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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站台

点滴人生

我和爱妻结婚已经有三十四个年
头了。结婚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没
有结婚照，但在二十五年结婚纪念日
补照了婚纱照、唐装照等多种造型的
夫妻照，以及平时在家和外出游玩的
各种夫妻照，数量不少。这些夫妻照
中也不乏满意的。但是若一定要让我
选出其中最美的，那就是2020年9月
10日第36个教师节的这张了。

这张夫妻照是我们参加第36个教
师节表彰大会拍的。我们利用散会以
后的缝隙，以表彰大会的字幕作背
景，夫妇俩捧着红底烫金的荣誉证
书，贴在胸前，那样祥和，那样开
心，那样幸福，还有些许的满足和自

豪呢！
对我们夫妇来说，这张夫妻照之

所以说是最美的，是因为我们夫妇从
教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同台接受表彰。因为再过两个月，爱
妻就要退休了，而我的退休时间也为
期不远了。

这张夫妻照之所以说是最美的，
是因为她记录着我们夫妻俩的不辞辛
劳又一次得到肯定和回报。这张照
片，是我们夫妇三十多年教书生涯中
一个悦耳动听的音符，是我们夫妇三
十多年教书生涯中一幅精彩的图画，
为我们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划上一个圆
满的句号。

最美夫妻照
王家福

进入初秋，兴义山城侵染着阵阵
凉意，绵绵的雨下个不停，秋风伴着
细雨携着花香迎面吹来，是那样的清
新、亲切、舒缓。

秋天的雨不像夏天那样来得猛
烈，是缠绵的，悠长的，像是乡愁集
市望不尽的小巷，一阵接着一阵，绵
延在季节的时光里，仿佛给山城蒙上
一层悠远的相思和情调，感觉时光在
不知不觉中走远，岁月无痕。

雨停后，来到郊区，深深地吸一
口气，这时你会感觉到，绵绵的秋风
里夹杂着泥土的芬芳，有丰收的味
道，也有乡愁裹挟着故乡的味道，由

远及近、由外及里，沁人心脾。
夜色袭来，繁华的街市渐渐冷清

起来，停靠在高楼里的种种思绪，伴随
着秋天的雨点滑落在窗外，捧一本书与
孤灯相伴，撩开窗帘看看远方，再看看
熟睡的孩子，灵魂和思绪被夜色吞噬。

秋天，不仅有沉淀下来的红花绿
叶，还有丰硕的果实和收获的喜悦；
秋天，不仅有绵绵的秋雨，还有稻田
里繁忙的景象；秋天，不仅有秋风携
卷的花香，还有一缕缕悠长的乡愁。

雨落秋天，让我有无限的向往和
憧憬，在月色下畅饮，把美好的回忆
写成壮丽的诗篇。

雨落秋天
陈海豹

镇上有这样一对夫妻，虽说不上
恩爱，但也融洽，可最近他们频繁争
吵，不，应该说是男的无事找事，弄
得女的伤心不已，没心情吃饭。

这不，他又开始挑刺了。
“我娶了你真是瞎了眼！你没好

的脸蛋，没好的身材……”
她气得放下锅铲，随手把炒好的

肉也倒掉，流着泪说：“大家都不吃
好了！”可她却怎么也没想到，他居

然嬉皮笑脸地说：“我的伎俩竟被你
发现了，看来，我得换一种方式。”

她怔在了那里，想不明白，一起
生活多年的男人，居然为了独吞那碗
肉，无事找事的气自己。

“都怪我发现得太晚！每次去买
肉，他都和我有说有笑的；每次炒肉，
他也和我有说有笑的。可每次炒好肉，
把肉铲进碗里，他就开始和我吵了。
我躲在角落里哭，他却把肉吃完了！”

一位默默无闻多年的文友，忽然间
集中爆发，多家大刊连续刊发他的作
品，多家媒体接连推出他的研讨。再一
看他朋友圈，原来一年前某协会推荐他
参加文学高研班深造，那些大刊编辑，
多为该班的客座教授。

