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杜苏英 责任校对：张喜环
龙珠阁

电话：（0798）8281160 邮箱：dushuying321@sina.com
2018年7月10日 星期二A3

华而实

程丽芬

同事大刘提了两大包东西，准备周末回老家看望
父母。他给父母买了点药，还有不少美食。

只见大刘把包里的药一样样拿出来，然后在药盒
上写用法用量。我说：“药的用法和用量药盒上面不
都写着吗？再说了，吃药还得听医生的，你还充当医
生的角色？”大刘嘿嘿一笑说：“老爸老妈年纪大了，
都长期吃着几样药。他们都有脑子犯迷糊的时候，有
时忘了吃药，或者忘了药该怎么吃。我怕他们记不
住，就给他们写一下，然后放到家里的餐桌上，这样
他们就不会忘了。药盒上的字太小，他们根本看不
清，我用记号笔粗粗大大地写一遍，他们拿起药盒就
看到了。”说完，大刘继续埋头写。

我不由对大刘刮目相看，他本是个粗枝大叶的
人，连领导都批评过他“粗线条”，没想到对待父母
却如此细心。

其实，孝心的表达不是什么让父母住好房、坐豪
车之类的，孝行也不是什么大肆张扬或者可以定出标
准的事。孝，是一种习惯，完全都在生活的细节里。

大刘写完了药盒，转头对我说：“我给老爸老妈
买了不少吃的，老爸有糖尿病，不能吃甜的，我买的
蛋糕都是无糖的。老妈胃不好，我买的都是养胃的美
食。平时我还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给他们讲些养生
保健的知识，有时看到了相关知识，还会抄下来带给
他们。这些事，老人自己根本不在乎，但我们做儿女
的得当回事，经常给他们灌输一些有益健康的生活常
识。时间长了，他们也就开始在生活中注意了。现
在，我老爸老妈都快成养生专家了，说起养生来头头

是道。”大刘说完，很开心地笑了。把父母的生活安
排得妥妥当当，当然欣慰。

跟大刘比起来，我有些惭愧。我总以为，儿女表
达孝心，不过是常回家看看，多给他们点钱，带他们
出去旅游几次。这些事，我也一直在做，而且还觉得
做得很到位。可是，仔细想想，我带妻儿回家吃饭，
每次都是匆匆来匆匆走，跟父母的交流都很少。给父
母一些钱，他们根本就舍不得花，我很少关心他们爱
吃什么，也很少买给他们。我带父母出去旅游，一般
也是自己想去哪里就带上他们，没关心过他们真正想
去哪里。

我们做儿女的，真应该像大刘一样，心细一些，
让孝心体现在细节里。其实父母需要的并不多，我们
稍微细心一点，他们就能感受到儿女的那份细致贴心
的爱。儿女的爱，对他们无疑是最大的慰藉。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这次回到老家，亲自下厨给父
母做了顿饭。我耐心地收拾着，洗菜、切菜，一点都不马
虎。母亲要给我帮忙，我搬个凳子让她坐下歇着。她笑
眯眯看着我忙这忙那，说：“你平时粗手大脚的，没想到
做起活儿来还蛮细心。”我不说话，冲母亲笑笑。我忙了
半天，猛一回头，发现母亲仍旧专注地看着我，她的眼
睛里竟然闪着泪光，感动的泪光。我仅仅是做了这样一
件该做的小事，母亲就如此感动。

我想好了，我要把孝心落实到点点滴滴的生活细
节上。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还要关注父母的喜好和
心情，给他们一份最暖心的爱，并且时时刻刻提醒自
己，细致些，再细致些，因为孝心都在细节里。

