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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晨光 （苗 青 摄）

侄子大刚在一所“三本”学院读应用化学专业。入
校后，他这才知道，该专业以后的就业面较窄，不少同
学或转专业，或继续考研，以在科研机构或大企业等寻
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可大刚坚持不转，并兼修市场营
销。他将来的求职目标定位于做化工行业的推销员。

转眼间，大刚大学毕业了。进人才市场，化工企
业参招者寥寥，还嫌他的文凭不够硬，需要推销员的
单位更是凤毛麟角。偶有一家的招聘主管，对其专业
理论较满意，但认为他做营销过于“羞涩”，与人沟
通的技巧上欠缺。大刚又被挡在职场门外。

大刚心灰意冷，求职的巨大压力涌上心头。毕业
已近两月，生活费都是乡下的父母从牙齿缝里挤出来
的，房租马上要到期。大刚不忍心再跟父母伸手，能
省就省。每次出门找工作，可以步行去的他不舍得坐
公交，午餐仅用几个菜包子草草打发。天气十分炎
热，走在发烫的马路上，大刚觉得嗓子渴得冒烟，身
上仅有十块钱，忍住没买水。

经过江边的仓储公司，只见大门口搬运饮料的工
人在骄阳下干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大刚干裂的嘴
唇又下意识地蠕动起来。

旁边指挥监装的老者见状，热情地跟他攀谈。得
知他艰难的求职经历，老者兴奋地说：“现在是卖水
的高峰期，我们正缺像你这样身体好又有文凭的销售
员。销售员就是上门与固定的商家送货和沟通，清点
数字，用微信扫码收款。当然更要身体力行，搬货和

卸货。底薪一千五，销售多了还有提成。还包吃包住
呢！咋样，干不干？”

说完，老者让他随便拿一瓶水，等于是免费送的。
这对陷入求职困境的大刚来说，等于是久旱的禾

苗逢雨露。况且还能与不同的用户打交道，积累经
验，推此及彼，说不定对以后做化工产品市场营销有
帮助呢！尽管当饮料派送员生活条件很差，大热天
里，和七八个工人挤在只安有吊扇的小房间里，闷热
难当。吃盒饭，只能管饱，谈不上有好味道。大刚当
即“咕噜噜”地喝完那瓶水，觉得全身舒畅凉快，立
即加入搬货的人群中。

在随后送饮品日子里，大刚不仅流了有史以来最
多的汗水，而且动过从来没动过的脑子。他学会了与
最挑剔的商家打交道，及时地把市面开始流行的新品
饮料推销出去。夏季快结束前，他后来居上，其划片
的销售额高居公司的榜首。卖饮品的季节性很强，就
在该公司准备裁员时，虽然不会辞掉他这个“金牌业
务员”，但在另一场秋季人才招聘会上，大刚以其过
硬的专业理论，磨练出来的口才，被一家大型化工企
业所录用，后来做成了区域经理。

至今，大刚仍对当时盛夏时节的“救命水”念念
不忘。那瓶水给他励了志，坚定了求职的信心，更是
把那位老者视为职场上提携他的“贵人”。大刚抓住
了机遇，从中看到未来。经过那段刻骨铭心的磨砺过
程，他转个弯取得了成功。

给我一瓶给我一瓶““励志水励志水””
刘兵刘兵

少不更事时，我常常有
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
幻想着家中会有宽大的客
厅，站在客厅的阳台上，可
以看到左边或右边邻家的阳
台，而我的女邻居，会隔着
玻璃窗向我招手，示意我去
品尝她新酿的葡萄酒，或者新做的菊花烧麦。

当然，因为是幻想，所以也止于幻想，我现实生活
中的女邻居，只不过见了面点头致意而已。刚搬到这个
小区时，对门住的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妇，每次与我相
遇，她都会红了半张脸，羞涩地低头一笑。老婆人缘
好，很快便和女邻居熟识起来。女邻居叫娜娜，是个单
身女子，跟丈夫离了婚，没有小孩。老婆经常去串门，
娜娜却从没到我家来过，但她每次单独遇到我时，那风
情万种的一笑总会绽开。有回老婆串门回来说：“娜娜也
爱好文学，可不敢乱投稿，听说你常有文章发表，她想
向你讨教讨教。”我说：“那她就来呗。”可她一直没来，
不久就听说她和新婚的丈夫旅居海外了。

