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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七个月大的孩子去医院看病。孩子到了陌
生环境总哭闹，我只好抱着他到处走走。走到一处
候诊区，一位中年妇女冲着我大喊一声：“别往前
走了！”我一愣，疑惑地望着她。她解释说：“你前
面有一滩水，不知谁洒的，光线问题，你看不到，
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满心感激，冲她笑笑说：

“多亏了你！我的鞋子不防滑，幸亏你提醒我了。”
这位好心人一个小小的善举，让我感动不已，于是
跟她聊了起来。

正当我俩说话时，一个年轻小伙子拿着拖把走
过来。医院的工作人员还没注意到那滩水，他却主
动来拖地。小伙子仔仔细细拖地，看得出来，他在
家可能干家务很少，拖地的动作显得很笨拙，可他
非常认真，一下一下挥动着拖把，忙了好一会儿。
那滩水被他拖得一干二净之后，他还耐心地等在那
里，直到水渍彻底干了他才离开。

那位好心的中年大姐有些尴尬地说：“我怎么就
没想到要把地拖干净呢！还是小伙子想得周到。”
我笑着说：“您也是个善心人！比起那些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旁观者，您真得很让我感动。”她笑笑
说：“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小事，举手之劳。不，连
举手都不用，我就动下嘴皮子而已。这事对小伙子
来说，也是举手之劳，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其实大
部分人都有善心，但很多人像我一样，做得不到
位。”她真是个好心人，还如此检讨自己。

不过这位好心大姐的话颇让我思考了一番。同
样是善，但善有不同的境界。“达则兼济天下”，兼
济天下，是大善，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兼济天下。一
个人发达了，造福苍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价

值，那样的境界一般人很难企及。不过，我们每个
普通人都能做到在日常生活中施以小善，可能只是
举手之劳，但你的善良能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正能
量。并且换一个角度说，很难衡量富翁奉献的一百
万元和乞丐奉献的一块钱哪个包含的善更多。所
以，从奉献多少财富的角度评价善良行为有时没有
太大的价值。但从善心和善行的表现来看，小善也
是有层次的，也有不同的境界。

比如我遇到的事中，小伙子善的境界就比中年
大姐的境界高。善的境界，在于你是否能更细致周
到些，最大限度让自己的行为产生更好的效果。正
像那位大姐说的那样，把地拖干净这样举手之劳的
事她也能做到，但就是没想到去做。她的善，还停
留在浅层次。如果我们都能够想的细致周到些，让
小小的善行闪烁出更为醒目的光亮，社会不是更加
和谐吗？

记得有一个公益广告，人们有把垃圾扔进垃圾
桶的意识，但总是做不到位，很多垃圾被扔在垃圾
桶旁边。距离文明只有一步之遥，每人迈出一小
步，社会进步一大步。同样的道理，善也是如此，
提升善的境界，提升一小步，这个世界将会有翻倍
的温暖。记得我的一个同事，默默捐助贫困生，但
为了保护贫困生的自尊，他从来不说贫困生的名
字，每个受助者都是悄悄被资助的。

善良是最美好的品质。而善良也是最简单的，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奉献出善良之心。如果能够更细
致周到些，多站在接受你善良的人的角度思考一
下，就能让善提升一种境界。让小善闪光，世界将
温情满满。

善 的 境 界
王国梁

小芸在微信上晒了一组照片：她把家里布置一新，窗
帘换成淡红色的，沙发巾也换成玫瑰花图案的，床单、被
罩全都换成温馨的粉色……这些照片给人的感觉是暖暖
的，很舒服。

