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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见习记者李阳

高中的时候，他爱上了电

脑和网络。他省吃俭用，硬是从

父母给的生活费中攒下一笔钱，买

了一台电脑。他的理想是考上大学，

当一名网络工程师。可是，他的梦想很快

就破灭了。因为干了一件蠢事，他被学校开除

了。那一年，他还在读高二。

人们把高考比作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可是，他连挤那座独木桥的机会都没有了。人

生没有后悔药，一切都无法弥补。他不敢把真

相告诉父母，每天按时回家，按时“上学”，“上

学”的地点是网吧。其实，在网吧的那段日子

并不好过。他就像一只折了翅膀的小鸟，想飞

飞不起来，像走走不远，整日诚惶诚恐，害怕暴

风雨的来临。

在他最失意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让

他重新找到了自信。这天，那家网吧的系统出

了故障，技术员怎么也找不出原因。在一旁观

看的他笑着对老板说：“让我来试试！”老板用

疑惑的眼光打量了他好一会儿，最后终于决定

让他“把死马当作活马医”。他一出手，几分钟

就搞定了。老板很高兴，决定聘请他当网吧的

技术顾问。

正当他在网吧开始自己新生活的时候，老

爸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知道事情已经败

露，便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跟着

老爸回到了家里。老爸点燃了一根烟，狠狠地

抽了几口，又把烟在烟灰缸摁灭。老爸说：“上

不成就不上了，上大学只是人生的一条路，除

了这条路，你还有许多路可以选择！从今天

起，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一切！”他诧异地看着老

爸，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躲避了这么

多天的暴风雨就这么过去了？

他打点行装，去广州一家电脑城打工，给

买电脑的客户装系统，每个月 3000 元工资。

活儿不重，工资也可以，还能接触到最新的电

脑系统。那个时候，装一台电脑需要2个小

时，重复劳动，没有一点技术含量。他决定研

发出一种新的系统，缩短装机时间，让自己更

轻松地工作。

他为自己的想法激动不已。于是，他在为

客户安装电脑系统的间隙里，开始了自己的创

新。他干脆住到了公司里，通宵达旦地在电脑

前倒腾。公司领导以为他在工作，还多次对他

通报表扬。领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小屁

孩正在对微软公司研发的Windows系统进行

修改！

一个多月后，他成功优化了Windows系

统，并且编写了一种新的安装系统，这就是

Ghost系统。这种系统把电脑安装时间从2个

小时缩短到了20分钟以内。别人忙得天昏地

暗，一天只能装20台电脑，而他却能轻松地完

成120台电脑的安装任务。就这样，他成了圈

内的“帮主”，许多客户慕名前来找他安装系

统。

他不满足，他决定自主创业，好友赖霖枫

的到来坚定了他的梦想。赖霖枫几次高考失

败，最终也来到了广州，笑称他们是殊途同

归。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投身互联网，开办

公司，自己当老板。

工商局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两位打着赤膊、

穿着短裤的小屁孩，惊讶地问：“你们要注册公

司？别开玩笑了！”那时候，国内还没有网络公

司这个名称，也难怪工商局的工作人员疑惑。

他们邀请他到自己的公司实地考察。可是，他

们所谓的公司只有几台电脑，老板加员工也只

有他们两个人。他耐心地给工作人员讲解他

们公司的业务，最终赢得了工作人员的支持。

就这样，他们的公司开张了。

他的名字叫罗文。他们的公司名叫雨林

木风。几年后，雨林木风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

计算机软件开发企业，自主研发了开源操作系

统、聚合搜索、网络硬盘等7个专利项目，打造

了“导航+存储+系统”的云计算多元化发展模

式，先后与百度、Google、金山等众多IT行业巨

头签订了合作项目，资产达到1亿美元以上。

折翅也能飞翔。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不

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当你的梦想毁灭的时候，

请你一定不要灰心。因为，只要你坚持，风雨

过去，人生的太阳就会更加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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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记事起，就没有父亲