这位漂亮的女邻居刚走，又搬来一对母女俩，年轻
的少女在读研究生，寒暑假才回来小住几天，年纪大的
阿姨则在社区工作。这位阿姨很热情，每次碰到我的儿
子放学回来就说：中学生回来啦？成绩好吧？听话吧？
这是她对孩子善良的期待，也是唯一的期待。有一次我
儿子患了重感冒，挂了两天的水。晚上，她来敲我家的
门，手里端了一大碗墨鱼排骨汤，一张笑脸在热气里漾
动：“送一碗汤来给孩子喝，让孩子补补身体。炖了整整
一下午，蛮香的啊！”确实是香，那香味里还融着一股浓
浓的人间情谊，让人感怀不已。生活中，阿姨也是个细
心人，楼道经常被她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家常年订阅报
刊，我经常写作，也时常有稿费单寄来。有时我们一家
出门几天，每天拿报纸信件的事便请阿姨帮忙，我们回

来以后，阿姨把一叠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和厚厚的一摞
信封交给我们，还按照日期排好顺序。虽然是一件小
事，但阿姨的细心和周到令我钦佩。

我家楼上住的是一对中年夫妇，有个儿子读高三。
男人长得矮小，沉默少语，女人却是高大丰满，而且看
着比男人年轻许多，我们几乎没说过话，突然有一天在
楼道相遇时，女人叫住我，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你是作家？我忙说算不上，只是喜欢。她却十分诚意地
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我儿子最近失眠、多梦，上课精
力不集中，医生说得了考试焦虑症，你看有什么好办法
啊！我问了她儿子的近况，让他星期天到我家来，我给
他进行心理疏导。经过我的帮助，她儿子焦虑的症状渐
渐消失了。后来我们就熟络起来，我了解到他们是郊区
被征地的农民，政府赔了一大笔拆迁费，他们不但购置
了新房，还买了一辆面包车做生意用。他们在粮油市场
租了一个门面，专门做粮油生意。她老公给我家送过几
袋大米，作为回报，我经常利用节假日替他儿子补习功
课。礼尚往来，其乐也融融。

而今，居住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一道道冰冷的铁
门，不仅锁住了都市人的心灵，更隔断了毗邻而居的欢
乐，邻居之间变成了看似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天涯的陌生
人。如何打破邻里关系的“坚冰”？怎样让我们的邻居不
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道一声“您好”、送一个微笑、亲
密的交谈、无私的帮助……和谐的邻里关系就是在这一
笑一颦、一举一动中诞生的。

邻 里 之 乐邻 里 之 乐
吴建吴建

清晨醒来，窗外雨声哗哗。周末不用上班，也没有
要出门办的事在心底存着，躺在床上，不慌不忙，任性
随意，明朗清静，嘴角带着慵懒的笑意，听雨声在窗外
大珠小珠落雨盘，是非常美丽的事情。

不过一个转身，就想起了蒋捷的那首听雨词，不知
觉已随口背了出来：“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
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
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
天明。”

这首词年少时读伤感，因为爱为赋新词强说愁。光
阴暗换，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不知不觉拥有一种阿Q精
神，不愿再伤春悲秋，也不会那么敏感地听到雨声便觉
是伤心人的眼泪了。不过这不是一个姿势撑久了的麻
木，而是光阴赐予的成长和平静的清醒，还有铺在心底
的如琉璃清透的达观。

周作人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
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
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
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壮
年客舟，漂泊在异乡的屋檐下，有什么关系？他乡住久
了亦是故乡，点点滴滴都是砌成生命丰富的一砖一瓦。

卓别林有几句诗也正是这样的柳暗花明，流畅明
白。他：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
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
由此我得以平静。
一直躺在床上也会倦了，腻了，起来到窗前的书桌

前坐下，打开书看。雨声哗哗里书不太容易看进心里
去，干脆趴在窗前看雨中的世界。寂静得很，只剩下雨
声。肥大的树叶淡定地舒展，愈发乌青。雨幕如烟，朦
胧出淡淡的诗意。家人凑过来，雨声里闲聊家常。蓦然
想起十七八岁时，晚自习课上，外面下着雨，我们课桌
上各竖着一本书遮掩，隔着教室的走廊，窃窃私语。多
年过去，年华渐老，我们依旧安静地守着自己的小时
光，这是平静又让人心动的美好。

雨像心情，才不管你是周末休息还是上班奔波，
说变就变。有时黎明时分，雨哗哗落得急，还得上
班，心里不免有几分苦恼。当撑起雨伞走近雨中反而
释然了，上班的人不会因为雨天就罢工。送快递的车
子在雨中奔忙，赶地铁上班的脚步雨中踩出一串串水
花。

路上有一个大男孩头和上半身罩在巨大的黑色垃
圾袋里，这如何看路呢？却见他走得铿锵有力，十分
潇洒。到地铁站口，他偶一回头，原来垃圾袋在眼睛
的位置有两个孔，有趣极了。见有人看他，大男孩不
慌不忙，像个明星一样朝众人调皮地挥手打招呼。他
身后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不住都笑了。

进站刷卡时，有两个人提着滴着水的伞一起站在了
刷卡口，谦让起来，竟不像平时火药味浓重，一点小事
就让陌生的人发生口角。落雨天，湿漉漉，很多人站在
了统一战线上，彼此忽然亲近客气起来。