小芸晒的这组照片的主题是：给生活加加温。她给家
换了个新面貌，把原来的冷色调换成了暖色调，用这种方
法来调节心情，给生活加温。

小芸前段时间的生活，简直可以说陷入冰冻时期。新
来的领导对小芸的工作很不满意，这也不难理解，百人百
味，每个领导喜欢的工作方式都不同。以前小芸的工作是
细致认真有余，但创新魄力不足，但那位老领导看重的就
是工作态度，他的口头禅是“工作态度比工作能力重要一
百倍”，所以小芸无论做什么，都能赢得领导的欣赏。如今
换了年轻的新领导，很不欣赏小芸慢吞吞的性子，总批评
她干工作磨工夫，用蛮力多，用脑子少。小芸郁闷得不行，
多年养成的习惯很难改，新领导总是挑剔她，弄得她一踏
入单位大门心里就开始堵得慌。干什么工作都是如履薄
冰，生怕又遭到领导的批评。

小芸在单位够郁闷了，偏偏回到家也不省心。婆婆来
帮她带孩子，五岁的孩子很调皮。小云老公自己创业，这
段时间也很不顺。这一家老小，没一个省心的。小芸老公
心情也不好，好像得了“下班沉默症”一样，回到家就开始
一言不发，吃过饭就坐到电脑前忙他的业务。小芸气呼呼
地说了他几句，他没吭声，婆婆倒不乐意了。婆婆是个事
多挑剔的主儿，她撇着嘴对小芸说：“男人在外面不容易，
他累了一天，回到家你就让他省省心吧！”小芸听了这话，
气不打一处来：“他不容易，我就容易了吗？我累了一天回
来，还得带孩子做家务。谁体谅我的难处！”婆婆刚要冲小
芸嚷，老公大吼一声：“好了！都别说了！”几个大人大呼小
叫，孩子吓得哇哇大哭。这个家，整个一个鸡飞狗跳！

小芸意识到，生活进入冰冻期了，是该好好调整一下
了。很多时候，事情的转机就在一念之间。

小芸仔细想想，觉得生活其实并不是那么糟糕。新
领导的苛刻，正可以纠正她多年形成的工作习惯，带动
她学习创新的理念，现在岗位竞争这么激烈，如果不与
时俱进，很容易被淘汰。这样看来，新领导的要求反而
是好事。小芸老公呢，一个顾家老实的男人，这么多年
都在努力为家奋斗，不像有的男人在外面花天酒地，甚
至绯闻满天飞。婆婆脾气虽大，但她心是好的，也是一
心一意为这个家。

所有这一切，不都是好事吗？
想到这些，小芸豁然开朗。她决心，为冰冷的生活加

加温。她先从家里的装饰布置开始，让家有个新面貌，一
家人的心情就会变得好起来。小芸这招很有效果，都说颜
色能左右人的心情，家里的底色换了暖色调，心情果然开
朗起来。

不仅如此，小芸还搞了一次家庭大聚餐。她把离得不
远的大姑姐一家叫来，还邀请了闺蜜一家。她准备了非常
丰盛的晚餐，把聚会搞得热热闹闹的。聚会带给人欢乐，
大家玩得很嗨，心情大好。

小芸给生活加温的方法还有很多：一家人一起出游，
一起购物，或者看场电影等等，把生活调剂得多姿多彩。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小芸的生活重新温馨和美起来。小
芸改变了工作思路，得到领导的认可；小芸心情好了，回
到家笑眯眯的，与老公和婆婆的关系融洽了；小芸老公的
事业，也有了起色。良性的连锁反应，已经出现。小芸工作
顺心，家庭如意，日子过得开开心心。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可能降温或者冰冻，出现不
尽人意的状况。这样的时候，记得为生活加加温，让日子
重新温暖起来。

给生活加加温
马亚伟

公公过世后，婆婆就进城住到我们家。同在屋檐
下才知道，婆媳之间为什么是天敌。以前回趟乡下，
我们新鲜，公公婆婆高兴。而今整天面对面，锅碗瓢
盆的事就“叮当”起来。过惯了乡下日子的婆婆，是
百看我都不顺眼，不是说我美容、练瑜伽臭美，就是
嫌我跳舞伤俗。我和婆婆斗气，老公跟着为难。这种
现状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决心改造我的“土婆
婆”，让她也迷上广场舞。

