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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荫夹道忆往昔，执手迟暮梳别
离。每天的清晨和傍晚，只要天气好，
总能看见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小区
的水泥路上慢慢地挪动着脚步。老奶
奶动作迟缓，神情呆滞，身形佝偻，可是
菊瓣似地笑容在满是皱纹地脸上绽
放。老爷爷虽已是老态龙钟了，走路却
仍然步履矫健。他们就这样用脚步叩
响一个个黎明，用身影剪落一个又一个
黄昏。

后来得知，老爷爷是一名退休军
人，他将人生的最美年华都献给了部
队，逢年过节阖家团圆的时候，他将探
亲机会让给了战友，自己坚守岗位。为
了节省家庭开销，他将妻子和孩子们送
到了农村老家。妻子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农活干完回到家里还得给孩子做
饭。等孩子们睡下，她在昏暗油灯下缝
制物品拿到集市上卖，贴补家用。30年
如一日，就这样所有孩子成家立业了，
老母亲身体也垮了，而如今，家里的孩
子都有所作为，想要接两位老人去城里
享福，他们都拒绝了。在他们心里，晚
年陪伴的时光虽然平淡但很是幸福。

一个人的一生，有轰轰烈烈的辉
煌，但更多的是平平淡淡的柔美。平淡
的日子如宁静、安祥、隽永、深沉混合的
清水，浇灌在内心喧嚣焦灼干裂的土地
上，让那些成长的幼苗，在达观平淡的
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地悠然
中，不急不燥不卑不亢的生长着。

熬过苦难挨过冬，也无风雨也无
怨。冬天里的夜晚十点，已经是漆黑一
片，干巴巴的冷，我饿着肚子随着大波的
学生群（高三晚课放学）走在回家的路
上。心想着如果有个小吃店开门该有多
好，上天终究是眷顾饥寒交迫的人，我终
于在小路尽头发现一家名为“胡同烤冷
面”的小店。就急忙打开门，问道：还能做
烤冷面吗？老板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女的
五官很精致，穿着早已不流行的牛仔服，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一身装扮和年龄
长相属实不相符。就在我还未开口说提
出进一步需求时，她一步上前把握在自己
手中的热宝递给我，拽我坐下，然后笑着
说：“现在就给你做，多给你加点肉，胖点
抗冻。”然后转身对男的说：“快给美女做
烤冷面，顺便给我和咱妈带一份，好久没
吃咱家的烤冷面了，你不让我吃，也不知
道是怕我吃了浪费还是为了省钱？”我不
禁抿嘴一笑脱口说道：“如今哪有吃5元
钱烤冷面还要考虑的人，你这玩笑开得不
现实喽！”话音刚落，男子微露尴尬的表
情，熟练地起火烧烤面，边做边跟我讲起
了他俩的故事：“说来真不怕你笑话，5块
钱的烤冷面我俩真的不舍得吃。我俩都
是农村出来的，没上初中就回家种地了，
20岁那年就结婚了。媳妇嫁给我时眼睛
都是水灵灵的呢，说着有些愧疚又自豪地
看了一眼旁边忙着打扫卫生的女主人。
本以为结婚后只要我俩肯吃苦，日子一定
错不了，可谁知结婚第二年我父亲得了肺

癌。我东拼西凑卖掉了家里的牲畜和房
屋，在经历了难以想象的三年治疗后，父
亲还是撒手人寰了。那段时间我也颓废
了，后来随着宝贝女儿的出生，在母亲和
妻子的鼓励下，慢慢地振作了起来与妻
子出外打工，省吃俭用凑够两万元钱，开
了这家小店。店虽小，但我们很知足，但
命运再一次跟我开了个玩笑，两个月前，
母亲被查出肝硬化，我的另一半天又塌
了。”其实说到这的时候我的烤冷面已经
做成了，只是我拿着热腾腾的面怎么也
吃不进去，只是依旧想多呆一会，哪怕是
十分钟，听一听发生在这位男子汉身上
的故事。没等他说完，旁边打扫卫生的
女主人带着苦涩的笑意终止了他的讲
述。“竟想那些难过的事，现在咱家不是
很好么？妈的病得到了初步控制，咱俩
一天还能挣100元钱，你当上了老板，我
还是老板娘哩。”说着，两人哈哈大笑起
来。东北的冬天尤为寒冷，裹着棉袄走
在冷风中，想着这对年轻夫妇将苦日子甜
着过，仿佛我的步伐也更有力量了。

