏供天下看客笑谈？毕
竟，这个爱人，当初是你以爱的名义
抢夺而来的，现在，再以爱的名义还
回去，怎么说也不地道。

至于推崇安乐死，捍卫善终权，
你并不是第一人。理论上的通过与
情感上的接受是两码事，倡导与实施
也需要时间。你可以拿自己做试验，
却最好不要从平鑫涛开始。因为他
是你的爱人，却并不属于你一个人。

你说：“生时愿如火花，燃烧到生
命最后一刻。死时愿如雪花，飘然落
地，化为尘土！”这也仅是愿望。绚烂
的 火 花 ，会 慢 慢 熄 灭 。 雪 花 飘 然 落
地，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与其傻傻
地追问这个失智的人爱不爱你，不如
执子之手，顺其生死。与其两败俱伤
地与他的子女相互撕扯，不如默默地
与他们一道，共同托起这枚西坠的太
阳。

你是一代言情宗师，我们希望你
的爱情，有个圆满的结局。而不是过
早地放手，孤独地离开。

它是一座小城，却磅礴大气；它
是一座边城，却相连三国；它是一座
古城，却充满朝气！这正是今天“一
带一路”上的明珠、中国最大的陆运
陆路口岸——满洲里的真实写照。

满洲里，小巧而精致。城外芳草
千里，城区街道光鲜。百年来，中俄蒙
经济文化交融的印迹在这里随处可
见，置身在这样的街道上，恍若置身于
异域他乡，自然生态与现代景观、远古
文化与现代文明、民族文化与异域风
情交融和谐，满洲里这座小小的城池，
带给你的是不一样的惊喜。

满洲里被蒙古族人称作“霍勒津
布拉格”，意为“旺盛的泉水”。古老的
名字，给人的印象如同一幅斑斓的图
画：草原深处，泉水清冽，牛羊悠闲，云
朵低吟。这座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
草原腹地的小城，东依兴安岭，南濒呼
伦湖，西邻蒙古国，北接俄罗斯，地处
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区，地理位置无比
优越。满洲里这个名字来源于俄语

“满洲里亚”，1902 年，远东铁路（俄罗
斯到哈尔滨）修建，从这里开始进入满
洲，因此得名满洲里。从此，满洲里成
为亚欧交往的重要商埠，中西文化的
交汇之地。直到今天，满洲里仍然是
俄罗斯乃至东欧地区和东亚各国陆路
交通最重要的咽喉。这里居住着蒙、
汉、回、朝鲜、鄂温克、鄂伦春、俄罗斯
等 20 多个民族，是一座独领中俄蒙三
国风情、中西文化交融的口岸城市，素
有“北疆明珠”的美誉。

夏天的满洲里，给人一种很有朝

气、充满生机的感觉：广袤的草原深
处，绿瓦红墙之间，一座美丽的城市
赫然矗立，到处是拔地而起的崭新楼
宇 ，到 处 是 充 满 异 国 风 情 的 别 样 建
筑，令人目不暇接。行走在街道上，
举 目 是 景 ，移 步 皆 画 。 谢 拉 菲 姆 教
堂、满洲里博物馆等典型的哥特式建
筑，具有“彩色立体雕塑”美誉的“木
刻楞”等一大批俄式建筑，还有法国
古典主义建筑、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
……一幢幢闪耀着历史和艺术的光
辉。城区内“五纵七横”12 条街道，两
侧楼房仿佛一幅幅风格迥异的图画
作品，与整座城市一同演绎着独特的
文化风情。建筑是凝固的乐章。此
时，倘若用“城市建筑艺术博物馆”的
字样形容她，再恰当不过。

初到满洲里，第一印象这是一座
干净整齐、充满异国情调的小城。漫
步满洲里，你会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感
觉在心中升腾：不同国籍、不同种族、
不同肤色的人群在大街上漫步，挂着
各 国 牌 子 的 车 辆 在 马 路 上 往 来 穿
梭。大街上的牌匾大都刻有中、俄、
蒙古三种文字，要是没有汉字，你还
以为是到了外国呢。