首先买了几套当下流行的老年装，给婆婆改头换
面。婆婆初穿特感别扭，经不住我们两口子殷勤赞
赏，慢慢接受了。接下来就是请外援，我将小区里几
位活跃的大姨，天天请来陪婆婆聊天，让婆婆接受城
里人的思想。

接下来就是拉着婆婆一块去跳广场舞了。婆婆起
先不愿去，后来即使去了，也不跳，还说，张牙舞爪
的，我可丢不起那个脸。我不管这些，照常拉着婆婆
去。慢慢的，我发现婆婆的手脚也在跟着音乐的节奏
在动，我窃喜。

自从拉着婆婆一块看我们跳舞，婆婆再没说反感
我跳舞的话。一天，我打开电脑，跟着视频跳了一会，说
有事出去，故意没关电脑，就走了。过了一阵，我悄悄回
家，发现婆婆在跟着电脑里广场舞的节奏在举手投足。
婆婆发现我时，脸腾地红了。看我坏笑，婆婆自言自语
说：这跳舞还真不错。我急忙接茬：晚上咱一块跳去？婆
婆不说行，也没说不行，忙家务去了。

自从婆婆迷上广场舞，不仅和我一块晚上跳，早
晨也跳。有时还批评我睡懒觉，生拉硬拽陪她去跳。

婆婆也不整天宅在家里了，有空就找小区里的老
人聊天。我们之间也越来越融洽，有时好得像母女般
头碰着头。

一天晚上，我们学了一个新的广场舞，回家后意
犹未尽，就在客厅里和婆婆切磋起来，直到练出一身
臭汗。这时，婆婆向坐在一旁看热闹的老公喊：去，
打两盆水，给我们洗脚。

老公一怔，看我得意的样子，先是做了一个受苦
的表情，尔后欢欢喜喜打水去了。

改 变 婆 婆
魏益君

家中有院，二十余平方米。人说，植竹养兰，意幽境
阔，可谓品位高雅，人之真趣。我说，白石善画，鲁班从木，
所好不同，志趣相通，遂植韭于小院中。

韭，多年生草本植物，一次种植连续采收，割了又长，
长了再割，勿用翻耕换茬，只需置备一把镰刀。有远朋来
我家，指点院中嫩韭，轻言韭为草根之蔬，笑我乃懒散平
俗之人。

杜甫诗云：“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苏东坡诗云：
“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从诗人的佳句中，我
却感到韭的光鲜和唯美。汉代民谣：“发如韭，割复生……
民不可轻。”韭，还用来比喻古代平民的反抗精神。有书云：

“侠客之宝剑，小如韭叶状。”韭，亦充溢着侠肝义胆之气
息。古人早就认识到韭的蔬菜价值，广为种植。西汉时规
定，“每户要种一畦韭。”五代十国时规定，10岁以上男女要
种一畦韭，畦不可太小太短，需“阔一步，长十步”。从历史
长廊里，我悟得韭的妙处来。

阳光惠临，细风和畅。嫩韭齐刷刷地拱出地面，成
排成行，丛丛鲜翠。我家小院清丽明快，充满生机。

小院变成了韭园，韭香弥溢，清新自然。俯身观
韭，感受着丰收的喜悦，想象着韭的妙用。

韭，属百合科植物。山韭、丰本、扁菜、长生韭，皆为
韭。还有一个很趣雅的名字——草钟乳。《图经本草》记
载：“菜中此物（韭）最温而益人，宜常食之。”

《本草述钩元》谓韭“生则辛而散血，熟则甘补
中。”“韭之美在黄”，韭黄，鹅黄鲜美，自古受到人
们赞誉。陆游诗曰：“新津韭芽天下先，色如鹅黄三
尺余。”胡萝卜素含量之高，连胡萝卜也稍显逊色。
维生素及矿物质含量亦可观，具有温中、行气、散
瘀、解毒之功效。韭菜吃法也多，可炒虾皮、炒鸡
蛋、炒肉丝、炒豆腐，还可旺油爆炒，断生即盛，浓
香扑鼻。将韭菜调成馅，做成水饺、包子，可谓人们
喜食的佳味了。

