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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反复观看了网络上的一个小视

频，视频中两个90多岁的老人在进行“马

冬梅式的对话”。看着看着，我就忍俊不

禁地笑起来，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原来

爱情还可以这样互相被“欺负”。

视频的大概意思是，一个90多岁的老

奶奶生病了躺在床上，而90多岁的老爷爷

一直在细心照顾她，视频拍下了他依偎在

床边向老奶奶嘘寒问暖。老奶奶也很心

疼老伴，于是她就跟老爷爷说了如下对

话：“你太累了。”“太会？”“太累！”“太贵？

哎呀，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累！

哈哈哈哈。”“贵？贵什么？”

局外人看在眼里，真替老奶奶着急，

这不是老爷爷故意“欺负”老奶奶吗？老

奶奶本来就生病了，说话都吃力。通过拍

视频者的解释，我才知道了缘由，原来是

老爷爷年龄大，耳背听不清，就跟老奶奶

打起岔来，进行了一番可笑的“马冬梅式

的对话”。而老奶奶呢，一遍一遍、不耐其

烦地重复表达着自己的意思。

最后老奶奶使尽全力，趴在老伴耳边

又再次大声说出了原意，这次老爷爷不负

众望，终于听懂了是“累”字。立马回应老

奶奶：“不累不累。”

这段“马冬梅式的对话”太有趣，前言

不搭后语的，到最后还能把事情说清楚。

但是看着看着，我就笑出了泪。到90岁的

高龄了，还有老伴相濡以沫的陪伴与照

顾；90岁的高龄了，还能有身边人跟自己

这么搞笑地对话，相互“欺负”。我认为，

这就是世间爱情最美的模样了。

视频里的老奶奶是幸福的，老爷爷也

是最帅气可爱的，真让人羡慕。有的人，

真的是活了一辈子都搞不清楚什么是生

命中最重要的。现代社会物欲横流，日新

月异，有很多人会在我们生命中匆匆而

过，有很多事会暂时蒙蔽我们的双眼，然而

繁华褪尽，想必最重要的就是身边人了。

回到现实中，我想到了单位的一个同

事小仝，他已到40不惑之年，是我见过的

朋友当中，“最窝囊”“最懦弱”最常被欺负

的人。

欺负他的人不是同事也不是朋友，而

是他捧在手心里的妻子。冬天里一下班

到家，妻子总是把冰凉凉的双手伸到他脖

子里取暖。夏天吃西瓜，妻子用勺子吃完

甜甜的小范围的瓜芯儿以后，就顺手扔给

了他，吃完剩下的瓜瓤儿永远是他的任

务。大热天的周末，永远的画面是，妻子

负责躺在客厅沙发里，吹着空调看电视。

小仝则负责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翻炒着

烟火，把菜肴做得活色生香。

家里的大事小事，全部都由小仝全部

包揽，事儿做好了，还一切顺利。事儿做

得不妥了，全部都是小仝点头哈腰道歉。

小仝的妻子是警察，我们经常调侃他，在

家里是否经常挨打挨骂，经常跪搓衣板。

想不到小仝竟然把我们对他的同情甩得

远远的，还美滋滋地、津津乐道地撇着嘴

说：“我妻子貌美如花、优秀如她，还给我

生了两个娃。能受到她的虐待，是我上辈

子修来的福分！”听完后，办公室里一片哗

然，同事们笑得前仰后合，说小仝真是一

个天生的“贱骨头”。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的姥姥和姥爷，

如今他们已年过古稀，已迈入了金婚的殿

堂。母亲常说，姥姥一生有7个孩子，年轻

的时候很强势，经常欺负姥爷。那个年

代，到了庄稼青黄不接的时期，孩子们总

是吃不饱饭，都是姥爷挺身而出，拉下身

段，好脸相迎，去跟邻居们借，借完后再努

力慢慢还。若是母亲她们兄妹学习不好

了，生性淘气惹姥姥生气了的时候，姥姥

从来舍不得打骂她们兄妹，而是动手打姥

爷，而姥爷也从不还手，任凭姥姥的吼骂

声飘荡在整个院子里。这时的姥爷唯一

的处理办法就是，走出门外蹲在一旁抽自

己的卷烟。

我见过姥姥年轻时的黑白照片，姥姥

也曾温柔可人，为何有这么古怪的脾气

呢？母亲说，姥姥是会计，全公社唯一的

会计，由于在上世纪60年代，科技不发达，

还没有电脑，记账工作全由会计手工记

录。姥姥工作繁忙，常常加班到深夜，家

里孩子多，生活上清贫拮据，姥姥无处释放

压力时，便使劲儿欺负姥爷。在上班时，姥

姥看领导脸色；回到家后，姥爷就得看她的

脸色。姥姥和姥爷就这样，在磕磕碰碰的

生活本色中，在热腾腾的烟火中，携手走过

了50年春秋。他们的故事，仿佛时光深处

开着的花朵，古雅曼妙，珍惜眼前人，慢慢

过一生。是姥姥和姥爷让我感到了爱情的

人间值得，真情永在。

我也常常问年迈的姥爷，为什么忍受

了姥姥那么多年，然而姥爷却意味深长地

对我说姥姥跟他一起并肩走过了很多艰

难岁月。从他深邃的眼神中，我此刻仿佛

读懂了：强壮的男人按体格，不会打不过女

人，之所以认输，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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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周一早晨一进教室，孩子们