距满洲里市区约 20 公里处，一座
巍峨的国门庄严肃穆地屹立在中俄
41 号界碑交界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七个鲜红的大字和鲜艳的国徽，雕刻
在国门正面，五星红旗在国门上空迎
风飘扬。三条并行的国际铁轨从国
门下穿过，无限延伸向不远处俄罗斯
的国门。在国门前方铁路边上的火

车头广场，有一个火车头，据记载是
1940 年日制蒸汽机头，毛泽东主席在
1949 年赴苏联莫斯科途经满洲里时，
乘坐的火车就是在这辆火车头的牵
引下驶出国门的。俄罗斯套娃广场
是全国唯一的以俄罗斯传统工艺品
——套娃为主题的旅游休闲娱乐广
场，集中体现了满洲里中俄蒙三国交
界地域特色和中俄蒙三国风情交融的
特点。“一眼望俄蒙、鸡鸣闻三国”的独
特地缘优势，决定了满洲里这座城市
所特有的中西文化交融之美。也正是
这种兼收并蓄的独特文化，形成了独
一无二的满洲里魅力。

夜色中的满州里，并没有像别的
城市那样无序的喧嚣，也没有闹市的

“浮尘”，更像是“云自无心水自闲”。
可以洗尘，亦可以洗心。游人们品尝
着正宗的俄式大餐，欣赏着充满俄罗
斯氛围和情调的歌舞，在蒙古包内尽
享手扒羊肉，听悠扬的马头琴和蒙古
长调……那景，美不胜收，回味无穷；
那人，意味深长，妙不可言；那情，怦
然心动，豁然开朗。此情此景，让人
依依不舍。满洲里的美，美得自然。

三国民俗绚丽多彩，三国风情各
具特色，满洲里自然风光秀美，文化
厚重独特，是额尔古纳河源头和呼伦
贝尔草原深处的一颗明珠。 美丽的
满州里犹如从烟波浩淼的呼伦湖上
起飞的天鹅，展翅翱翔在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草原的西部，这座经历百
年风雨洗礼的口岸城市，充满活力，
充满希望，焕发出恒久的魅力。

古邑肤施嘉岭山，
千寻灵塔矗元天。
九层唐阙分昏晓，
万象汉国浮翠烟。
市井熙熙拾丽月，
河声沽沽弄新弦。
枣园窗牖红旗展，
犹见昔时星火燃。

在苍茫的暮色中
你薄弱的身影孤独前行
踽踽的步履
深深浅浅
遮不住斑驳一世的悲情凄凉
你一寸相思
一寸灰地憔悴
你在花前月下
日夜感伤徘徊
满腹的心事
都化作了不可名状的
无题
曲折委婉地做了爱情的代名词
一往情深

岁月的沧桑
如一溪潺潺流水
诉诸于无端的锦瑟

沧海月明
谁又能解得庄生晓梦？
蓝田日暖
只可惜东风无力 百花凋残
伴着巴山沥沥的夜雨
你坐在西窗下剪烛花
烛影映照着你一身的孤独和寂寞
思念飘飞千里
但关山险阻 此情遥遥不可企及
只能成为追忆
秋池涨落有声
却更增添了欲说还休的隐痛

诗人啊 三十多年长梦
你苦苦抱着的
只剩下平平仄仄的意象
散落一地的诗行
成就了感动千古的绝唱

雨后潮湿
有些冷
乌云低垂
一位环卫工人
坐在路边
头枕手臂
她身后的树叶沙沙作响
或许那是她梦中的摇篮曲
一条深寂的道路
雨中何处为她遮风挡雨

这样一条路
秋扫落叶
春扫飞絮
她已太累
别惊醒她
你走过时
脚步要轻

我是 11 岁离开家乡的，眨眼间，离开家
乡近三十年了。读书那几年，逢寒暑假还回
去，后来回去就很少。然而，小时候的一件
件往事还历历在目，让我回味无穷。

我的家乡在湘中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童年时的家乡有山、有水、有树、有果、有
鱼，更有说不完的趣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牛是农村的耕地能
手，也是农村人最重要的生产伙伴。条件好
的自家养着一头牛，条件不好的，亲兄弟、堂
兄弟合伙养一头牛。对小伙伴来说，放牛是
小时候能帮父母干的力所能及的事。能放
牛了，至少成为家里的一个劳动力了，心里
是快乐的。

