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对生活透彻而睿智
在单位如鱼得水地干了几年， 这时， 有一个

朋友向我发出了跳槽的邀请。

这位朋友原来在外企工作多年， 掌握了一定

的人脉和生产技术， 辞职后自己和别人合伙开了

一家公司。 他看我在财务专业上有着丰富的经

验， 就想让我过去帮帮他。 其实， 我也明白他的

言下之意， 他是想利用我的专长， 在企业的财务

上打打擦边球， 争取利润的更大化。 我当然知道

这是违法的勾当， 但是他开出的条件却还是让我

有些怦然心动。 他不但给我一个财务总监的头

衔， 还有丰厚的年薪。 他还许诺， 只要公司效益

好， 以后他还会给我一部分公司的干股。

说实话， 他承诺的收入比我现在的工资不知

道要高了多少。 我当然想多赚点钱， 给佩佩和儿

子更好的生活。 没想到， 我回家和佩佩一说， 她

却二话不说就打消了我的念想。 她说， 单位待我

不薄， 我今天的成就都是单位给我的， 如果不是

单位给了我机会， 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 做

人不能忘恩负义。 她还说， 如果去了朋友的公

司， 虽然眼前是可以得到一些利益， 但是这种不

合法的钱拿着也烫手。 说不定哪天就把自己的前

途给毁了。 佩佩的态度十分坚决。 我只能顺从了

她的意思， 婉拒了朋友的“好意”。

没想到， 佩佩的分析还真不错， 朋友的公司

开了不到一年， 就歇业了。 因为不走正道， 搞一

些偏门， 结果非但钱没赚到， 还差点吃上了官

司。 知道这些， 我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 幸亏当

初佩佩的竭力阻止， 否则现在我也不知会落得个

怎样的结局呢。

我常常有种自卑心理， 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不能给佩佩和儿子同样的生活品质。 可是， 佩佩

却安慰我， 她说她从不羡慕闺蜜的生活， 像我们

这样一家三口团团圆圆在一起， 在她眼里就是最

大的幸福。 而闺蜜家的钱再多， 家人都不能在一

起，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佩佩的话让我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我发

现， 她虽然学历不高， 但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却

比我透彻、 睿智。 和她在一起， 总让我有一种安

心、 踏实的感觉。 也许这才是生活该有的状态。

B4 情感档案

谢谢你，给了“小阿乡”一个温暖的家
□口述： 仲华 记录： 林可依

仲华和妻子佩佩结婚 30 多年了。 当初， 他是从农村来上海

顶替的 “小阿乡”， 佩佩则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 但佩佩没有

嫌弃仲华。 两个人一路相伴着走来， 在佩佩的鼓励下， 仲华通过

学习进修， 上了业余大学，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人生选择的关键点， 也是佩佩不急不躁地给他指明了方

