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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新年第一天，我带着

新年好的心情，象往年一样，穿上
新买的粉红毛衣、红色皮大衣，红
红过新年。吃完早餐后，我就迫
不及待地请先生带我去市中心
逛逛，看看还有哪些名牌打折。

先生说：“今天是新年，
Bank Holiday，大部分商店都不
会开门。”我不管，仍是坚持要出
去，先生没法，只好开车去市中
心。

在去市中心的途中，先生指
着街道两边的商店说：“你看，没
有一家商店开门。”我往两边一
看，确实没有商店开门，但我还是
想去市中心看看。

到了市中心，除了几家咖啡
店开了门外，其它商场都没开
门。街上有少数行人，也许像我
一样，想出来走走的吧。

在市中心走了一圈，街上冷
冷清清，完全沒有新年应有的热
闹气氛，我有点失望，于是对先生
说：“我们回家吧。”

回家后，看到王丽姐发到朋

友圈的一条消息：她女儿刘慧在
今年的青年教师演讲比赛中赢
得一等奖，获得奖金8000元。这
是新年的第一个好消息，让有点
失落的我一下高兴起来，我马上
恭喜祝贺刘慧获奖。做为当妈
的王丽姐更是高兴，她连连说：外
甥女像阿姨（我），有上进心，希望
会成为家人的骄傲。

看着慧慧在台上镇定自若
地演讲照片，想起了她小时候，二
十年前，我儿子冰洁寄养在我姐
王丽家，儿子冰洁比我姐的女儿
慧慧大一岁，两个年龄差不多的
小孩在一起玩、一起上学，儿子做
为哥哥，处处照顾妹妹，让着妹
妹，从小养成了照顾他人、为他人
着想，有担当的好品质。

慧慧的作文从小就写得好，
她的作文在学校经常被当作范
文，偶尔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我姐王丽常常说：“慧慧继承了阿

婕的优点，爱文学、写作好。”每次
听到姐这样说，我都会心地一笑，
心想：阿姨的优势应该不能遗传
给外甥女吧？慧慧应该是遗传
了她外公-我爸的优秀基因，我父
亲在世时他文章写得非常好，是
当地一支笔，当地政府的重要文
件、报告等，当时都是由我父亲起
草。父亲不但文章写得好，且他
的字也写得很好，那时左邻右舍
的春联都是请我父亲写，当地的
碑刻等都是请父亲先写好字，他
们再雕刻的。我知道有隔代遗
传，但从没听说过阿姨能遗传给
外甥女的，所以这个功劳我就不
争了。

我把慧慧和冰洁小时候在
一起玩的照片发到朋友圈，感叹
时间过得真快。王丽姐看到照
片也感概：岁月如梭，过去两小孩
在一起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
眨眼，就成了事业有成的帅哥美

女（慧慧是优秀青年教师，我儿子
是英国某软件公司研发部经理），
看到孩子们都已健康成长且事
业有成，很欣慰。

王丽姐再感叹：是父母在天
之灵保佑子孙后辈。我也赞同，
善有善报。凡孝顺父母，为人处
事善良的人，必能多获得命运的
眷顾。世界上所有的惊喜和好
运，都是你积累下的人品和善
良。为子孙后代积福，我处处与
人为善，从不做任何亏心事，所以
活得心宽体胖，无灾无难。

但愿新的一年，全球疫情能
早日结束，我能顺利回国为父母
扫墓，也祈愿父母在天之灵平安
并护佑子孙后代吉昌永康。久
未见故亲，今得慧儿好消息，更是
归心似箭，盼望早日回国，也好亲
自奖励有上进心、事业有成的慧
慧和看望我的兄弟姊妹们。

作者简介：静好，原名王
静，英籍华人。现任海外凤凰
诗译社社长兼总编、世界名人
会荣誉社长，中欧跨文化作家
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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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花甲之年的韩春河今
天打扮一新，抱着沉甸