孝心都在细节里
王国梁王国梁

唐中宗神龙年间，中宗
皇帝的胞妹太平公主权倾朝
野，势震天下，朝廷百司大
都顺望风指，趋炎附势，阿
谀巴结唯恐不及，更不敢逆
其意行事。然而，有人却偏
不识时务，竟在太岁头上动
土。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太平公主
家强占某僧寺碾碨 （水动碾磨），僧人不
服，告到雍州司户（主管田讼等事之官）
李元纮那里。李元纮为官清正廉明，从不
依附权贵，他经过认真审理，确认错在太
平公主家，于是不加思索，毅然将碾碨判
归无权无势的僧寺。一向谄附权贵的雍州
刺史窦怀贞听说此事后非常惧怕，赶紧下
令命李元纮改判。李元纮认为此判无错而
坚持不予更改，并在判决书上大署八字：

“南山可移，此判无动！”表明自己宁愿得
罪权贵和顶头上司，也要维护法律尊严的
坚强决心，窦怀贞不能夺其志而无奈其
何。（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新唐
书·卷一百二十六·李元纮》）

点评：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正因
如此，身为一州主官的窦怀贞也无奈一个
小小司户何。然而这只是就一时一事而
言，因为“现管”终究得受“县官”的管
辖。所以，有的人并不怕得罪高不可攀的

上层人士，但对顶头上司却
是言听计从，缘于“县官”
对其又成“现管”。李元纮
偏不作兴这些，全然不顾自
己的利害得失，坚持秉公
办案，依法判处。在实行
人治的封建社会，像李元

纮这样的硬汉屈指可数，即使在不断推行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今天，如此行事之人
亦未必多见。而窦怀贞之类的人却并未绝
迹，他们唯知悉上级的眼色行事，当自己
的下属秉公办事危及某领导人的利益之
时，就想方设法阻挠、干涉，置党纪国法
原则于不顾。面对来自顶头上司的压力，
作为一个具体工作人员应该如何对待，是
以利害为准则，还是以公正为标准，不同
的选择体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品德。

李元纮判碨归寺
两千多年前的楚国上蔡郡

府内，有一个年轻的小吏，怀
抱雄心壮志，梦想着有一天能
出人头地，干出一番事业来。
可在八年的时间内，他一直得
不到上司的赏识重用，仅在郡
府的粮仓里做一份文书的工作，每天，也
就是在竹简上记录几笔粮谷的进出。

平淡的差事，乏味的日子，狭小的生
存环境，如何施展自己的才华、大展鸿图？

一天，这个小吏到粮仓外的一个茅房
如厕。蹲在厕所里，他看见有老鼠不时地
蹿动，在粪坑内寻找着食物。这些老鼠缩
头探爪，毛发湿乱，饥瘦如柴，肮脏不
堪。这时，他想到了自己粮仓里的那些老
鼠，一个个在粮堆里吃得脑满肠肥，肥大
壮硕，毛皮油亮，神气活现。心中不免感

叹，这在厕和在仓的老鼠就是不一样啊。
由老鼠的遭遇联想到自己的境地，这

位年轻的小吏幡然醒悟。人生如鼠，位置
不同，命运不也就不同吗？于是，他立即
辞去了那份粮仓文书的差事，离开家乡，
历经周折，拜到一代宗师荀子的门下。后
来，这个年轻人将家安在了都城咸阳，并
住进了气势恢弘的丞相府。这个人就是最
后辅助秦始皇灭六国、统天下的李斯。