我细读过文友的部分新作，感觉进
步不大，其中好几篇还是多年前屡遭退
稿的旧作。显然，文友此次深造，累积
了一般作者无法驾驭的人脉，在激烈的
竞争中打开了市场。

法国作家雨果成名之后，突发奇想
用新笔名投了几份新作，无一例外石沉
大海，恢复本名再投，这些新作立刻死
而复生，于是感叹自己的多数作品仅仅

“活在人脉里”。路遥的 《平凡的世
界》，被评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
珠”，谁曾想到最开始连遭多家大刊退
稿，是一家省刊编辑慧眼识珠，才不致
让它殒落文坛。

在作者比读者还多的年代，编辑是
一份很累心劳神、也很考量眼光的活。
正因如此，最令作家们怀念的，是初学
写作时，素昧平生的编辑那一封封样报
样刊夹着来信，惊喜地出现在案头，那
感觉，就像伯牙遇见钟子期。然而，熟
人好办事，世间各行业皆如此，人脉的

力量是无处不在的，很多人向往它，希
望一开始就甩开游戏规则，赢在起跑线
上。殊不知，人脉给我们带来捷径，实
现“弯道超车”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
的依赖症。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处
处“潜规则”大行其道，不讲规矩，畸
形变态，其后果是相当可怕的。人脉如
水，载舟覆舟，讲求方略，社会如此，
个人亦如此。

不断地发表，不断地接到约稿，然
后开专栏、出书、被研讨评论，多处混
个脸熟。随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却感受
不到进步，在熟悉的编辑版面发稿，总
有些关照成分。在发现陷入人脉圈难以
自拔之后，内心愧疚与失落感日增，我
很庆幸自己还保留一份良知与清醒。于
是我仿效雨果，从零开始，期待凭真正
的才华，于芸芸众生中重新脱颖而出。
这一步迈得很难，但迈得从容坚定，离
开人脉与收入去创作，满满都是使命与
憧憬。

好书画须经得住挂，好文章得经得
住放。某日整理文稿，发现最打动自己
的，仍是与那些陌生编辑琴瑟和鸣的心
灵文字。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是金
子，本身便是人脉通行证，放哪儿都会
闪光。

车哥是我在原某国有水泥厂试验
室的同事，比我年长两岁，当过兵，
但在他身上看不到兵哥哥的气质，更
像是生活中的“油条”，有太多我无
法接受的歪理。

水泥厂倒闭后，车哥去做门卫，
收入甚微，无心进取，泡在麻将桌上
混日子。

一次偶遇，我邀车哥到某商砼公
司做物检，工资翻倍，目的想让他学
习一门技术，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
车哥上了几个月后就不按时上班，今
天请客明天送礼后天烧纸……一大堆
理由，一年后就被公司辞退了。

半年后，车哥主动找我给他介绍
工作，我对他一通数落，但他居然一
反常态地平静，态度诚恳。我突然明

白了，肯定是他老婆的话比我更歹
毒，加上他女儿正在读大学，入不敷
出……什么脾气、习惯、豪言壮语、
自尊……在现实面前都得低头，不由
你是否愿意。

车哥有了新工作，以崭新的面貌
投入，工作越干越好，工作越来越
高。

摆正了姿态，找回自信，发现自
我，成就自我，自然就有了动力，一
切困难都会变成跨越的快感。

几年后，车哥的女儿大学毕业进
入职场，他也买了小车，生活富足。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
个春天不会来临，有些固有的东西去
掉了，就会有云淡风清的机会。

镇西头新近开张了一家加油站。
开张之初搞优惠活动，我骑摩托车去
加过一次油。后来，因为不习惯他们
排队迎接和恭送的高规格礼遇，就再
没光顾过那里。

这话说起来有点不近情理，对不
起人家的那份热情。都说礼多人不
怪，我这是怎么啦？

这没什么。我是个卑微的人，突
然把我当“上帝”礼待，有点不习
惯。再说，我同情那些小哥哥小姐
姐，为啥打那份工，就要那般“卑躬
屈膝”？礼仪之邦，讲文明懂礼貌是
应该的。但是，礼数太过，太程式
化，非但没使人感觉到春风拂面，反
而受宠若惊，过意不去。

这一清早，因为顺道，我便把摩
托车骑进了那个加油站。加油机前
面，有一辆货三轮正在加油。三轮车
的右后侧，远远地停着一辆二轮摩托
车在等候。我也只好别别扭扭地停在
那辆两轮摩托后面。