甸的电脑走进了会议室。对
他来说，今天是他人生中的重
要时刻——博士毕业答辩。

今天一早起床，老婆阿香
就开始煎炒烹炸的为他做了
一顿丰富的早餐。龙凤胎儿
子Alan一看餐桌上的鸡蛋和
牛奶，“妈妈，你昨天做了好吃
的拿破仑蛋糕，我要吃那
个。”“不行，你爸爸今天毕业
答辩，那是给答辩委员会的教
授吃的。”阿香一声怒吼，Alan
吓得一哆嗦，嗫嚅这小嘴看着
妈妈，另一个女儿Alice的小
眼睛骨碌转了一下。

“妈咪，我能吃你做的鱼
羹么？”

“不能，今天你就喝牛奶
就好。”

“为什么啊？”
“你爸爸今天答辩，要给他

最好的，让他体力充沛的去考
场。赶紧吃饭，一会儿去daycare!”

“阿香，你不用这样，让孩
子们吃吧，我就喝点儿粥就好。”

“不行，今天你答辩要好
几个小时，不补充好体力不行
的。对了，那些茶点都装好
了，你一会儿记得拿着去学校。”

一番鸡飞狗跳之后，阿香
终于夹着两个孩子走了。而
韩春河利用早上这难得清静
给远隔重洋的老父亲和老母
亲打了一个电话。一辈子生
活在太行山深山区的老爹老
娘唯一走出大山，还是送他和
阿香去北京上飞机。

那头的老娘抱着邻居家
的电话，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叮
嘱儿子，一定要好好努力，要
吃好，别和别人吵嘴。老爹一
边抽着大烟袋，一边大声嚷嚷
着，“儿子，你要争气啊，咱大
山里走出一个美国的博士不
容易啊！”接着就是一阵急促
的咳嗽声，震得韩春河的耳膜
有些生疼。放下电话，韩春河
开始收拾东西开车往学校走去。

一路上，韩春河一边听着
BBC的广播，一边开车。远赴
重洋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已
经五十多岁了，在国内工作了
二十多年后再次出来读书，对
自己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人生
选择。小时候在大山里生活，
别家的孩子都是上山割猪草，
采果子，唯独自己不喜欢这一
切，就喜欢站在自家的山头望
着大山那条通往外边的公路，
羡慕那些往山外开的大车，常
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家里
只有他和姐姐两个孩子，父亲
一直觉得再怎么苦，也得让娃
儿们读书，早出晚归的耕做着
山里那几亩贫瘠的土地，什么
挣钱就种什么，那点儿钱还没
有揣热，就给自己和姐姐交了
学费。当年为了让自己继续
读书，姐姐毅然放弃了读高中
的机会，早早儿的跟着邻居出
门打工，一边挣钱补贴家里，
一边省吃俭用的上了成人夜
校继续读书。后来镇上招考
公务员，姐姐很争气，一下子
成了公家人。反观自己研究
生毕业后，开始工作，在工作
单位是处处不顺心，别人投机
钻营，他不喜欢，别人娶妻生
子买房置家，他一个农村的
娃，要钱没有，要房没有，城里
的姑娘根本看不上自己，于是

将自己埋头在书海中，直到自己
考过了托福和GRE准备出国前，
才在一个热心大姐的帮助下找
到了比自己小十五岁的阿香。

在国内的时候，阿香在
一家商场从事化妆品销售工
作，因为长相清纯，有不少的
追求者。挑来挑去，没找到一
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最后相到
老实巴交的韩春河，一想可以
跟着去美国，两人便领了结婚证。

来美几年，两人一直没有
孩子，韩春河埋头于实验室，
读书考试做研究。而阿香呢，
最热衷于看化妆品，可是那点
儿博士的工资，阿香只能望着
高端的化妆品兴叹。

两人就这么不咸不淡的
过着日子，直到来美的第六
年，阿香终于怀孕生下了一对
龙凤胎，本是一件大喜事儿，
但是本就拮据的生活因为孩
子的到来，更加的拮据。平时
给孩子们买的都是最好的食
物，阿香因为没有工卡不能工
作，只能四处寻找玩具给孩子
们玩儿。但阿香唯一不变的
爱好就是看化妆品。

