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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默常常引起人的出世之思! 这是无足奇
怪的!因为人们的世俗生活是如此喧嚣!属于他
们的静默时刻是如此短暂!所以当静默来临!当
然渴望超脱"

但这并不是说!静默之中缺少入世的情怀!

相反!有的时候!静默就是深深的牵挂"

我进城二十多年了! 性格比以前开朗了许
多!可是每次回到农村老家!与父亲相对而坐!

还是找不到什么话题"

#工作忙吗$ %#还行& %

#最近出差没$ % #没有& %或者'#去了趟上
海!待了四五天& %

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我特别想告诉父亲
城里的交通有多拥堵!那里的空气有多糟!我有
多么想家( 特别想告诉他我出差时看到了哪些
美景!遇到了哪些怪事!可是见到父亲黑瘦的面
孔!便把这些话又咽了回去&我觉得这些生活离
他太遥远!告诉他!反而会打破他内心的平衡&

父亲的脸色确乎又黑了不少&听姐说!因为
我和弟弟不在身边!父亲百无聊赖!便和二三老
友约着天天去河边钓鱼&父亲患过动脉血栓!久
坐钓鱼显然是不利于健康的!但我无法阻止他!

因为我知道父亲钓的不是鱼!是寂寞&

其实! 父亲有很多话想对我说& 有一次出
差! 我顺路回家小住数日& 我睡在伯伯的炕
上)**伯伯因为身体残疾独身一辈子! 按政策
他可以搬到镇里的敬老院去住!享受吃#五保%!

但父亲担心那种生活太孤单! 一直拒绝伯伯离
家独住!就这样!伯伯一直和我们一家人和谐地
生活在一起+ 因为从小我就和伯伯在一盘炕上
睡! 所以我和伯伯的交流远比和父亲的交流来
得多!来得自然"这天晚上!伯伯和我聊了很多!

从村里张三的病说到李家的黄牛! 伯伯恨不得
把半年来村里的大事小情都跟我絮叨一遍"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父亲说!你们俩昨晚可
真能聊!我两点起夜的时候听见你们还在说话呢"

听得出!父亲有一点嫉妒的意思"

在家待的最后一个晚上!吃完饭!父亲就出去
串门了!而我因为连日劳顿!睡得比较早" 父亲回
家时!我已进入梦乡了"后来听伯伯说!那天晚上!

父亲回来想和我说说话!推门进了我们屋!发现我
已经睡熟了! 就没让伯伯开灯! 他独自坐在我身
旁!静静地看了我很久" 伯伯说!你爸的目光在你
的脸上停了很久!他担心你平常用脑太多!营养跟
不上(更担心你一人在外!受了委屈无处诉"

听了伯伯的转述!我泪流满面"

我知道! 中国绝大多数父亲的爱都是如此
深沉,压抑甚至扭曲的" 每每看西方电影!见人
家父子之间直接说-爸爸!我爱你%,-孩子!我也
爱你%!总让我羡慕不已(见人家的孩子可以不
叫爸爸而以-查理%或-约翰%相称!也让我对他
们的平等关系敬重三分"

可是!我和父亲之间的爱是静默的!它深深
埋在我们彼此的心中"随着年龄的增加!我越来
越觉得有一些爱是需要及时表达的! 虽然我说
不出-爸爸!我爱你%!但我要让父亲知道!我渴
望与他沟通!我愿意与他沟通!我们可以是无话
不谈的哥们!可以是平等交流的父子"

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没错(但我想告诉更
多的朋友'要让爱不只在静默中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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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无言

万发缘生!皆系缘分"十年前!由于家里发现
老鼠!在尝试使用各种灭鼠方法无效后!决定采
用-天敌法%...养猫& 恰好!小妹在洋浦偶得一
只出生不久的小黄猫! 说是被猫妈妈遗弃在路
边!见它可怜,弱小!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把它带
回了家!从此我便与这只小猫结下了不解之缘&

小猫到家后! 我用奶瓶一滴一滴地喂它!