的印象，里里外外都是母亲的

身影。母亲接送她上学，母亲

做饭，母亲洗衣服，母亲检查

作业……她不敢问关于父亲

的事情，因为一提母亲就大发

脾气，好似这件事情就是导火

索，一点就爆。

她天天生活在拘谨与胆

怯之中，唯恐母亲也不管她

了，尤其是每天母亲都要比别

人晚来接她的时候。直到那

次，她在学校呆到了天黑母亲

才匆匆过来，她对母亲说要去

“小饭桌”。一开始，母亲就让

她去，她不去，说那里全是没

人管的孩子。现在，她觉得自

己就是没人管的孩子。

“小饭桌”让她不再担心

没人来接，却也疏远了她和母

亲。每当看到小朋友有父母

一起来接，然后牵着手回家，

她就想流泪。开始时憋得很

辛苦，到后来却越来越不在

意，只是厌烦了总是最后一个

到，不断向老师道歉的母亲，

听她的声音都觉得刺耳。

中学时，虽学校离家就十

分钟的路，她却坚决要求住

校。母亲没说什么，只顾着帮

她收拾东西，一句挽留的话都

没有。但，隔天便会给她用保

温杯送一罐她喜欢的菜，她觉

得虚伪，全都送给了同学。假

期在家，母亲却盯着她吃饭，

说太瘦了，容易生病。她咬咬

牙，不就是舍不得药钱。

为了离开，她努力考上了

大学，毕业后又在当地找了工

作。这一切，母亲不问，她从

不说。就连她找对象，母亲也

不知道，等到要结婚了，才通

知一声。婚礼前夕，母亲带着

一床百子千孙被赶到了，她嫌

丑要扔了。

“我跑遍了全城才买到的

……”母亲高高扬起了手，她

也高高抬起了脸，但最终，母

亲的手还是缓缓地落下。

她怀孕，母亲很难得地早

早赶到她身边，赶都赶不走。

她冷笑，是看着自己长大了，

可以成为依靠了吧。终于要

进产房，她很害怕，眼泪没停，

母亲在她耳边说：别怕，当年

我生你，可是一个人呢。顿了

顿，又说：我陪你进去。一句

话，竟叫她踏实了。原来，母

亲一直是她的依靠。

女儿出生的那一瞬间，她

突然明白了一切，这么多年

来，母亲其实一直都是爱着她

的，甚至为了她在拼命。

从产房出来，她握着母亲

的手，眼里只有两个字“别

走”。一向坚强的母亲，浑浊

的眼睛里，突然流出泪来，女

婿和亲家都在旁边劝着，平安

着呢。可母亲的眼泪却越来

越多。

她什么也不说，只紧紧地

握着母亲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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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暖暖的。母亲说来

看看孙女，要我去车站接

她。来到车站，母亲拎着一

个塑料袋，鼓鼓的。这是什

么？都是给你的。回到家，

母亲从袋里掏出一些落在家

里的换洗衣服，一袋荠菜，还

有一些黑芝麻。

“不是说不要送来吗？

这来来去去的，你腿脚也不

灵便，上山下岭的。而且荠

菜郊区的地里也有。”

“有，死要面子，你会去

挖呀？”

“带芝麻干什么？”