终于到了学校，韩春河把
车停下，背着电脑，抱着阿香
做的点心和一些小零食进入
答辩的会议室。一一摆放好
之后，韩春河拿出自己的博士
论文仔细地做好准备。头一
次穿着熨烫好的衬衫西裤，韩
春河有点儿不大适应，拘谨的
坐在座位上，小心的抚平每一
道皱褶。心理除了对要开始
的答辩有些紧张之外，更多的
是对毕业后何去何从的迷茫。

三个小时后，答辩顺利结
束，韩春河的博士头衔算是带
上了，辛苦多年的博士生涯终
于告一段落。

人的运气来的时候，真的
挡都挡不住，没想到一周后有
一所大学正在招收博士后职
位，韩春河过五关斩六将，终
于拿到了offer。带着阿香和
两个孩子从堪萨斯搬到了德
克萨斯州的一个海滨的小
城。旖旎的海边风景让生于
大山，长于大山里的韩春河
感慨万千，也喜欢上这个海
边的小城。但是阿香对这个
小城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小城
太小了，那些高档的mall一个
都没有，需要开车一两个小时
才能去休斯顿等大城市，小城
的化妆品时装土的不能再土
了，阿香想，这一定是那些大
城市淘汰下来的货摆在货架
上了。

实验室的老板也是亚裔，
与自己的年龄不相上下，看到
这个干劲十足的老板，韩春河
感觉自己的又找回到热情洋
溢的青春时代。看着崭新的
办公桌，听着同事介绍实验室
的各种设备，韩春河感觉这么
先进的实验设备发几篇像样
的论文，然后找个教授的职
位，走 Tenure track 的路应该
不是什么难事儿，光明的前景
就在不远处向自己的招手。

没想到工作没有两周，就
遭到老板劈头盖脸的训斥，这
顿训斥就像是训斥儿子一样，

老韩觉得即使儿子再调皮，自
己都没有这么训过儿子，自尊
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晚上回
家抱着阿香大哭了一顿。

老韩从此起早贪黑的在
实验室工作，只有周六日挤出
时间，带着孩子去外边玩儿一
会儿。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
个月，老韩再次遭到了老板的
训斥，感到万分委屈的老韩回
到办公室忍不住悲从中来，眼
泪又一次掉了下来。恰好同
事从屋子外边走过，拍着老韩
的肩膀，给他说，别往心里去，
这里的每个人都被训斥过，又
不少块肉，骂两句就骂两句
吧，当他是更年期了。

回到家的老韩和阿香聊
起今天的遭遇。

“阿香，你说我真的适合
干研究工作么？”

“咋不适合啊，你博士学位
都拿下来了，哪里不适合啊？”

“可是今天老板说我的实
验思路不对，实验的操作也不
规范，怀疑我的学位怎么拿下
来的？”

“那他怎么说啊，他说应
该怎么做了么？你觉得他有
道理么？”

“我是按照以前教授的思
路去设计实验，每一步我都翻
过以前的资料啊！”

“那他说哪里有错误呢，
如果按照他的思路做会怎么
样呢？”

“这个老板是业界的大
牛，他培养的研究生博士生也
有不少，可是我的老师也不错
啊，虽然不如他名气大，但好
歹也是终身教授啊，我今天按
照这个老板的思路重新设计
了实验，发现还是有些道理的。”

“那你按照他的改就好
了，纠结什么啊？”

“我可以按照他的改，可
是他说话真的太难听了，我们
村里的人才那么说话呢。”

“你管他怎么说话呢，谁给
钱就按照他的思路做就好了！”

“唉，也不知道这样的日
子还要持续多久，你说我为了
一张绿卡这样忍气吞声的，连
我爹都没这么训过我，唉！”

“你就是窝囊，直接怼他
两句不就好了么？”

“我哪儿敢啊”
“你们同事听见没有啊？”
“听见了啊，还劝我忍一

时之气呢！可我觉得我这气
得忍到什么时候啊？”