在我的精心喂养下!猫咪在新的家里健康快乐
地成长!现在已满十周岁了& 俗话说英雄莫问
出身!现在的它!可以说是万千宠爱集一身!一
只可怜的洋浦弃猫华丽转身!俨然一个仪态万
方的大家闺秀! 成为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名成
员!并且随我姓!昵称-张惠妹%&

我们爱它!它懂的&

冬天猫咪常钻进我的被窝!用爪轻挠我的
腿!用嘴亲舔我的手!还像人一样习惯右侧睡!

把毛茸茸的小腿搭在我的身上& 它的淘气和可
爱!让我没它在身边陪着还睡不踏实& 时间长
了!猫咪在家里的地位悄然发生了变化!我成
了猫妈妈!女儿,儿子成了猫姐,猫哥!孙子,孙
女管它叫猫叔& 有时我会感到迷茫!到底是猫
融入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走入了猫的世界$

猫咪逐渐长大!技能学会不少& 每逢朋友,

同事来串门!首先都要问候猫咪!它便会跳起
来打个滚表示友好!或挠一下他们的脚打个招
呼& 时间长了!感情渐浓& 我们有时外出串门!

它就坐在门口望眼欲穿地等我们回来!当熟悉
的声音从电梯口传来!猫咪便迫不及待地在门

旁兜起来& 它的时间观念很强& 每天早上六时
左右!它准会前爪双并!搭在我的卧室门上!直
到我把门打开放它进来& 如果我久未开门!它
就用前爪跳上门把手! 自己打开我的房门!把
我叫醒!给我请安& 去年有段时间它突然萎靡
不振!没有胃口!嘴里发出呻吟!眼睛无助地望
着我& 我心如刀绞!多方寻医!最后把它带到动
物医院!经检查!原来它得了尿结石& 通过导
尿,打消炎针!一通折腾才慢慢痊愈& 回想它生
病的日子!现在我还心疼不已&

多年的接触和感情交流!我和猫咪之间建立
了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愫!生活中形成了彼此亲密
无间的默契& 在它遇到困难时!它使尽力气大声
喊叫!这是向你求助(等它眼睛柔柔地看着你!发
出绵绵呢喃的声音!那是期待你的爱抚(每当它
饿的时候!就会立刻变成一个小顽皮!对着你喵
喵地喊(有时它风情万种!犹如模特走秀般款款
迈着猫步(有时它忘乎所以!干出一些令我们意
想不到的坏事! 打破家里有纪念意义的花瓶!抓
坏刚买的沙发!让我真是既心疼又无奈&

自从猫咪来到我们家!老鼠立刻不见了影
踪& 于是!它-下岗%了& 有一次家里人忘了关
门!它百无聊赖!好奇地出去顺着楼梯遛了出
去!结果找不到家门!在邻居窗户上呆了六个
小时!家人到处找!最后找到它时!它像一个做
错事的孩子久久趴在我的怀里& 有了这次经
历!从此它再也不离家门了!实实在在成了一
名-宅猫%& 它也有小气的时候& 邻居家的小狗

误入我们家!猫咪一见-猫妈妈%,-猫姐%和小
狗亲近!它生怕被狗横刀夺爱!自己在家里专
宠地位不保!立马全身毛发竖起!像一个战场
上威风凛凛的将军! 作出一副拼命搏杀的架
势!大声嘶叫!吓得小狗掉头就跑&

猫咪很讲卫生!从不随地大小便!只在它的
专用便盆里方便&我每天清晨都给它换上干净沙
子!它才使用&有时沙子换晚了!它硬是憋着也要
等着换了沙子&猫咪对-猫姐%的闺房一直怀有强
烈的好奇心!有次趁-猫姐%不注意!悄悄潜入觊
觎已久的闺房!想一探究竟& 没想到-猫姐%一关
门上班就是一整天& 下午下班回家!-猫姐%一拉
开房门!她的-猫弟%就如箭一般地飞奔出来/

这么多年全家人的关爱!让它养成了养尊
处优的生活习性& 唯有一件事!让我一直感到
深深地遗憾和愧疚'它是一只公猫!在它半岁
时!我找人给它做了节育手术!剥夺了它这辈
子当父亲的权利!让它不能在自己日渐暮年的
岁月里抱子弄孙,颐享天年&