每天天刚亮，村里的小伙伴们就赶着牛
往河坪里放，我家房子就靠近乡村大路，每
天都是伴着牛蹄声醒来。河坪里是天然放
牧的地方，是由多年洪水冲刷遗留下来的一
块平地，面积大，河流穿行而过，河岸青草依
依，河水碧波荡漾。牛到坪里后，只要注意
牛不要越过河对岸损坏庄稼就可以了。

傍晚，放学后，四面八方的牛都汇集到
了一起，有莲邵的，有江滩的，有枫树下的，
黄的、黑的、棕的牛大多时候都能安安静静
地吃草。但是，牛聚在一起时很多时候还是
不安分，喜欢戏耍争斗，有时非得要决出一
个高下，最后赢了的牛自己觉得牛气冲天，
有点不可一世的味道，当然牛的主人自然也
高兴得不行。或许那就是孩子们的节日，欣
赏牛的争霸，那情那景，绝不亚于一场战斗，
从组织、策划、加油、鼓劲……谁的牛如果赢
了，伙伴们可以说上好几天。尤为恐怖的是
水牛争斗。当年的农村，水牛少，一个村就
那么一两头，只要碰到一起，那就是你死我
活的架势，必有一方见血，有的牛角掉了，有
的耳朵被牛角穿破了还不肯罢休，简直是宁
死不屈。有经验的放牛娃看到这个情景，立
马烧起火把，强行驱离牛才散去。当然，这
样的状况不是每天都有的。

很多时候，牛和小伙伴们都是各取所
需。牛在尽情地吃草，小伙伴们则尽情地玩
耍。四面八方的小伙伴聚在一起，男的可以
在河边捉鱼摸虾、打水漂；女的打石子、跳橡
皮筋，偶尔聚在一起过家家、赛赛跑，嬉笑打
闹，尽情地去玩。

天黑了，鞭子一抽，牛就顺着河堤往家
里走，前面是一群牛，后面是唧唧喳喳的小
伙伴，有好事的，多抽几鞭，牛就一路狂奔，
留下后面一路吆喝的娃。

如果是星期天，或者寒暑假，时间长了，
几个小伙伴就一起相约去山上放牛。最有
名的山就是金凤山。牛赶到半山腰，就什么
都不用管了，开始去山上探险。山上据说还
有当年家乡人抗日的战壕，运气好还能捡到
子弹壳。还有山洞，应该是探矿留下的，人
一进去，蝙蝠一群一群往外飞，不寒而栗。
体力好的话，登上山顶，放眼望去，山下美景
尽收眼底，美不胜收。

时至今日，家乡很难见到家家户户养牛
了，更难看见成群结队的放牛娃了，留下无
数欢歌笑语的河滩也已恢复宁静。当然，留
在我记忆深处的，仍有童年小伙伴们天真无
邪的笑容。

凌晨忽然醒了，微热。走至阳台纳凉，
发现月亮悬挂在天际，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方向。弯弯的，月儿像个娇羞的姑娘，温柔
可爱极了。百度一下，此刻是农历廿五，原
来是下弦月。下弦月出现在下半月的东面
天空，月面朝东，日出黎明前才出现。东方，
一个唤起光明的方向。

此情此景，突然有一句模模糊糊的诗词
在脑中徘徊：……云遮月。以为在哪里读
过，可是没有百度出。倒是看到一个人写
的：若隐若现云遮月。觉得挺适合今夜这溶
溶的月色。薄薄的云片微度，便使那张脸如
蒙轻纱，有着一种宁和与神秘。

又觉得有一首音乐很适合此时此刻：
《lady sleep》。便找了来，循环播放。外文歌
曲，演唱者温柔细腻的声音灌满耳朵，直通
心底，感觉这个夜都被歌声荡涤的静谧安然
了。月亮在流淌的旋律里静静地亮着，如弯
弯的眉眼，凝望天地红尘。