就被教室里新换的小柜子惊艳了。

嫩绿色的小柜子是双休日换的，喻示

着孩子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浅灰色

的顶板和镶边多了一份典雅和宁静，又耐

脏，不错的设计！我在心里暗暗赞叹。更

不错的，还在于空间的变大，和从前的小柜

子相比，足足“胖”了一圈。这一点，孩子们

比我更有发言权，看看他们一边摆放物品，

一边忙里偷闲向我“带货”：“老师，这个小

柜子好，我的硬壳大书包能放进去了。”这

是小宇，他妈妈给准备的是硬壳书包，原来

的柜子小，他的书包每次往进放的时候，都

得硬塞，孩子小脸都憋得通红。“老师，我的

柜子能关上门啦！”这是乔乔，她家住得远，

早晨出来早，妈妈骑电动车带着她，要给穿

上大棉袄，怕冻着。旧柜子时代，她的大棉

袄放不进去，柜子老是“张着嘴”，孩子经常

向来检查的少先队小干部解释。我曾提议

她拿到办公室给我收着，内向的孩子又羞

于老进办公室面对各位老师……今天这一

刻，她的大棉袄终于有了“家”，从前的种种

尴尬都将烟消云散了，难怪她高兴。“老师，

小柜子真干净，以后擦起来容易多了！”这

是今天的值日组长再报喜。是呢，旧柜子

用了好几年，都有“包浆”了。每天值日生

都想让它恢复本来面目，但都没有成功

的，那些旧的姓名贴的粘纸痕迹，更令人

头疼！这回好了，一个柜子配一个号码

卡，插在柜子面板右上角小框框里就成

了，省大事儿了！

随着孩子们走进教室，快乐的气氛越

来越浓郁。孩子们围着小柜子怎么也看不

够，怎么也爱不够。这看着早读是没戏了，

我索性就事说事，结合新柜子展开了话题：

“孩子们，咱们今天看到小柜子变了。其

实，开学以来，学校还有别的变化，你们发

现了吗？”宁宁跳着高举手，不等我叫就说

开了：“我发现了，洗手间变了。”“怎么变

了？”“原来它是大窟窿，老是停水。”“那现

在呢？”我做出手势，提示他们关注现在。

“不漏了。”“漂亮了。”这帮小家伙，看着小，

还真是有心，个个都是火眼金睛！如他们

所说，暑假里，学校装修了楼内全部十个洗

手间。新装修的洗手间，从里到外，都铺着

白净的瓷砖，满眼如玉，亮得耀眼，崭新的

感应式水龙头，手一靠近，温水就汩汩而

出，冬天如厕的孩子再也不担心被凉水

“扎”手了，难怪孩子们喜欢。“还有吗？”说

完了水龙头，我轻轻敲击黑板，话题又即将

展开……

别看孩子们小，观察力可是惊人呢，开

学以来，学校的变化，设施的投入，他们可

是观察得清清楚楚——黑板变了，触摸大

屏，安装了“希沃”系统，老师上课，可以直

接在大屏上涂涂改改，随意链接，少吃了好

多粉笔末，节省了时间，孩子们眼前的世界

更缤纷了；卫生角变了，翠绿的柜子将笤

帚、簸箕、墩布都收藏好，教室里干净整洁

了；大厅变了，新摆放的阅读机，总是围着

一圈孩子点击、阅读。

学校变化越来越大，环境越来越美，设

施越来越完善，孩子们越来越快乐。其实，

我校的变化是我区教育投入与变化的一个

缩影。老师们交流的时候，经常会谈起，这

个学校新装修了什么教室，那个学校新盖

了什么楼，各种新鲜设施，新鲜词汇不断涌

出，令人憧憬、令人兴奋、令人期待。党的

十八大以来，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先

发展教育的战略部署，门头沟区的新增学

位和新建校园，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晚

上散步的时候，如果发现了最美的建筑，那

多半是新建校，教育保障更有力了；每天上

学和放学，学校门口的保安和民警们都如

临大敌，全副武装，让送读和接孩子的家长

很放心，校园安全更有保障了；课后服务措

施更加细化，据说很多学校都“求同存异”，

作业设计分层有效，满足了家长和学生的

多元需求，“双减”政策落地见效；还有呢，

学生的社团活动更丰富了，“小升初”更方

便了、更公平了……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

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教育优

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

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

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随着国家的发展，未