随着年岁的增长!孩子们在各自的岗位上
忙碌着!忙工作,忙学习!唯一能够时刻陪伴我
的便是我的猫咪儿子了& 一猫一世界& 很多时
候!我常常充满爱意地凝视着猫咪!看它在这
个属于它的王国里! 欢快地亲近家里每个角
落!看它自如地上串下跳(我常常逗它!倾诉我
内心的感受!排解我人生的孤寂&

我的猫咪!不仅是我忠实的伙伴!更是我
夕阳美景中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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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百态

$%岁之前!&'后郭雪姣很普通&

她出生在扬州市江都邵伯镇! 大眼睛!在
小镇的一家酒店前台收银& 下了班习惯牛仔裤
配球鞋!会在网上爆 事& 同事里有位大眼睛
男生!姣姣主动追求& 男生腼腆!不说情话!这
不妨碍两人热恋%年多!然后买房!成婚!生子&

儿子取名天天!慢慢长大!也是大眼睛& 等
到父母下了班!小家伙就左边牵一个!右边拉
一个!出去散步& 夕阳照着一家三口!幸福似乎
天长地久& 直到姣姣开始觉得胃疼&

她吃了胃药!三个多月也不见好& 熬不住
了!她去医院做了个详细检查& 母亲拿到诊断
结果!回来跟她说!胃病!没事没事&

家里却气氛陡变& 丈夫总锁着眉!母亲不
敢看她& 姣姣总算打听到了!自己被确诊为-胃
癌晚期伴腹部转移%& 漫画家几米也曾被诊断
为绝症!惊觉死亡竟在咫尺!-只要按个开关就
出现%& 姣姣也-按%到了&

窗外绿意葱茏& 正是$'('年阳春三月& $%

岁的她!第一次想到死亡和后事&

她心头一颤!再也忍不住泪& 别无选择!她
必须和癌症打一仗&

开始化疗!每根神经每个细胞!都在呐喊
疼痛!她上吐下泻!尊严尽失& 头发大把脱落!

仿佛被截断根须的海藤& 但每次去医院!姣姣
都穿上好看的衣裳!戴上新买的假发& 齐耳黑
发配上笑脸...俨如从前&

只能更乐观& 家里债台高筑!而她的康复
遥遥无期!乐观是她最后的盾牌&

丈夫下班了!姣姣笑盈盈开门道'-毛老板
回来啦& %丈夫背着她蜷在沙发上哭!她深呼
吸! 平静下来后做个鬼脸!-我还没折磨够你
呢!肯定不会死的& %

父母日益憔悴!姣姣说'-家里都为我借下
)$万!我要死了!岂不是人财两空$ 这笔账太不
划算& 我肯定得活着/ %

只有儿子不知事! 奶声奶气地唱歌给妈

妈!光头的姣姣紧紧抱着儿子'-是我把他带到
这个世界!不能丢下他不管& %

总有些话!不能对家人说(总有些泪!不能
对家人流&

*月$&日!郭雪姣开通了微博!网名是-舍
不得%&

-我是个得了癌症的妈妈! 今年$+岁 ,

!

"

-!有个$岁半的宝宝!化疗了几个月!我已经
变得面目全非了& 但是我并没有气馁!因为家
人并没有放弃我!我更不应该放弃自己00%

这条微博得到%...多位-粉丝%的关注和
鼓励!包括港澳台!以及远在英,美,加拿大,日
本等地的海外粉丝& 她成为知名的-&.后癌症
妈妈%!演员江一燕,主持人鞠萍也送来祝福&

姣姣既感动!又觉得受之有愧!坦承-坚强%不
过是-求生本能%& 随后采访的媒体多了!捐助
多了!她几乎一一婉拒!讨厌展览苦难获取同
情& -世上比我遭遇不好的人多了!凭什么我就
必须得到大家的帮助呢$ %

还是继续上网直播抗癌& 她背痛难忍!止
痛针止痛药统统失效& 一次化疗让她吐了%次
泄了/次! 白细胞值急速降低00不久她开始

吐血!黑色的血如死亡之花& 失眠了!绝望和恐
惧一浪接一浪! 但在微博里她仍然坚强乐观!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今天照镜子发现原来光光的头上! 现在
是毛茸茸的一片!嘿嘿!头发真的在长呢& 让我
想起小时候学的诗 1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
生2+ %-光头比你们凉快很多00%

病魔缠身!她还在想着别人+

0岁的男孩多多患了白血病! 父亲为此打
了+份工挣钱治病!她念叨'-多多!我真的很心
疼你!虽然我也是重病在身!但是和你比起来!

