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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7

讲述普通人的故事 反映大时代的变迁

年轻时带你上山砍柴
年老时带你周游世界

1999 年首次踏出国门，新登七旬夫妻已经去过 50 个国家和地区
见习记者 李思思

1999 年，当很多富阳人对“出国”还没什么概念时，新登的沃元来、周慈娟夫妇
开启了他们环游世界的第一站。到今天，近 20 年过去，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 50
个国家和地区。

“别人带老婆上街，我只能带你上山”
沃元来，1946 年出生，周慈娟，1948 年出
生。两人是同一个生产大队的，年轻时的沃元
来负责在村里墙上写标语。一次沃元来正写着
字，听到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一回
头看到了比他小两岁的周慈娟，对她一见钟
情。1969 年，两人喜结连理。
那个年代人们经济条件普遍较差，但两人
还是选择浪漫一把。结婚前一年，他们选中最
近的杭州，去了灵隐寺、玉泉、西湖等地，一天一
个景点，玩了 7 天，用现在的话就就是“度蜜
月”
。
“当时在杭州坐公交，车票 5 分钱一张，人
多到挤都挤不上去。”周慈娟笑着说，尽管当时
很累，但回忆起来却十分甜蜜。
这次旅行，也是夫妻俩第一次旅行。当时

的他们可能没想到，第二次出门游玩竟是在 19
年后。
婚后，两人过起了平凡朴实的小日子。20
世纪 70 年代，沃元来在新登镇松溪小学当老
师，当时一年的工资只有 90 元，平时只有周末
一天时间能休息。沃元来在学校上课，周慈娟
就在家里干农活、做家务，家里没煤炉没燃气，
只能烧土灶。到了放假这天，别的夫妻都出去
逛街，
两人只能一起上山砍柴。
沃元来看在眼里，对妻子有些心疼和愧疚：
“结婚前她在娘家从没砍过柴，所以我总跟她
说，
‘别人带着老婆出去逛街，我却只能带着你
上山砍柴’
。”
沃元来下定决心：有机会一定要再带妻子
出去看看。

看遍国内风光，出门长长见识
婚后，两人育有 3 个孩子。孩子多，经济上
比较拮据，他们一直没有再次出去旅游的机会。
1985 年，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沃元来开办
了一家校办企业，专门生产各类自来水管，周慈
娟则开始在厂里上班。创办工厂后，家里经济
状况开始好转。1987 年，夫妻俩重游杭州。这
次旅游，和他们首次杭州“蜜月行”相隔了整整
19 年。
这次旅游之后，两人经常出去游玩。这些
年，夫妻俩到过上海、山西、北京、内蒙古、东三
省等多个地区，现在更是每年都要出去玩一趟。
国内景点去多了，夫妻俩想看看不同的风
景。1999 年，大女儿刚到杭州一家海外旅行社
上班，推荐他们出国看看。
当时，整个富阳办理护照的只有 300 多人，

其中很多都是因工作需要才出国，专门去国外
旅游的少之又少。
因为女儿在旅行社工作，出国手续办得相
对顺利，他们将第一次出国目的地，定在了新马
泰。
这次出行，在他们心里埋下了环游世界的
种子，他们计划要去 50 个国家和地区。但外孙
女、孙子的到来，
使得夫妻俩的计划暂时搁置。
2000 年 到 2005 年 ，外 孙 女 、孙 子 先 后 出
生。2003 年，沃元来退休，夫妻俩一边带孩子，
一边享受天伦之乐。
几年过去，外孙女、孙子渐渐长大，也陆续
上幼儿园，沃元来和周慈娟的儿女们纷纷鼓励
他俩重启环游世界之旅，
“ 孩子大了，我们可以
自己带，
你们不要操心。”

周慈娟和沃元来在国外旅游时拍摄的照片
2006 年中日关系回暖，两人开启了环游世
界的第二站——日本。从这一年开始，他们几
乎每年都要出国，到今天已累计去了 50 个国家
和地区。每次出国周慈娟都要拍些照片留作纪
念，一次就要拍三四百张，这些年光是照片就攒
了好几千张。他们家客厅墙上还贴着一张世界
地图，每去一个地方，沃元来就用一张小贴纸在
地图上贴好，十几年过去，50 张贴纸里有些因为
胶水风干已经脱落。

见过鬼斧神工，也看到地球疮痍
当被问起旅游中哪些事最难忘，他们第一
个想起的就是美景。
他们去了巴西，见到了宽达三四公里的伊
瓜苏瀑布；他们到了美国，看到了像地球裂开了
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盛夏时节他们在瑞典，经历
了 22 个小时的白昼，人生第一次在天光大亮时
入睡。他们见过阿根廷冰川、美国尼亚加拉瀑
布……环游世界的这些年，他们看遍大自然的
神奇和鬼斧神工。

他们在梵蒂冈，见识了“面积最小的国家却
有世界最大的教堂”
；
在西班牙，
看到始建于 1882
年却仍在建的圣家族大教堂，
体会到世代建筑人
按照设计师图纸建设的坚持。他们在环游世界
时，
见过了太多诞生于人类双手的神迹。
在旅行中，
他们看过美景，
也见过疮痍。
他们去了波黑，波黑的街头还残留着战争
的痕迹。一幢幢房子被炸掉屋顶、炸成废墟，废
墟上长着杂草和几层楼高的大树。万幸没被炸