看月亮如蜗牛慢慢向上爬，索性搬出凳
子坐于阳台之中。夜凉如水，便又回卧室取
了一条薄毯披在身上。家人正睡得安详，仿
佛天地间醒着的，只有我和那弯月亮。

坐在阳台上，又打了好些喷嚏，感冒本
未痊愈，也无妨。能在这个年纪和境况下，
有如此心境享受这月色，也是一种极致的美
妙了。幸好，街上几乎没有了奔驰的车子，
也就没有过多的汽笛声打扰醒着的耳朵和
脑袋了。

记忆中，这是第一次完全享受这样的夜
深或者说是黎明前的凌晨，心已醉。

那么，我要继续享受这无边的月色了。
然后，天亮，再道晚安。

一轮玉盘高挂东空
月色如银，温柔地抚摸着绿岛
树下荫荫葱葱
乡村的喧闹已被初秋的凉意挤进

梦中
如此静谧而幽美的夜晚
只因身边缺少一个人而被我辜负
很想找个人相拥
消除孤独的负重

我眼神空荡地望着远山 近林
再把周围的景色扫描一通
想象着鸟儿的睡姿
回忆着过往之种种
找一些好事填补残缺的心情
寂寞违背我的意愿
疯了似地往我身上涌
上帝扣我一个幸福
我欠夜色一个浪漫

收拾凌乱的心情
躺在床上想把思维架空
耳边的收音机体会不到我的苦衷
轻轻地 伤伤的传来一句：

“没有你陪伴 我真的好孤单”
几乎粉碎了我的坚强
突然想起网上见过的段子：
爱空空 情空空
生活实在不轻松……
其实我早已习惯了孤独屡次苦涩
之后再挺胸
我相信这样的夜与黎明不远
明天跟着太阳往上冲

童年往事
□ 周立广

琼瑶：

人生不是只有爱不爱这个问题
□ 熊荟蓉

日出之魅 （摄 影） 王 慧

明珠口岸满州里 □ 白 英

一个人的下弦月
□ 田力语

延安宝塔山
□ 胡天曙

咏李商隐
□ 罗丕智

雨 后
□ 刘海春

孤独的夜
□ 黎 欢

曾经，幸福是我眼中的云霞，很飘
渺很遥远，梦幻一般。又犹如邻家的高
楼、朋友的豪车、富二代身上的名牌服
装及至餐桌上的山珍海味，它成了我在
滚滚红尘中企求和仰望的一抹绚丽。

但自从生病后走进医院的那一刻，
我才发现幸福其实真的很简单。出门
看见蓝天白云；在学校听到同学们琅琅
的读书声；在家里能读到老婆的“教诲”、
听到儿女的嬉笑；困了累了的时候可以
安然入睡；节假日能携妻儿回家，住住老
屋、听听母亲的唠叨，尝尝素淡的家常饭

菜……这些就是人生中最真切最温馨的
幸福。且这种幸福一直就在我的身边，
只是自己原来没有留意它罢了。

记得在省院住院期间，有一天想吃
苹果，妻子听了立刻跑去外面买。结果
我左等右等，好半天不见她的身影，加
上走得匆匆，她手机也忘带了，这时我
竟有点怕了。妻子打小在农村长大，没
出过远门，到省城后就分不清东西南北
了，而医院门口店铺毗连，行人熙攘，车
水马龙，一想到她会迷路，我开始坐卧
不安了。但又因我高烧未退，医生禁止

下楼，倚在窗口的我，心中那个着急啊，
真是难以形容。

正当此时，妻子满面春风地回来了，
手中提着一兜我最爱吃的富士苹果。
就在她转身为我洗苹果时，我的眼睛红
了，忽然感觉自己是何等的幸福！

终于明白，幸福只是自己内心深处
的一种温暖感受，它与金钱无关，与浮华
无缘，只要用心，你就会感悟到它的温暖
与明媚！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无论是
朋友的一句诚挚问候，还是孩子的一抹
灿烂微笑，我都能感受到幸福的馨香。

简单的幸福 □ 杨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