向。

当仲华身患重病时， 又是佩佩的陪伴、 鼓励， 让他摆脱了病

魔， 重新获得了新生。 仲华非常感谢这段婚姻， 更感谢佩佩， 他

感慨， 拥有一个好的伴侣就是拥有了幸福的人生。

和佩佩婚后的那段日子， 我觉

得特别温馨。

以前一个人在上海， 平时都是

住在单身宿舍， 吃饭就是上食堂解

决， 晚上最多就和室友聊聊天。 生

了病， 只能自己撑着去挂号看医

生， 就连父母都不敢告诉， 生怕让

他们担心。 工作、 生活中遇到点

事， 也没人说， 只能自己开解自

己。

但自从结了婚， 一切就都不一

样了。 每天下班回到家， 都能吃到

佩佩为我做的热气腾腾的饭菜； 饭

后两个人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

聊聊天， 贤惠能干的佩佩还会经常

做点桂圆红枣汤之类的给我当夜

宵； 有个头疼脑热的， 佩佩总是在

边上嘘寒问暖， 半夜还不忘起来给

我端水喂药， 盖好被子。

有时候， 我会莫名其妙地看着

佩佩傻笑， 也不为什么， 就是觉得

和她在一起真的很幸福。

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 温和的

佩佩开始给我下任务了。 她觉得我

不应该就这样满足于目前的生活。

后勤部门虽然工作轻松， 但是却也

单一， 没有什么前途。 她希望我能

利用业余时间去多学点东西。

听从了佩佩的建议， 我报考了

业余大学的财会专业。 这样， 生活

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 尤其是在我

考上大学以后没多久， 佩佩也怀孕

了。 看她每天除了上下班， 还要承

担所有的家务， 孕吐反应又很利

害， 我十分心疼。 可是， 佩佩却断

然拒绝了我休学来照顾家庭的建

议。 她说， 做人一定要目光放得长

远， 她不喜欢那种整天只知道围着

锅台、 老婆孩子转的小男人。 她希

望我是一个大气的男人， 有自己的

追求和事业。

佩佩的话大大地激励了我， 我

学习起来的劲头更足了。

不久， 儿子降生了。 我们的两

人世界变成了三口之家。 从医院接

佩佩和儿子回家的那天， 我心里的

激动就像当初和佩佩结婚时一样。

我感谢佩佩， 她给了我一个属于自

己的温暖的小家。

佩佩的眼光确实长远。 因为当

时的大学生还比较稀缺， 毕业没多

久， 单位就把我调到了财务科工

作。 在这里， 通过实践， 我的所学

派上了用场。 仿佛一个新的世界在

我面前开启了。 我拼命地工作、 学

习， 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热情。 因

为我的突出表现， 没过两年， 我又

被上级公司看中， 被抽调到了总公

司。

收入上去了， 前途也一片光

明。 我最感激的人就是佩佩。 如果

不是这些年她的辛苦付出和不断地

鞭策， 我肯定不会有今天事业上的

成功。

在她的鞭策下， 我取得了成功

转眼， 我和佩佩已经共同走过了 20 多年。

我们的儿子也快大学毕业了。 虽然生活简单， 但

也不乏温馨、 平静。

就在我安心地享受着这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时， 命运却忽然给了我重重的一击。 10 年前，

因为身体不适， 我去医院做检查， 检查结果让我

如五雷轰顶———我得了直肠癌。 当时我就吓瘫在

医院的坐椅上。 第一次我发现自己原来并没有想

象的那么坚强。 在突如其来的病魔面前， 我所表

现出来的脆弱连我自己都惊讶。

此时， 又是佩佩， 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担

当。 知道我生病的那天， 她一点都没表现出惊慌

失措， 反而很冷静地安慰我不用害怕。 她说， 现

在医学昌明， 癌症已经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了。 很多人还把癌症定义为一种慢性疾病， 只要