“别人被训过么？”
“据说都被训过，他们都

忍了。”
“那不就完了么，你就忍

着吧！”
老韩觉得烦闷，就出了家

门走到海边的岩石上坐了下
来。夕阳下的海滩静谧的就
像一幅油画，晚归的鸟儿还在
觅食，远处有人抱着吉他唱着
情歌。从不抽烟的老韩，此刻
觉得烟真是一个好东西，可以
让人静下来，可是烟，在美国
也很贵，他没那个闲钱去买。
满头愁云的老韩看着海水周
而复始的吞食的海岸，再无力
的退回大海。自己怎么就像
这海水呢？有力的冲上来，可
是呆不住，还得退回大海，那
些被留在岸上的海水也会在
灼热的太阳下被蒸发，然后成
为无根的之水，再次回到大
海，这意义究竟何在呢？

平静的生活就像一个筛
子，时间都漏了出去。又过了
不到两个月，老韩再次遭到老
板的训斥，无力的老韩当着老
板的面第一次留下了眼泪，都
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老韩
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憋屈的
老韩也吓坏了老板，老板赶紧
噤声。老韩都不知道自己是
怎么走出办公室的。那脚步
那么沉，沉得自己的心都不知
道安放在何处……

回到办公室的老韩仔细
地收拾着自己的桌子和书橱，
一遍遍的擦着实验台子，脑子
里什么都没有，自己在干什么
也不知道，呆呆地等到了下午
五点回到了家，两个孩子跟小
鸟似的飞奔到他怀里，可是老
韩怎么也抬不起胳膊来抱孩
子，只是呆呆地瞅着孩子不知
道眼睛里看见的是什么！

“老韩，你怎么啦？”

“老板又训斥我了。”
“你怎么又招惹他了？”
“说我的实验数据不对，

参考的资料太少，实验不是按
照他的思路做的，说我是一个
大废物，呵呵，大废物，大废物
……”

“那你是按照他的思路做
的么？”

“是啊，我都不知道哪里
出错了？可他骂我，我爹都没
这么骂过我，我是废物，废物，废
物……”两行眼泪又淌了出来。

“行了，别说了，你赶紧带
孩子，我去做饭了。”

可老韩根本没心思带孩
子，躺着床上一声不吭。

一夜未眠的结果，就是
第二天老韩顶着两个黑眼圈
呆呆地看着窗外，他一点儿都
不想去实验室，那个曾经让他
热血沸腾的实验室，如今就像
一个充满魔咒的黑房子，进去
就会被吞噬掉。

坐在电脑前，他开始给以
前的朋友和同学发邮件，咨询
其他的实验室是否有工作职
位，同时在各大网站上找工作
投简历。但是找工作并非一
朝一夕之事，老韩只能继续硬
着头皮走进实验室，战战兢兢
的从事研究工作，生怕一不小
心又被训斥一顿。

而此时的阿香却经常是
早出晚归的很忙碌的样子，有
时还打扮的很是时髦，可是老
韩的心思完全在找工作，应付
实验室上，一点儿也没察觉阿
香的异样。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
一个月。这天老韩的有一个
实验数据出现了偏差，找了几
天也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生
来木讷的他又一次被老板训
斥，老韩嗫嚅嘴巴，半天说不
出一句话来，望着老板喋喋不
休上下翕动的嘴唇，仿佛一只
巨大的手掌抓着他的喉咙，让
他喘不上气来。突然老韩举
起手臂一掌拍在桌子上，巨大
的声响让老板瞬间闭上了嘴
巴。老韩的眼睛通红，哆嗦了
半天吼叫着：“我辞职，我不干
了，滚蛋吧！”

气吼吼的老韩一口气开
车回家，打开家门的一瞬间，
他愣住了，这是自己的家么？
沙发呢？孩子的玩具柜子
呢？……推开卧室的门，早已
空空荡荡。

老韩拨通了阿香的手机，
长长的嘟嘟声，老韩都要拨第
二遍的时候，电话接通了：

“喂，阿香啊，你们在哪儿
呢？家里的东西呢？”

“韩春河，我和孩子走了，
不回家了！”

“走了，不回家了？什么
意思？”