在等候的时间里，我越来越觉得
这样站队实在别扭。三轮车后面明明
空空如也，我们却非常“见外”地站
那么远！这样也不方便加油小姐姐帮
我们加油呀！于是，我试探地询问前
面的那位仁兄:“两轮车不可以排在三
轮车后面？”

“可以的吧。”他拿捏不定地回
答。

既然……为何……我也不好问，
也不敢说。

我并不是急不可耐争先恐后，只

是担心，明明有着便利位置而不跟
进，如此“怯生生”地站那么远，加
油小姐姐要是怪我们犯傻，让她加油
不方便了，鄙夷加生气怎么办？于
是，我把两轮摩托车推到三轮摩托车
后面，向加油机靠近，以方便加油。
我带了头，后面的车友们也都“盲
从”，顺理成章地接在我后面，排队
等候。先前那位拘礼的仁兄，也不好
意思太“特立独行”，排队伍后面去
了，悄悄退后了好几个身位。

那边冲我走过来一工作人员，边
推起我的摩托车就走，边自言自语:

“人家都排队等半天了……”一边嘀
咕，一边把我的摩托车推到同一加油
机的另一面。我这才明白，他推我的
车去那里加油，是要分流，以解我们
等候之苦。他的贴心让我感动。明白
了他的动因以后，我过意不去了:

“咳，这样的话，我自己推嘛。麻烦
你，多不好意思呀！”

“没事没事。”
加好了油，我推车让位，那位小

哥继续服务下一位。
旁边走过来一个加油站小姐姐。

她跟熟人似的，很随机地同正要离开
的我打招呼:“慢走哈！”

她们没有再刻意排队鞠着躬“欢
迎光临“，也没有站成一排很正式地
恭送。就这么自自然然，大方地打个
招呼，我觉得挺温馨的，让人感到亲
切，不肉麻。随便一点，自然得体，
这样就很好。

炒肉与吵架
李登祥

说说而已

不必过于拘礼
查世霖

原来如此

摆正姿态
杨 敏

人脉通行证
蒋 平

每天说一遍这6句话
孩子会越来越优秀

很多父母以为给了孩子好的物质条件，孩子就能成功。但物质只能决定生
活水平，父母的高度才能决定孩子的未来。

优秀的父母都有个共性，他们会使用最好的教育工具——说话。语言在精
不在多，可能你对孩子唠唠叨叨的说上千言万语，不及一句话有营养。以下六
句话，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强大魔力，每天坚持说给孩子听，不久之后，孩子身
上发生的变化，会超出你想象。

●你带给我快乐
不少父母都将养育儿女当作是一种牺牲，经常将自己的辛苦与不易灌输给

孩子。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早早就背上了本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的重负，总

觉得自己是欠父母的，是生来就有罪的，有种深深的愧疚之感。
优秀的父母会对孩子说：生你养你虽不易，但是你给我们带来比这多几百

倍的快乐！
这句话可以让孩子对自己存在的价值，有一种很强的自豪感，变得更加自

信。
●你是独一无二的，做你自己！
除了空气，包围自己的还有别人的“眼光”，幸福是自己的，又何必太在乎

他人的眼光？
生命有无数种形式，活法不止一种。别人看着自然，自己活得别扭是一

种；自己活的自然，别人看着别扭又是一种。
孩子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你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像你，你也不用去代

替谁，活成自己就好。
●自己的事自己做
我们不能永远陪着孩子，就不要为孩子包办一切，父母必须把决定权交还

给孩子，相信孩子有能力去做自己的主人。与其每天紧张兮兮的盯着孩子，倒
不如放手让孩子学会自立。

多给孩子尝试的机会，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力来发展自我。比如做家务的习
惯，整理作业的习惯，统筹安排的习惯，选择兴趣和爱好的权利等。

给孩子一次机会自己处理，你会发现，结果也没那么糟。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有些父母找孩子说话，好像每天只会问一个问题：作业写了没？第一次问

还好，天天像念经似地追问，难免引起孩子的反感。
其实可以坐在孩子身边，像朋友聊天一样，制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问

问孩子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有哪些好玩的事要分享，这样孩子才会打开话匣
子，放下所有顾虑，与你谈天说地。这也有利于父母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和想
法，洞悉他们内心的情感。