环境对人的影响实在不可低估，但环境
的改变需要人们自觉地去拼搏、奋斗。

人 生 如 鼠
方 华

那年花开
已是遥远的记忆
已经忘却了确切的花期
只是红红的颜色
经过了多年岁月的洗涤
还鲜艳如初
那年花开
已如绽放的烟火
凋谢了就不会再依旧

然而那美丽的瞬间
却不经意间
成了心里的永恒
很想找一个花开的季节
去凭吊和怀想
却找不到了
那片开花的土壤
过去的
也许就注定了永远不能回头

那年花开
胡明辉

夏日来后，一阵
接一阵的雨
让河面变得宽阔
怕惊扰沉睡的父母
我总想捂紧空中的
雷声和闪电
心中千山万水
脸上波澜不惊

大风吹散了相亲相爱的云朵
我不知向谁说：
夏日安好
请勿挂念
没有比故乡更疼的词
父母已去，无以回报
这世上，被辜负的
总是最深的爱

夏日异乡书
李 季

姜遇安过了花甲，没啥看不开了，他好日子过过，
苦日子过过，无非三餐饱饭的事情。他祖上经营药材，
家财万贯，爷爷手上衰败了；解放后，父亲彻底改行务
农，不会耕地，做了村办会计。好在有这个变故，他家成
份评为下中农，避免了后面各种磨难。所以嘛，前好后
好说不定的！话说回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姜家底子
厚，三年自然灾害，人家挖野菜捡田螺，他父亲却在床
底下掘现洋，偷偷换回口粮。那时姜遇安还小，不谙世
事。轮到他操心，是娶了老婆后，小孩接二连三地出生，
生活全靠工分，日子艰难。

不管怎么说，儿女总归拉扯大了，米缸有米吃点稠
的，缺粮就吃点稀的。爷爷讲过，祖上有钱的
时候，也不是每天吃肉，不是每天吃干饭。况
且，鄱阳湖畔，鱼米之乡，山上水里有填肚皮
的，只要肯起早摸黑，大凡饿不死人。

姜遇安比父亲勤劳多了。
他与父亲还有不同，就是非常爱惜祖上

传下来的东西。值钱的物件被父亲卖光了，瓦
房还在。难得父亲聪明了一回，当时规定梁上
雕刻的神像要铲除，父亲用黄泥巴抹平应付
了过去，后来老姜一点点抠出黄泥巴，擦净，
重新描金，雕梁保存完好。堂前八仙桌配套的
一对太师椅，平时一定搁在阁楼上，过年才肯
搬下来坐一下。

这对太师椅其实很简单，就是框架扶手
椅。祖上原来一对鸡翅木质地，透雕荷花嵌大
理石靠背太师椅，雅观大气，被父亲换了一担稻谷。

阁楼还堆放了一些什物，簸箕箩筐、木桶竹床，都
是破旧的东西，老姜舍不得丢。整齐摆放的二十几只小
口大陶坛，更是他的宝贝了，里面装满老姜收集的桔子
皮。爷爷告诉他，桔子皮是调味品，又是配方不可或缺
的一味良药，益气化痰健脾，能治百病。

村后大片丘陵，老姜分有十几亩坡地，全种了桔子
树。他冬季施肥培根，入夏枝条挂果累累，无奈果实青
而无味。也好！姜遇安记得爷爷的话，便专门收集桔子
皮，亲自采撷、剥皮、晒干、大锅翻炒、封坛保存。有些红
透的桔子，他也送给邻里品尝，桔子皮一定要讨回。

桔子皮与果瓤很容易分开，但有讲究。先用指甲在
桔子底部抠开一个小口，用力分为两边，再把两边一分

为二，撕成四瓣，取出果瓤，果皮上部连接，合拢来依然
像完整的桔子。

老姜的老伴很熟练，女儿也会搭把手。他有两个
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最小。儿子小时候，娘舍不得他
做事，他就在树林里蹦来蹦去，间或采来一把狗尾巴
花，插在蹲在地上做事的姐姐发梢上，姐姐不耐烦，
弟弟更起劲。

女儿出嫁了，老姜希望儿子帮把手。儿子不愿意，
说：“你留这些桔子皮有啥用？没看见你卖一分钱。”

老姜说：“你懂啥，桔子皮是放得越久越好，所
以叫陈皮。”

儿子已经长大，有自己的想法。他出
主意，砍了桔子树栽葡萄，办采摘园，收
益快。

老姜不理睬，儿子目光短浅，只晓得
图眼前。

父子观念不同，冲突在所难免。父亲
除了固执地收集陈皮，其它精力都放在几
亩农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两头
过年宰杀的猪，养几只生蛋的鸡，典型的
小农意识。儿子看见村里盖起一幢幢楼
房，心里不是滋味，他决定也去广东打工
赚钱。