不算什么00我会天天给你祈祷/ 加油/ %

月到中秋! 而姣姣病情加重独自入院!无
法团圆+ 记者带来了一段天天舞之蹈之的视
频+ 她边看边笑!看完哭了+

她太想儿子了+儿子害怕去医院!却陪着妈
妈就诊!挺直了脊背说'-别怕!有天天在呢+ %儿
子把钱包里的钱都塞给妈妈! 一本正经地说'

-妈妈!等我长大了!赚大钱给你看病哦+ %

(.月0号!姣姣说自己-精神不太好!我会
坚持的%+姣姣亲手输入了这条微博+ (.月(.日
凌晨两点半!姣姣出现胃大出血!对丈夫冷静
地说'-让医生拿氧气面罩%00竟成遗言+ 离
世前她的恋恋眼神!让那个男人肝肠寸断+

微博之名已被姣姣生前改为-偶遇%+ 偶遇
了万千陌生人的爱!她何其感恩!-生活就是生
下来活下去!幸福就是有幸来过!有福度过+ %

伊人已逝!各大门户网站均有悼念!网友们也
在续写爱的传奇!创建了-&%后癌症妈妈郭雪姣纪
念馆%!在-偶遇%微博的留言0日已近%...条+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彩虹+ 我们常常
等不到想要的结局!但等到了爱和信任+ 当这
位&.后母亲为爱抗争到最后一息!当她的爱人
承诺续写-偶遇%微博!当无数网友在世界各地
点燃烛光为她送行!感叹人生珍惜生命00赤
橙黄绿青蓝紫!这种种况味已化彩虹!沉潜在
你我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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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

去过香港!那里真的没有大超市+ 街头到
处是小店! 尤以三四十平方米的便利店居多+

当时在想!是不是香港地皮贵!大超市占地多!

入不敷出才无法在香港立足+

郎咸平说了一些有意思的数据'在内地!如果
开一家小商店!有(%种税费!和家乐福,沃尔玛这样
的大超市一样! 其中包括%1的营业税!"*1的增值
税+而在香港!小超市,小商店税费全免!只有两种税!

一是"!+的注册资本金!二是利润税!赚了钱之后只要
上缴"*1的利润税!如果不赚钱呢!就不用交税+

两种完全不同的税负!就会导致完全不同
的结果+ 在内地!小店税负高!它无法从规模上

取胜+ 而大超市有规模优势!又可以聘请会计
师帮着合法避税!所以大超市的日子过得非常
滋润+ 而香港刚好相反!小店税负非常低!东西
也便宜!大超市在价格方面根本无法与小店竞
争!这就是香港没法开大超市的真正原因+

在内地!有-沃尔玛一公里死亡圈%的说
法! 意思是如果一个城市里开出一家沃尔玛!

那么在它一公里范围内!其他零售小店将遭遇
毁灭性的打击+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大鱼吃小
鱼%的现象!但实际上根源却是税负问题+

有关部门曾做过一项调查!手表,箱包,服
装,酒,电子产品五类产品的$.种品牌高档消

费品!内地要比香港贵/%1!比美国贵%"1!比
法国高*$1+ 如果想买价值"万元的商品!选择
去香港!可以节省的银子达千元之数!这节省
下来的钱可以让消费者在港澳进行一次旅游!

花同样的钱!却能旅游购物一举两得+

香港的低税收政策理念在于-放水养鱼%!

在财政盈余的前提下! 始终坚持与民分利,藏
富于民!共享经济繁荣+其理念让人赞叹+据统
计!$.".年! 香港富裕人口增长率达00201!连
续两年位于全球之首+ 不论社会平均财富!还
是最富有的人! 低税负的香港在两岸四地,亚
洲乃至全球!都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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