“你不是有痔疮吗？我

问过医生。医生说，一份熟

芝麻配一份红糖当零嘴，对

痔疮有好处。”母亲唠叨着，将

荠菜收进厨房里，准备清

洗。我拉过母亲让她在沙发

上看看电视，我来洗。看着

水中碧玉一样的叶，鲜藕一

样的根，我的思绪也随着它

飞扬起来。

童年的时候，早春二月

是挖荠菜的日子。每天放

学，书包往草垛上一扔就挎

个竹篮，呼朋引伴地吆喝着

去挖荠菜。荠菜到处都是，

小路旁，麦地里，河滩上，几

乎是有泥土的地方就有它

的身影。荠菜是先春而至

的，立春时早已是一片葱茏

蓊郁了。我们最爱挖荠菜

的去处是麦地。麦苗青青，

土地松软，像刚睡醒的孩

子，一脚下去一个小酒窝。

最为重要的，麦地的荠菜不

像路边的荠菜微红带褐，显

得干涩，而是肥硕葱绿，水灵

灵的，惹人喜爱。一到麦地

里，它们就好像老朋友一样

吸引着我们的视线。这里一

棵，那里一棵，我们像欢跃的

鸟雀一样挑着荠菜，享受着

收获的喜悦。

挖回家的荠菜，经过母

亲的巧手调制，可以变出许

多花样：荠菜饺子、荠菜春

卷、荠菜豆腐羹。记忆中，

我最喜欢母亲做的荠菜饺

子。母亲将洗好切碎的荠菜

和着肉、菜心或者萝卜一起

包。皮薄馅鲜的饺子，晶莹

剔透。“呲”，一口咬下去，清香

异常。

成年之后，远离了母亲，

也很少再尝到母亲做的荠菜

饺子。去年春天，突然便血，

一检查是痔疮。母亲知道的

时候早好了。母亲一面埋怨

我不爱惜身体，总是喝酒；一

面特意到田里挑了一箩荠菜

送来。母亲反复告诫我要注

意保养，多吃蔬菜、水果。母

亲还拖着病弱的身子用三份

荠菜混合着两份粳米给我熬

荠菜糊，说是“百岁羹”，并告

诉我早晚热热吃个礼拜就行

了。回家之后母亲还不时督

促我。

从那以后，我的痔疮再

也没有复发过。望着母亲送

来的荠菜，我眼里涩涩的。

没有想到，一年了，母亲仍然

记挂着，专门为我跑医院，还

炒好了芝麻送来。而我呢？

总是挨着不愿意回家，让母

亲操劳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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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东方刚露出鱼肚

白，厨房里已经有了动静。

不用说，又是奶奶早起开始

拾掇了。

奶奶是个整天闲不住的

人，我念高中后，她俨然成了

特级厨师，一日三餐不重

样。我晚自习回来后，就是

她最忙的时节，她会踮起脚

尖，里里外外地跑，忙着做夜

宵，好让我在睡前“补”一下。

用奶奶的话说，叫作：三餐吃

得饱，夜宵不可少；补足精气

神，备战去迎考。

这不，我刚洗漱完毕，她

的身影就在屋前的月季花下

忙活了。那月季，大红大紫

的，是她从老家带过来的。

奶奶说，窗前种月季，图个好

吉庆；大红又大紫，保你中状

元。

奶奶的嘴，整天闲不住，

她很少说张家长李家短，每

到关节点，她就一发不可收

了。譬如三年前的那一瞬，

让我至今不能忘怀。

那时，我考上了市重点

高中，却苦于没钱交学费，整

天忧心忡忡，唉声叹气的。

奶奶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吃

饭时她高声大气地表了态：

“海娃上学的事情就这么定

了！没钱念书我去借，再穷

也不能穷孩子，既然他争气

考上了市重点，就是砸锅卖

铁，也要送他去念书。”

奶奶的话掷地有声，在

大是大非问题上，她说话一

点不含糊。因为有奶奶的

撑腰，我昂首跨进了四星级

高中，去市区念书了。

第一次月考成绩揭晓

后，我在班级独占鳌头，跻

身年级前三十名。听说学

校要开家长会，她第一个表

态说：“海娃能有今天，我这

做奶奶的功不可没，这家长

会，理应让我去。”

也难怪，那时老爸远在

无锡打工，无法赶回来；妈

妈又是一见生人就脸红的

人，由奶奶去开会，那是再

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班主任介绍完学情，刚

开口问家长们谁还有要提

问时，奶奶就倏地站起了身

说：“大家要是不介意，我就

来打头一炮！我家海娃考

得好，全仗老师肯动脑。要

说还有啥绝招？补充营养

不可少。”

话音没落，台下噼里啪

啦地响起了一片巴掌声，有

人大声嚷嚷道：老太太，你

是说山东快板的吧？说话

一套套的，好听。

别看奶奶不识多少字，

可说出话来，那是滴水不

漏，一点不土气。

后来，每逢家长会时，

老师总是关照我：“让你奶

奶来吧，她说话很逗人。别

人有话说时，她专注地听；

出现冷场局面时，她就成了

救火队员，有说不完的话。”

有话就说，且说到点子

上，正是奶奶的个性，也是我

怀想奶奶的全部情愫!

折
翅
也
能
飞
翔

◎
邓
海
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