儿子出去闯一下也好，老姜不反对，但
他交待：“用心在哪都有机会。你记住，饭是
一口一口吃，莫想一口吃成胖子。”

儿子仅出去半年，竟然欢快地回来了。他悄悄地告
诉父亲一个重大喜讯，广东陈皮市场价比黄金！

老姜并不诧异，他说：“我知道啊，那是放了八十年
以上的陈皮。”

儿子说：“三四十年的陈皮也要好几万一斤。”
老姜点点头，告诉儿子：“南方桔子北方叫橘子，都

能做陈皮。药性最好的是广东新会出产的陈皮，就像人
参是长白山的好，价格也最高。”

儿子当即说：“我们当新会的陈皮卖。”
老姜面露不悦，说：“家里的陈皮不是不值钱，我生

不带来死不带去，迟早是你的。”他停顿了一下，继续
说：“你也不要想歪了，新会陈皮做工特殊，切三刀分三
片，我们全部是手撕四片。”

藤的生存姿态，一直是人们所鄙弃的。大家都觉
得藤是攀附者的典型代表，令人不屑。其实大自然创
造的万物，都能给我们智慧的指引，任何事物都是多
方面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只是有时候人们太片面和
主观，只盯住一点不放，因此很多事物被人曲解多
年，如同冤假错案一般，被永远装订在世俗的档案
里，不得翻身。藤就是如此。

但当你真正了解了藤，就会发现，像藤一样活
着，是多么让人肃然起敬！这个季节，当你看到一墙
绿藤时，你一定会被生命的蓬勃和热烈所震撼！一根
根爬山虎，用柔弱的身躯支撑起一面厚重的绿墙。柔
弱的藤蔓展现出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它们是柔韧的，
同时又是强大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们极力向上。
只要有一线可能，它们就最大极限朝着心中的方向不
懈攀登，就像一个攀援在险峰的斗士。那一面绿墙，
是一首豪放的抒情诗，藤与藤缠绕，叶与叶叠加，张
扬着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藤的前行之路并不是一马平川，它们会遇到阻
碍，受到困扰。这样的时候，藤又化身为善于审时度
势的智者。如果阻碍能克服，它们就挺起柔韧的身体
越过层层障碍，以顽强的姿态又一次抬起头颅，仰望
更高的远方。如果遇到的阻碍不能克服，它们面对强
敌采取的对策是，不蛮干，不碰硬，而是聪明地绕道
而行，把身体弯曲到合适的姿态，盘旋而上，依旧彰
显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藤是智者，它们懂得示弱的
智慧，懂得此路不通有彼路。它们是识时务的俊杰，
懂得顺应形势，改变自己，从而抵达生命的更高境界。

这样看来，藤是一种了不起的生命。它外表柔
弱，内心强大而坚定，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境况，始终
坚守内心的目标。藤完成了柔韧与顽强的统一，完成
了平凡与壮丽的统一，成为我们心目中完美的风景。

人如果能够像藤一样活着，便也活出了生命的精
彩。我的一个表舅，一生的经历跌宕起伏，真的颇具
传奇色彩。改革开放之初，他刚20多岁，正是有抱负
的年华。他看准当时的政策，巧借东风，开办了一家
中型造纸厂。没几年时间，厂子就红火起来。年轻有
为的表舅，成了当地的风云人物，人生得意，他就像
一株长势旺盛的藤一样，很快就蓬勃成一道风景。谁
知，在他30多岁的时候，厂子遭受了意外重创，倒闭
了不说，还负债累累，表舅的人生由天堂跌到地狱。
大家都以为他这辈子无法东山再起，可是表舅的性格
是柔韧而刚强的，他三十学艺，学起了厨师，同时又
从底层的小生意做起，一点点积蓄力量。表舅如同一

株被山石压住的藤，既然不能撼动山石丝毫，索性就
改变自己，放下身姿匍匐在另一侧，寻找可以再向上
的机会。几年后，他终于熬出来，先是开了一家小吃
店。再几年后，他的小吃店变成高档饭店。如今，他
的饭店有了十来家连锁店。他从低谷又一次慢慢攀爬
到巅峰。