韭菜喜获丰收，常年不断的“果实”让我眉开眼
笑。邻居孙大妈爱韭尤甚，常念韭夸韭。这下可好，

“我们”的韭园常鲜常翠，常吃常有，随手可摘，可
乐坏了孙大妈。

孙大妈买来两棵柿树苗，栽在了自家的庭院里，
不两年黄澄澄的柿子挂满枝头。柿子乃我所好，新鲜
的果子遂送至我家中。栽韭“一棵苗”，不想却收获
两种果实，真是美事。

韭香小院
卜庆萍

和孩子一起在公园里种了一棵桃树。孩子很
兴奋，每天总要跑去看几回。他期待着自己种的桃
树盛开的样子。而每次总是兴冲冲去，意懒懒归，
一脸失望。

那天，我们又一起给桃树浇完水，孩子突然
问我：“妈妈，桃树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没有呀，怎么会不喜欢你呢。”我抚着他的
头安慰他。

他迅速摆脱了我的手，指着灰突突的桃树枝
说：“妈妈你看，它见了我，从来没有笑过。”

我禁不住被他的童真逗乐了。一边让他看潮
湿的土壤，一边对他说：“桃树正在吃饭，正在用力
长大，没有工夫笑呀。你对桃树这么好，它都记得
呢。小声点，别打扰它呀，我们只要静静地耐心地
等待着，它一定会开花的。”

孩子转瞬就乐了，把小手指放在唇边，做出
“嘘”的姿势。看着他既天真又庄重严肃的神情，我
蓦地想起了小时候种凤仙花的旧事。

那时候的乡下，凤仙花很常见。凤仙花在我
们当地又叫桃红，开的花捣碎，可染指甲，是乡下
姑娘的心爱花卉。每当凤仙花盛开的时候，看到红
红的花瓣，我总是心生羡慕。可是，母亲很忙，没有
时间教我种花。

后来，我从一个亲戚家偶然得来了一包凤仙
花种子，悄悄地珍藏了一个冬天。来年春天的时候，
拿出来给母亲看，母亲笑笑，接过了凤仙花种子。母
亲什么都没说，随即在院子里的东墙边用红砖块垒
出了一个小小的花坛。母亲把凤仙花种子撒在了花
坛里。

我小小的心激动得要蹦出来了，无数次想象
凤仙花盛开的情景。每天放学后，什么也不干，单
单守候在花坛边。然而，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

花坛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我急坏了，急匆匆拉着母
亲去看，母亲笑了，一遍又一遍劝慰我，不要着急，
慢慢等。

一周后，果然有了变化。花坛里长出了嫩嫩
的幼芽。我去花坛的次数更勤了，甚至吃饭时，也
要端着饭碗去看看。家里人看我如此痴迷凤仙花，
都笑说我上辈子大概就是一株凤仙花。

日日看着凤仙花，总觉得长得慢，每天都是
老样子。母亲最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她剪了一段
织毛衣的红线给我，让我隔一段去量量凤仙花的
高度，来记录凤仙花的成长。母亲就是用这样的方
法在墙壁上记录我们的成长的。每过一段时间，母
亲就会让我们站在墙边，用粉笔在墙上划一道，每
一次都会高一点，母亲脸上的笑容就又多了一点。

我依照母亲说的，每量一次，就在红线上挽
成一个花瓣的样子。等待凤仙花开的日子，就这样
静静地流过，从春天到夏天。红毛线快挽到头的时
候，凤仙花果真如约盛开了，一朵，两朵，到后来红
艳艳的一花坛。