来，门头沟的教育前景一定更美好，国家

的教育前景一定更美好。我期待着，我们

期待着！

昔日，人们以潭柘寺为中心，将原潭

柘寺乡的十三个自然村统称“里十三”，

而永定乡的十三个村统称为“外十三”，

由此形成了众多条古道。其中，有一条

古道是从永定乡东辛称和西辛称两村统

称新城，从新城至潭柘寺形成了“新潭古

道”，古道经何各庄、太清观、万佛堂，过

窝风桥到西峰寺翻越红庙岭，经桑峪村

到潭柘寺，全长约20公里，是京城到潭

柘寺最近的一条古道。潭柘寺下院奉福

寺就在这条古道上。

一天，时任奉福寺的执事福裕雪庭

(1203年---1275年)禅师，应邀到附近

村王姓大财主家做客恰遇一道长也至

此。主客和道长三人在客堂同桌饮茶，

这时从室内走出了一位年龄不大，貌若

天仙，但身材臃肿，腰肥体胖的女人，明

眼人不用问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儿，此

时，三人也都齐刷刷地看了过去。使得

这位女子顿时满脸通红地说：“师傅们

好，我为你们斟点儿茶水。”边说边用手

端起了茶吊。“谢谢，我们自己来吧。”佛

道两位师傅异口同声地说。此时，财主

也随机开口了说请二位师傅看一看她，

手指着女人说：“这是我的三姨太，已有

身孕数月，谁能当即告诉我胎中婴儿的

性别？”二位师傅又重新将眼睛转向了三

姨太，一会儿道长抢先说：“女孩！”“男

孩！”福裕也不甘落后的几乎是同时回答

道。俩人各执一词，谁也不示弱的僵持

了下来。财主见状又开口说：“二位师傅

你俩听我说一办法可否？”“好，您说。”

“二位师傅，你们俩都不用急着下结论，

再等几个月待三姨太生产后不就迎刃而

解了，还用现在这样争执不下吗？”“好。”

两人同时回答道。没等两人多想，财主

又发话了，“但是，今天你俩先赌一赌如

何？”“好，赌什么？”两人迫不及待地问。

财主继续说道：“当今社会正是佛道相争

之际，对不对呀？”两人默不做声，点头赞

同，财主又接着说：“复兴门外白云寺是

在我的地界内，佛道两教现也争得不可

开交，使得我也拿不定主意给谁，这样你

二位就用白云寺作为赌注，谁说的对就

归谁，到时谁也不得反悔好吗？”“好！”二

人干脆地回答道。财主立即让仆人拿出

笔墨纸砚，在早已准备好的地契上分别

签上了名字，还摁了手印。

几个月后，婴儿出生了，是一个女

孩，道士赌赢了。所以，原来的“白云寺”

变成了现在的“白云观”了，由寺院变成

了道观。这事把福裕气了个半死，没办

法认赌就得服输呗。不久，福裕就被师

父招回了潭柘寺，并代师住持该寺的寺

务。此时，福裕暗下决心，积极策划，广

泛募捐，不久就在白云观的西边“新潭古

道”岢罗坨处又新建了一座寺院名叫“西

峰寺”，事情很快就被道长知道了。道长

暗想这还了得，“西风”要吹“白云观

（罐）”呀，这要是吹倒了，还不把观“罐”

摔碎了，“白云”就更好吹了，一吹就跑

了。怎么办？后来，道长请教高人指点，

终于想出了一个对策。即在白云观与西

峰寺之间的古道上新建了一座桥并起了

个“窝风桥”的名字。当你西风吹来时就

被“窝风桥”把风给窝在这里不动了。不

久，福裕知道了此事后就又大摆宴席，宴

请周边的乡绅、村民代表们将“窝风桥”的

名字改为了“畅继桥”，不让风“窝”在此

处，还得顺畅的继续向东吹着。

此事直到1258年后，蒙元政权确立

了“佛教为掌，其余为指”的思想后才算

被搁置。再后来人们把“畅继桥”叫着叫

着就叫成了“娼妓桥”了。其实，叫娼妓

桥也是有一定原因的，昔日，戒台寺每年

的农历四月初八至十五都举行隆重的法

事活动和“逛戒坛耍秋坡”活动。届时，

吸引了众多天下僧众毕致，商贾云集，人

员骚动，娼妓往逐，香客信众，多情男女

等都纷至沓来。为方便来往，娼妓就又

自愿组织捐资修建了此桥，为纪念这一

善举，后世人们就称此桥为“娼妓桥”了。

总之，自福裕禅师之后200年间，中

国佛教界均把潭柘寺视为北方禅宗曹洞

宗祖庭。因为禅宗曹洞宗第十世青州希

辩、第十四世万松行秀、第十五世雪庭福

裕和二四世小山宗书都是在潭柘寺修行

禅定弘法后到的少林寺，他们在中国佛

教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

是那时的福裕雪庭、小山宗书都是当朝

的总僧统，管着天下的所有和尚和寺院，

相当于现在的“国家佛教协会”，这也是

潭柘寺的光荣，因为，他们不愧为是从潭

柘寺怀远桥上走出去的大师。

门头沟的故事门头沟的故事

期待
魏亚旭

王木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