表舅经常对我说一句话：人不能忘了这辈子要干
什么！是的，他的人生目标很明确，无论在何种处境
下，都要努力活得精彩。我们身边，有很多像藤一样
活着的人，他们有眼光，有谋略，最大限度发挥出生
命的能力，活得那么生机勃勃！

像藤一样活着，不是在攀附，而是巧借自然环境
的力量，努力朝上，每一天都为更高的目标而努力。
像藤一样精彩地活着！

年龄越大，越觉得时光好匆忙。还没来得及欣赏春
天的花朵，夏天就来了；还没来得及感受夏日的葱绿，秋
天就到了；当我想起要摘取一片枫叶慰藉情怀的时候，
秋天已远走，冬天到了；还没能好好看一场冬雪，冰雪已
经消融，又一个四季轮回开始了。

时光就像长了翅膀，从身边飞奔而过，快得像离弦
的箭，只听见风声。围绕在身边的都是快节奏，快餐、高
铁、飞速旋转的大脑，天天过这样的日子，一切都好象稍
纵即逝，抓不着，留不住，久了会心慌，我想着若有一天
时光慢下来，手捧一段慢时光，该是怎样的美好！

我一定是笑着的，紧绷的面部神经该歇歇了，携手
我的伴侣漫步夕阳下，畅想着待到你我花甲，相携田园
安家。这样的景象，十几年前我是不屑一顾的，要的是波
澜壮阔，也有肆意狂欢，而今只愿等到时光轻缓，静看日
落西山。在那样安静的世界里，要有一间林间瓦舍，一切
设施都是最原始的，煤气灯照明，铁锅大灶，亲自上山捡
拾枯枝树叶，屋顶上是袅袅炊烟，屋内是围炉取暖。养一
条狗在院门蹲守，朋友来时大声叫着，养几只鸡，在草丛
和树林里溜达，哪只鸡哪天下蛋，我一清二楚。没事的时
候，就坐着看看它们，怎么也看不够。

一定还要有果树和蔬菜，果树不用多，就种两棵吧，
春开花秋结果，搬个藤椅坐在树下，读书冥想打盹，夜晚
看满天繁星。会有微风从身上跑来跑去，时光从指尖轻
轻滑过，很慢很慢，觉得日子总也过不完。有三分菜地就

够了，种点家常菜，不上化肥，纯绿色，自己吃不完给朋
友拿过去，朋友一定当宝贝。泥土从不亏待勤快人，付出
就有回报，这也是父母至今不愿来城里和我住的原因，
他们劳动了一辈子，不光眷恋着那片土地，也眷恋那份
播种和收获的喜悦。

最喜欢的还是那些花，芬芳而美丽。枝芽的青涩，经
雨水的洗礼，泥土花草的本味被完整地剥开，忍不住轻
轻嗅，鼻尖触碰到瓣叶肌理，瞬间就半醉微醺了。招引着
山里的鸟来，鸣叫的音符在耳朵里跳舞，像班得瑞《寂静
的森林》，怎么也听不够。我枕在他的胳膊上，嘴上碎碎
叨叨的，说白云，说蓝天，说流水，说我们波澜不惊的小
日子，时光在我们的脸上手上爬啊爬，慢慢刻上岁月的
痕迹。幸好感觉是缓缓的，可以刻很久。

可是回到现实里，这样的时光离我有多远呢？在我
烦累的时候，仿佛有一个世纪似的，我还在无奈地过着
快节奏的日子，缺少了耐心，失去的是乐趣，跟着时光一
起奔跑，注定让人措手不及。

多么羡慕从前的慢时光啊，慢到坐在青石板的路上
等邮差，慢到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等待慢时光，不如制造
一段慢时光，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错
过好多慢时光，比如种下一粒种子，等着它一点点地破
土、发芽。当五官被细腻的风舔蚀，温柔得像拂过情人熟
睡的睫毛，心里纵然有万语千言，都抵不过一句“好美的
慢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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