上地铁时，排在我前面的黑黑的高个子男孩拖着银
色行李箱抢到了座位，刚坐下，一低头看到我穿着高跟
鞋，兀自笑了，立即站起来，示意让我坐。我感激致
谢，并摆摆手，不肯坐，告诉他，我习惯了高跟鞋，可
以的。能在早高峰的地铁里遇上如此绅士风度，湿漉漉
的天气也让人有好心情。

还看到一个女孩，落雨的天气，别人衣衫东湿一
点，西湿一片，脚浸在湿溻溻的鞋子里。而她穿着淡粉
色裙子，一双浅卡其色短雨靴精致好看，雨靴脚踝处镶
着绯红色的花朵，美而有灵气。这就是态度了，有人在
落雨的时候苦恼，怨天尤人，狼狈不堪；有人却未雨绸
缪，早早备好雨天装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美丽地应
对。

《小团圆》一开头就写到了雨——九莉快三十岁的时
候在笔记簿上写到：“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
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这样的愿望令人心疼，
想来的人，雨是挡不住的。而雨亦不会一直下。我喜欢
落雨天，还有潺潺的闲适和趣味。但不希望天天下雨，
落一两天的雨尚有诗意，雨若是一直下，就成了恼人的
事，不但不美，还会给人带来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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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个极为宽厚的人，不喜欢与人争吵。
那年，我家先盖起了五间红砖大瓦房，而东边的

邻居家依旧住着低矮的旧屋。两相对比，愈发显得邻
居家的房子破旧。很长一段时间，邻居李叔的脸都是
拉着的，我跟他打招呼，他也爱理不理。连我都看得
出来，他看我家新房子的眼神里满是嫉妒。

麦收的时候，一般人家都在田里设了打麦场，李
叔家却在院子里打麦子，而且偏偏紧靠我家的墙根。
他家打麦子尘土飞扬，弄得满院子乌烟瘴气的。半天
功夫，李叔家打麦子时飞扬的麦糠和尘土，就趁着东
风全部飘进我家。等我们下地回来的时候，发现新房
子的窗玻璃上蒙了一成灰尘，窗台上也是灰尘。最让
人气愤的是，有一间屋子窗框上的油漆还没完全干，
竟然也沾了尘土。

母亲气得暴跳如雷，在院子里破口大骂，还执意
要拿着棍子去砸“混蛋老李”家的玻璃。父亲赶紧拦
住她，说：“新房子不过是蒙了尘土了，擦擦就行
了，何必呢？老李也不是故意的，这不刮东风呢，尘
土可不就刮过来了。”母亲气呼呼地说：“他就是故意
的，我早看出来了，这些天他就想找茬呢，没想到他
这么坏！亏咱家还一直帮他们。没干的油漆上沾了土
怎么擦？”父亲笑笑说：“没事，我保证擦得干干净
净。”一家人一番擦洗，新房子又光亮依旧了。

那天我们两家人都到房顶晒麦子，父亲大声冲李

叔说：“老李呀，那天来了个看风水的，说我家的风
水好。那人说了，我家这好风水叫‘紫气东来’，就
是好运气都是从东边来的。我琢磨着，东边不就是你
家吗。刮东风的时候，你家的好运就刮到我家来了，
哈哈，真不错！”李叔听了，惭愧地低着头嘿嘿地
笑。他半信半疑地说：“看风水的真那么说了？”父亲
说：“是啊，咱这儿风水就是好。你好好干两年吧，
把好风水留住，日子准能过好喽！”

父亲就用这种方式，化解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战
争”。试想，两家如果吵起来，撕破了脸，必定形同
仇家，老死不相往来。远亲不如近邻，把事情弄糟对
两家都不好。事后，父亲不计前嫌，帮着李叔种西瓜
发家致富。几年后，李叔也盖起了新房子。如今，我
们两家关系和睦。

还有那年，父亲种了很多草莓，可总有几个孩子
来偷草莓。父亲没有生气，而是摘了满满一篮草莓，
悄悄等他们来。他们来偷草莓时，父亲把他们堵住
了，把一篮草莓拿出来让他们吃，还和他们一起聊
天。后来，这几个孩子再也不来偷草莓了。

父亲说，总有一种办法比发怒好，发怒的结果是
两败俱伤。如今，我明白了父亲的生活智慧：化解矛
盾不一定要剑拔弩张，还可以用春风化雨的方法，有
时温情的力量胜过刀枪剑戟。宽厚是一种智慧的生活
态度，给别人留了余地，也让自己海阔天空。