“走了就是走了，我带着
孩子找别人了，跟着你太累，
太苦，孩子从小到大什么也没
有吃过见过玩过，你什么也给
不了我们娘三个，身份，身份
没有，钱，钱没有，你自己抱着
你的理想过去吧，我们不受罪
了。对了，给你留了一顿饭，
冰箱里有一瓶矿泉水，银行卡
上给你留了四美元，够你一
顿饭的，也算是咱们夫妻最
后的情分了，明天的自己想
办法吧，咱们永远不要再见了！”

电话挂断的嘟嘟嘟声让
老韩半天回不过神儿来。

走了，老婆走了，孩子走
了，就给自己留了四美元和
一瓶矿泉水。迈着沉重的步
子，老韩打开了冰箱，一瓶水
静静的躺在了那里。一转眼，
琉璃台的角落里还有一颗有
点儿发蔫的红色洋葱头，他无
意识的剥着洋葱，感觉生活就
像这剥洋葱，每一层都会让你
流泪，但每一层的泪水又是那
么的不同，刺鼻子醒脑子，泪
流的痛彻心扉。

作者简介 原名：张辉，美
国中文作家协会会员，主播，
现居密西西比州。

池青橡（澳大利亚·悉尼）

这里没有炮火连天
这里没有硝烟弥漫
但是一场对人类的大规模
杀戮正在进行之中
Delta纵队尚未鸣金收兵
Omicron 大军又遮天盖地掩
杀而来
人类丢盔弃甲

尸横遍地
世界超级强国美利坚

死伤惨重 举旗投降
英欧躺倒不干 任虫成蛊
澳洲无脑扈从 日染十万
风声鹤唳阴霾四散亿人唱衰
唯有“东方巨龙”中国
正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的勇气
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巷战
是战犹败？还是败犹战？
……
病毒学家望毒兴叹

不知所措
唯有兜售一针、两针、三针，
又一针
吃瓜们听天由命 醉生梦死
剩下的就是争论不休

“疫苗阴谋论”、“病毒溯源
论”、“群体免疫论”……
此起彼伏 此消彼长
人们的思维千奇百怪
人类的意志涣散自流
纵有“诺曼底登陆”的鸿篇
巨制
谁人主笔？
2021年，可悲的2021年！
你让人类
在非人类面前
节节败退 颜面丧尽！
我们告别你
是要与灰暗

与痛苦
诀别！
2022年，你风光无限地
向我们走来
是拥吻你，还是……？！
我们茫然
当然我们更是别无选择！
这时，
我们听到 Delta 病毒已经进
入了“自杀程序”
我们看到 有人欢呼

Omicron将成为终结新
冠病毒的“天然疫苗”
……
悬疑重重
可亮光依稀
我们拥有更多的未知
是否也拥有更多的
光明 和希望？
自然 今晚我们拥抱晚霞
是否明天
就一定晴空万里？

出 征

天 不太明亮
天边 有沉沉的雷声
太阳 挣扎着挤出云层
却又被随即赶来的乌云
掩埋
风 呜呜地低吼着
落叶 在地上盘旋
飞起
又落下

看看天色 想想近况：新冠
遍地撒种，全城开花！
我心里万般无奈
家里 冰箱哀号 肉菜尽绝

米面告罄 粮油皆无
电话求助Coles、Woolworths*
对方相告：人手紧缺，须两
三天后才能送货……
不得已与妻相商
与其饿毙
不若冒险出行一搏！或许……
在修改、补充再三后 我终
于写好了购物清单
在妻的唠唠叨叨下 我终于
规划好了出行路线
我穿衣 戴口罩
妻子霍然又变出个 N95 的
出来：

“再戴上这个更好些！”
踅身她又拿着一副手套：

“早去早回！”、“拿了就走，
别去扎堆！”……
我没吱声 点头而已
猛然拉开房门
冷风拥入
我紧锁双眉 抿住嘴唇
大步流星走向汽车
开车门时 我驻足 回眸望妻
良久 阖门

绑带
启动

旋即 车身震动 轰鸣
如狂吼之猛兽
似出弦之利箭冲入雨中……
蓦地
车上收音机传出歌声：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Coles、Woolworths 是 澳 大
利亚最大的两个超市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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