●无论你表现得怎样，都是我的骄傲
“你是我们的骄傲。”这句话，有多少孩子，一辈子都想得到爸妈这样的

话？有多少大人，一辈子都没等到父母说这句话？
如果最爱的亲人对自己的成绩始终视而不见，只看见不足之处，只要求继

续努力，不亚于在说：你再优秀我也不在乎，你还是不够好，你还得继续努力。
当孩子长大成人，可能始终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够好，始终拼命地努

力，不放过自己。
“你是我们的骄傲”这句话语是有魔法的。它们如同洒下的希望种子，能瞬

间绽放，在心灵上盛开满怀灿烂夺目的花。
●我们来聊聊梦想吧
跟孩子聊聊梦想，有梦的孩子会勇敢飞，共同畅想一下未来会发生什么，

听听他对梦想蓝图的描绘。
父母可以从孩子的理想中，引导他要怎样做才能达到这个美好的梦想。
以上六句话，看起来稀疏平常，实则蕴藏着无穷的力量，集聚了满满的智

慧，大繁至简，长篇大论反而没有重点，越是简单的语言，越能起到振聋发聩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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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天，只要有陌生小朋友
挨近我家刚满两岁的二宝，二宝就会
捏紧小拳头，面带怒气。更有甚者，
如果手里有塑料玩具之类的东西，二
宝会毫不犹豫地向小朋友的头上砸
去。这让我既忧虑又意外。怎么会这
样？

平时，我和妻子还有外婆，都教
育二宝对人要有礼貌，女孩子家，文
文静静的才好。可二宝为啥变得“暴
力”了呢？

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二宝目不转
睛地看一部动画片，不时有英雄与怪
兽大打出手、激烈搏斗的场景，我一
下子找到了答案。

自此以后，但凡二宝看电视，我
就把频道锁定为央视少儿频道，或是
儿歌多多、天线宝宝、小猪佩奇之类
较为适宜的节目。

潜移默化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
让孩子从小接受优秀文化，培养良好
的行为习惯大有必要！

有此一说

潜移默化
杨 浩

城市笔记

出差了半个月，回来时发现，十几
个花盆里的花全都枯萎了。这些花，大
多数是我在花店淘来的，还有几盆是朋
友送的，在我出差之前，它们还是绿意
葱笼，香气扑鼻。看着花盆里残败的景
象，心里突然生出忧伤，后悔没找人照
料它们，心里充满不舍和自责。

前年夏天，我开始学养花，从一盆
绿萝开始养起，逐渐地发展到各种绿植
摆满了阳台。朋友得知我喜欢养花，谎
说自己家的阳台承受不住大钵绿植的重
量，开着车给我送过来。清香木和鹅掌
木他已养了三年，长得极其苍翠，而桅
子花正打着花骨朵儿，一看就知道是花
了一番功夫照管的。没想到这三盆花在
我手上，只养了短短的一年多。

突然就想，把每一个空花盆都种上
绿植吧。朋友来的时候，可以拿其它的
花给她看。于是从花店里淘来矮千牛、
非洲菊、太阳花、桔梗花等种子，把盆
土翻了一遍，埋上底肥，把花种子撒上
去，盖上土，浇透水，然后把它们一一

摆在向阳的阳台上。
几天的功夫，种子便破土而出，冒

出头来，挤挤挨挨、细细小小的，满盆
都是。看着它们，幻想着这个秋天准能
繁花盛开，心情顿时好转。听人说，从
播种到花开，享受养育的过程，见证每
一次成长，那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而
我正在体验这件快乐的事，在体验中，
我逐渐感受到生命的力量，感受生活的
美好，内心充盈着幸福和骄傲。也因为
养花，看开一些事，也想通一些事。人
生总会有舍有得，有分离的创伤和痛
苦，当事情不可逆转，学会接受现状，
然后播下新的种子，总会看见花开万朵。

养花，其实就是养一种心境。喜欢
的花不可能永久地开放，盛放之后必定
枯萎，花开花谢，这是自然的规律，心
仪的花也不可能永远活着，要学会接受
死亡，懂得失去也是一种拥有，平和看
待得与失，养一种平和优雅的心境，静
观花谢，静等花开。

静观花开花谢
刘亚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