掉主体的房子上有数不清的弹孔，铁门上是密
密麻麻的弹坑。千疮百孔，都是战火蔓延过的
痕迹。这些街道房屋，既是外人眼中的旅游景
观，也是当地人赖以生活、居住的地方。他们看
到，这种痕迹不只刻在了建筑上，也刻在了人们
的脸上，
刻进了他们的心里。
“看过这么多国家，我觉得还是中国好，国
家和平、社会安定，人民生活也慢慢富足起来
了。”沃元来由衷感慨。

主人。尽管半句英语不会，周慈娟凭借这个方
法，几个手势下来，就理清了这两位是父母，那
两位是儿子儿媳，还有一个小孩是孙子，还知道
了儿媳是一个裁缝。
周慈娟又指指树上结的木瓜，指指嘴巴，问
当地夫妻俩：
“ 这个，好不好吃？”他们一看就明
白，举着大拇指表示非常好吃。她拿出一张 10
元面值的人民币，想买几个木瓜吃吃。女主人
接过一看，立即指着人民币用仅会的中文说“毛
泽东”，还两手合在脸旁，表示毛主席已经去世
了。
一番“比划”交谈后，沃元来和周慈娟跟当

地这家人的关系迅速热络起来，不但用 15 元人
民币成功买到 4 个木瓜，还试穿了儿媳妇做的
裙子。两人回宾馆把这件事说给团员听，大家
都笑开了怀。
旅行中像这样的趣事发生过很多次。比如
在澳大利亚机场，旅行团里一个会英语的律师
想找洗手间，但机场工作人员没听过“WC”，不
解其意。后来也是周慈娟出面，展示了接水洗
手、洗脸两个动作，简单明了。工作人员见了，
一边竖着大拇指连说“I see ! I see !”，一边给律
师指明了位置。

语言不通，比手画脚也能走天下
出国旅游，语言是一个重要问题。夫妻俩
都不会说英语，虽然跟团旅游不用担心沟通，但
他们难免会有单独行动、团里翻译照料不到的
情况。但周慈娟有一项“独门绝技”——比手
势，就算语言不通，
照样能闯荡天下。
在斯里兰卡游玩时，夫妻俩就趁着自由活
动时间单独去宾馆附近逛了逛。
宾馆旁附近住着的一户人家，家门前长着
木瓜树。这家有五六口人，周慈娟用了几个手
势就问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她伸出左手，先举了个大拇指，右手指指大
拇指，又指指年长的男性，问他是不是家里的男

挑战刺激项目，比年轻人更具冒险精神
除了不惧语言问题之外，夫妻俩身体硬朗、敢于
挑战，
用周慈娟的话说，
就是
“腰板硬”
“想得通”
。
夫 妻 俩 都 是 农 村 出 身 ，从 小 就 干 农 活 ，
“腰板
硬”。周慈娟在屋后辟了一块菜地，种着各类蔬菜，还
养了鸡鸭鹅，这些年一直没歇着。农活做得多的好处
之一就是，外出旅游需要坐车坐船，他们从没晕车、晕
船晕机过。
去韩国爬汉拿山时，旅行团里的小年轻爬了没几
步就被叔叔阿姨落在了身后，最后只有团里的几位叔
叔阿姨成功爬到了山顶。
去澳大利亚时，当时 62 岁的沃元来在悉尼的海
浪里展示了漂亮的泳姿，
还掌握了对付海浪的诀窍。
近年来，飞机失事、游船出事等报道出现得很
多。身边很多人都问，
“你们坐飞机不怕吗”
“坐船不
怕翻掉吗”，但他们“想得通”。
“培养一个飞行员要上
百万元，培训一个空姐也要好几年时间，他们天天在
天上飞，我们一年就坐几天，我一点都不怕。”周慈娟
算了这样一笔账。
不但不怕，他们六十几岁时，
“ 比年轻人玩得还
嗨”。2010 年，他们在夏威夷坐着潜水艇看了海底世
界。在日本旅行时，他们去东京迪士尼乐园体验了一
把“星际旅行”，
“团里几个年轻人都不敢玩”。在澳大
利亚时，沃元来还体验了一次“跳楼机”，享受从几十
米高空自由落体的刺激。
夫妻俩的旅游观也影响了不少人。去年沃元来
和以前学校的同事一起参加了一位同龄人的葬礼。
回来后，同事跟沃元来感叹：
“人生短短几十年，应该
过得精彩些。看到你们世界各地都去了，我也应该出
去看看。”于是，在去年，同事也收拾好行李，跟着他们
一起出国尽情游玩了一趟。
旅行中，夫妻俩也不免受到他人的影响。去年旅
行团里有一位 80 多岁的爷爷，已经走遍了全国，还去
了 60 多个国家。沃元来、周慈娟夫妻俩本来打算游
遍 50 个国家和地区就回家休息，见到这位爷爷，他们
有了新的目标：
“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们争取再去
50 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