父亲的智慧父亲的智慧
马亚伟马亚伟

我的海军梦缘于小学时，学校组织我们看了一部
电影叫《南海风云》，我深深地被战舰上的海军迷住
了：蓝天白云下，站在甲板上，身着蓝白相间的海军
衫，手持望远镜，监视着一切可疑的敌人。他们是多
么地神奇与自豪，那个形象一直埋在我的心里，种植
着我的海军梦。

我没有考上大学就跟母亲说，我要去参军，并且
是海军。母亲说，你身体差，当不了。我不信，自己
到武装部报了名。报名时，工作人员看了我一眼说：
可能你有点矮。我说不矮。工作人员拿不准我到底符
不符合要求，并且见我参军很强烈，也就给我报了
名。我害怕自己的身高真的达不到要求，到体检那
天，我到理发店把头发吹得很高，并且穿上母亲带跟
的高跟鞋增加高度，满怀信心地参加体检。哪知量身
高时要脱鞋子，并且尺块压着头发紧挨头皮。我的身
高就差我母亲高跟鞋和头发拉长的高度，被淘汰了。
我没法站在战舰上做一名海军战士，但这个海军梦却

一直在我的心中。
军人一直受到很多姑娘的崇拜，海军更是姑娘的

首选。听说表妹相亲的对象是海军，我自告奋勇地和
表妹一起去相亲，做她的参谋，帮表妹把关，实则是
我想见见真正海军的样子。当我见到表妹的对象时，
我想表妹一定会嫁给他。他高大、威武有形有貌，特
别那件蓝白相间的海军衫像一团蓝色火焰，增添了他
的魅力，也把我的海军梦想燃得更蓝更真，仿佛我已
是海军的样子。我极力主张表妹和他处朋友，我也好
沾上海军的光。

表妹真的成了海军家属。表妹知道我有一个海军
梦，从部队探亲回来时，给我带回了一件真正的海军
衫。虽然那件海军衫是小号的，但我穿上还是很大很
大，我只好把它放在箱子里，细心保管好。

生活让我已过半百，岁月也让我实现了一些梦
想，那件海军衫我却一直细心地保护着，因为那个蓝
色的海军梦。

我的海军衫我的海军衫
莫小君莫小君

母亲放出的炊烟干干净净

无可挑剔地升腾为洁白的云朵

飘乱了就跑回家缝补

飘碎了就化为星星

炊烟还是老屋的围巾

缠住老屋不散架

老屋是院子的水井

滋润枝枝蔓蔓的嫩绿

炊烟袅袅

火炕滚烫

饮上半斤白干的舒坦

翻几个身

印满的席花编成前后护心盾

省得心事泛滥

母亲的炊烟
韩秀山

去年夏天，给婆婆添夏装，婆婆说什么都不要，说是
衣服太多穿不完，不让花冤枉钱。今年夏天，为了给婆婆
添两件夏装，我想出一个妙计。

我在市场买了一件夏装，回到家后，故意当着婆婆的
面试穿，问老公好看不？老公瞥了一眼，说：“太老了，赶紧
去退了吧。”我假装生气，脱下后扔在沙发上，气嘟嘟地
说：“几十块钱的衣服，退什么退，当抹布算了。”

我如果说送给别人，以婆婆的脾性，肯定不会阻拦，
更不会说她要穿，我只有说当抹布，婆婆才会心疼。

我假装要用剪刀把衣服剪了，在一旁的婆婆沉不住
气了，说：“这么好的衣服，剪了当抹布太可惜了，要不我
穿吧。”

眼看婆婆成功上钩，我偷偷对老公使眼色，老公马上
会意，继续“火上浇油”，说：“妈，你要穿，儿子给您买好
的，干嘛穿这么便宜的衣服？”

“买什么买，我看这衣服挺好的。”婆婆忙不迭地说。
吃过晚饭，我陪婆婆去楼下散步，婆婆就穿着那件衣

服。在楼下碰到邻居刘阿姨，刘阿姨直呼婆婆的衣服好
看，婆婆高兴地对刘阿姨说：“是媳妇给我买的。”刘阿姨
走后，我内疚地说：“妈，你当着刘阿姨的面说这衣服是我
给您买的，可这衣服明明不是……如果刘阿姨知道了缘
由，您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刘阿姨不会知道的，我又不
会去外面说。”“我知道您不会说，可啥时候纸能包住火？
再说了，我自己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啊！”

婆婆见我这么苦恼，有点心疼，轻声问我：“那咋办？”
“既然您都对刘阿姨说了这衣服是我买的，那我只能

实实在在给您买一套衣服才能说得过去。”我无可奈何地
说。

婆婆犹豫了一会，说：“那行吧，就再买一件，可千万
别买贵的，就照着这件衣服买，几十块钱，穿着又好看又
凉快。”

我搀着婆婆的胳膊说：“知道了，明天我就去给您
买。”

半路上，我悄悄给老公发短信：老公，一切搞定！

给婆婆买新衣
张红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