好好配合医生治疗， 完全可以治愈。 被她这么一

说， 我的心情稍微放松了点。 她还举了一些身边

认识的人的例子， 让我更加有了信心。

随后， 她又到处打听， 最终托了朋友， 帮我

找了一个医术、 口碑都很好的主刀医生。 佩佩安

慰我， 找到了好医生， 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只要

把肿瘤切除干净， 后期再配以合适的治疗和调

养， 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手术前， 佩佩还特意把儿子从学校叫了回

来。 进手术室前， 佩佩拉着儿子的手， 和我的手

叠在一起， 她深情地对我说： “我和儿子在外面

等你， 你一定要坚强。 等你好了， 我们一家三口

有的是好日子过呢。” 佩佩的话给了我巨大的勇

气， 原先的恐惧、 担忧全都不翼而飞了， 我只有

一个信念： 为了佩佩和儿子， 我也要好好的。 绝

不能让他们成为孤儿寡母。

手术做得很成功。 当我被推出手术室时， 看

到佩佩朝我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虽然人还感觉

很虚弱， 我却还是朝着她咧了咧嘴， 我感觉自己

已经赢了第一步。 手术后的化疗非常痛苦。 不仅

周期长， 更难受的是完全没有胃口。 任何东西吃

到嘴里， 都有一股药味。

她给我与斗争的勇气

术后， 佩佩每天让我

少食多餐， 做的菜也口味

清淡； 她还专门为我买了

台榨汁机， 把我以前不爱

吃的蔬菜水果打成营养汁，

“逼着” 我喝下去。 除了身

体上的照顾， 佩佩还在精

神上特别关心我， 在她的

建议下， 我在家里阳台上

种了许多花草， 还养了一

缸金鱼。 每天伺弄花草清

理鱼缸， 让我心情充满愉

悦， 也就没有时间去想自

己生病的这件事了。

在佩佩的照顾下， 我

竟然不知不觉已经又活了

10 年， 痊愈了。 如今， 我

退休了， 每天早上去公园

锻炼锻炼身体， 回家后练

练书法 ， 养养鱼和花草 ，

日子过得很幸福。 人生一

个甲子， 回顾我过去的人

生 ， 我真的要感谢佩佩 。

是她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给我指明了人生的方向 ，

并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

不离不弃， 才让我好好地

活到现在， 活得幸福而平

静。 我这一生有了她， 人

生足矣。 仲华和佩佩的故

事虽然平平淡淡、 波澜不

惊。 但在人心浮躁， 夫妻

离婚率逐年上升的当下 ，

却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而

这其中 ， 佩佩功不可没 。

不管是当初不图物质义无

反顾地嫁给一无所有的仲

华 ， 还是后来逼他上进 ，

人生关键时刻帮他作出正

确的选择， 还是生病时的

不离不弃， 都体现了佩佩

的智慧和大度。 就是这样

一个外表不起眼的女性 ，

对家庭、 对生活却有着清

醒的认识。 正是她的成熟，

维持了一个美好的家， 也

给仲华带来了一生的幸福。

但愿每个人都能找到

一个好的伴侣， 拥有像仲

华一样幸福的人生。

手记>>>

好的伴侣带来幸福的人生

贰柒 制图

当年， 我和佩佩是经人介绍认

识的。 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

人， 而我是顶替父亲工作的外地

人。

我出生在江苏的一个小城下属

的农村， 直到 20 岁出头因为顶替

的缘故来到上海之前， 我从没走出

过那个小地方。 初到上海的我被这

个繁华的大都市迷住了， 这里的一

切都是那么新奇， 和我从小长大的

农村有着天壤之别， 但同时我也越

发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土气。

为了尽快融入周围的环境， 我

努力工作， 也很乐意向周围的同事

学习。 因为我的努力， 大家都很喜

欢我。 没有人排斥我是个农村来的

“乡下人”。 相反， 大家还很乐于向

我传授各种工作经验、 生活经验，

甚至还很耐心地教我讲上海话。

因为一门心思地把精力扑在工

作上， 眼看着我都快 30 岁了， 还

没有女朋友， 大家都开始为我着急

起来。

单位里的女同志发动各种关

系， 为我介绍相亲对象。

我和佩佩就这样认识了。

凭心而论， 佩佩长相很普通，

甚至有些微胖。 但她性格温顺， 和

她相处起来让我感觉很放松。 之

前， 我印象里的上海女孩应该是有

些高傲的， 很难弄， 可是佩佩却完

全颠覆了我的认知。

我和佩佩谈起了恋爱。那时，我

在单位的后勤科工作， 就是一个普

通办事员，收入并不高。 而且，父母

家人都在农村， 家里也没什么经济

基础。 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可是，佩

佩从不嫌弃我。和我在一起，她从来

不提什么要求，两个人到公园逛逛，

偶尔看场电影，就很开心。

佩佩在学校的图书馆工作， 也

许因为工作关系吧， 她经常鼓励我

多看书、 多学习， 还经常借书给我

看。 受她的影响， 我渐渐喜欢上了

阅读， 也喜欢上了学习。 我们两个

平时见面的主要内容， 讨论看过的

书就成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自然而然， 我们就到了谈婚论

嫁的时候。

所幸， 佩佩所在的教育局有分

房福利。 按照相关政策， 我们分到

了一套一室半的新公房。 以现在的

眼光来看， 这套房子小了点， 但在

当时， 无疑就是一套豪宅了。 去看

房的时候， 我忍不住激动， 一把抱

起了佩佩， 在新房里转起圈来。 那

一刻， 我真心觉得佩佩就是我的福

星。

“小阿乡” 娶了个上海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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