付出了，内心保有一份美好的希望，坚持住，
总会等到花开的时候。世间的花事如此，其他的一
切事亦是如此。

去年夏天，我开始捡起曾经写字的梦想，起
初也迷茫也心急也痛苦，朋友董君常常开导并鼓
励，流水样的日子里，好在坚持了下来，从炽热的
夏走到萧索的秋，又走过冷寂的冬，走到了明媚的
春。有付出终有收获，写下的文字也聊聊落落地，
一朵两朵地开在了江南江北。忆起这一段光阴，又
何尝不是在种花呢？只不过这种花的名字叫梦想。

时光静静的，悄悄地，不言不语，最是忠诚公
正。我愿站在时光之侧，平心静气，默默努力，不急
不躁，静待梦想之花盛开。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耿艳菊

九十多年
我追着你跑
我扛上锄头出发
你尚晨曦微亮
我挑着竹箕回家
你已夕阳垂下

如今，我不能行走

你没有把我抛下

我足不出户

你依然用暖阳

与我恋爱

暖 阳
小语

朋友聚会，推杯换盏间聊
到了工作。小雷说自己的同事
跳槽到了她一直想去的公司，
令她羡慕嫉妒恨。

小雷忽然笑了，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我说恨，其实是恨
自己。”我们一听，好奇不已。

“我当初和同事是一块儿入职的。”小雷说，当初
进入公司的时候，两个人的业务水平都差不多，可是
上个月公司准备裁人的时候，自己成了备选。那个时
候她焦燥不已，三十多岁的女人没了工作是可怕的，
于是几经周折找关系才勉强留了下来。事后却得知，
那个同事早谢绝主管的挽留跳槽到了更好的公司。这
个消息让小雷震撼不已，当初那位同事的起点其实不
如自己，可现在的结果却是截然相反。

经过和主管恳谈，回想起那位同事的日常，小雷
终于明白，自己和同事的区别在于，同事把时间用来
提升内在，而她却用在了提升自己的外在。当初选择
的差别，造成了现在命运的差别。

小雷和那位同事关系不错，所以对她很了解。自
己午休的时候，同事埋头学习专业知识；自己一到下
午就盯着下班的时间，同事总是最后一个回家；她周
末追剧，同事狂练外语；面对加班，她总是找理由能
推就推，同事却一声不吭地全部包揽……小雷总是笑

话同事太傻，职场上怎么能
这么“老黄牛”，可却没想
到，在不知不觉中，她和同
事的差距越来越大，收获的
结果也截然不同。

听到这里，我突然想起
一句话：时间不会欺骗你。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那一刻——羡慕别人的成功，
但却忘了，成功的前提却是付出。我们不知道别人付
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却应该知道自己浪费了多少光
阴。与其羡慕别人，倒不如将这时间拿来提升自己，
哪怕看上一页书，也终会有所得。

你怎样对待时间，时间也会怎样对待你；你投入
了多少，才会收获多少。在天平的两端，时间不会欺
骗你。

时间不会欺骗你
李晓琦

母亲的味道母亲的味道 （（苗青苗青 摄摄））

唤醒童心的校园雕塑
童心守在路旁
绽放的情态烂漫荡漾
排排推
推开什么，推不开爱和想象
快乐的根扎在心上
思绪的叶在风中徜徉
夏天与秋天默然契合
托起季节的美丽
将色彩堆积成天堂
童话里的孩子与红尘中的身影
掀起时空开合的波浪
日子，来了又去了
光阴之手，永不懈怠地
引领一朵花的开放

人生总有一些回忆和渴望
人生总有一些回忆和渴望
那是灵魂的钟在寂黯处敲响
时间，回不去了
走心的，永远是过往
曾经的城市
锁定心灵走向
思维洞开的剧场
栖息于，银杏抒情的地方
诗性的生活
总绕不开轻歌浅唱
一窗阳光
如期在生活中透亮
满眼青翠
书写着青山绿水的篇章

时 光
程应峰

（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