平淡的日子没有多彩的颜色，或
是清贫、或是简单、或是不为人所羡
慕，但只要内心笃定，向往美好就是幸
福的，人生没有返回路，真实的过好每
一天便能收获独有的快乐。

人生如水，有激越，就有舒缓；有
高亢，就有低沉；不论是绚丽还是缤纷
是淡雅还是清新，都是生命独有的风
韵，都会泛起最美的亮光。

人生如水
◎ 那 娜

把社会比作人的一个 躯体，家庭
则是躯体的一个细胞。细胞健康与
否，势必会影响着周围其他细胞。同
理，家风之好坏，亦影响民风的好坏。

近日，我在网上听了一场精彩生
动的家风讲座，讲的是安徽桐城的

“六尺巷”家风。描述的是清朝名相
张英在解决老家宅地纠纷的高妙处
理办法。故事起因是老家邻居吴氏
欲侵占张氏老宅边地，家人千里寄家
书，想要凭张英官威压一压吴氏气
焰。张英回诗一首：“千里修书只为
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
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原意是：老家
千里寄来一封只为一墙之争的书信，
我们家就让他家三尺地来砌墙又有
什么关系呢？想当年雄才伟略的秦
始皇命令修建了万世不朽的长城，
但他自己再厉害也难逃一死，现在我
们就是争来三尺之地又有什么意义
呢 ？ 这 其 实 是 寄 语 家 人 要 宽 容 忍
让。结果，张家依信让出三尺地，吴
氏深受感动，也让地三尺，形成六尺
小巷，俗称“六尺巷”。张英身处宰相
高位，心胸宽阔，气量宏大，随时给家
人以榜样，以警醒，为张氏一族营造
了良好家风，子孙后世以祖为荣，代

代相传，发扬光大，家风大盛；临近乡
亲也以为榜样，纷纷遵效，民风大纯。
几百年来，桐城当地就出现“父子宰相
府”“五里三进士”和“隔河两状元”的
人才奇观。这就是良好家风影响的鲜
明例证，它不仅熏陶和影响了一代又
一代的后人，也影响和改变了邻里周
边乡风民风。

就我个人而言，是良好家风造就
了今天的我。父母文化水平都不高，
但生性善良淳朴，常教育我们做人要
诚实，为人要谦和，做事要硬扎。虽不
至学孟母三迁，也没有引经据典，但凡
周围有好学上进、得人夸赞的人或事
都是父亲在饭桌上的教育案例。父亲
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虎瘦雄心在，人
穷志不短”。正是在父母的言传身教
下我成长起来了，读了书，识了字，明
了理，就了业，成了家，能有今天的工
作生活，我很知足。感谢父母，感谢他
们让我在淳朴厚实的家风中健康成
长，少走了些弯路，多得了些收获。今
后，我将时刻自警自励，严于律己，通
过正己达到正家人的效果，树立勤劳
节俭、谦恭礼让、审慎上进的良好家
风，并尽力以自己的良好家风影响和
带动邻近民风。

常律己 树家风
◎ 符 炼

四天的假期很快结束，坐车回到
单位。给老妈打电话报平安的过程
中，思绪不禁回到了昨晚，一家三口
坐在客厅火炉旁，老妈一直提醒着
我：“明天就要走了，还不收拾行李
啊？”我低头看着手机回到：“明天早
上再收拾吧，时间还来得及。”第二天
一大早起来，发现爸妈已经出了门，
我的行李箱却整理得整整齐齐，来时
空荡荡的箱子也被塞满了各种吃的、
用的。这是他们习惯于“什么都给我
准备好”的自发行为，也是人到中年
的情难自抑。

挂掉电话后，回忆开始蔓延，脑
海中浮现出一些记忆深处的往事。
记得 11 岁时，我在自家门前出了一
场车祸，印象中伤势比较严重，当时
我直接被车撞晕了，醒来时医生正在
给我剪头发，便于包扎头上的伤口。
那时候只有我爸一个人在家，这事儿
我爸一开始还瞒着我妈，姨娘来看我
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定要瞒着
我妹，她知道了肯定会‘发神经’。”住
院的那段时间，我爸没日没夜地守着
我。在父亲的精心陪护下，我很快恢
复了健康。

读高中那会儿，我妈在她事业最
辉煌的时期毅然辞掉了工作，还在我

的学校旁边租下一套房子“陪读”，后
来她原来所在的那家公司老板娘还
专 程 从 广 州 过 来 请 她 回 去 担 任 厂
长。好巧不巧正赶上了我的青春叛
逆期，讨厌学习、讨厌学校甚至天天
和我妈吵架。记忆中出现的比较多
的还是那时候争吵后我妈的泪水，现
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太不孝了，有点

“枉为人子”的刺痛感。所幸自己终
于在高三那年幡然悔悟，付出了更多
艰辛，给自己及父母交上了一份较为
满意的“高考”答卷。

刚上大学那年，爸妈一起送我去
了学校，给我购买生活用品、整理床
铺，安排好了一切后默默离去。毕业
之后，他们再也没有送我进车站，只是
在家默默地帮我收拾好行李，然后目
送我上车远去。

时隔这么久，我才渐渐明白父母
的体面退场，明白他们表面的云淡风
轻，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怀抱着自己
的担心，却早已习惯了为我把一切都
准备妥当，直到我到达他们力不能及
但很安全的地方。小时候父母与子女
的爱黏黏乎乎，长大了，彼此之间似乎
渐行渐远。时间在流逝，空间在转换，
父母却总是以最细腻的方式，给于我
无穷无尽的爱。

回忆偶书
◎ 李旭东

初冬的夜晚，月光照着马路，泛着
一点点白色的光。我和同事一路踩着
细碎的月光，交流着一天的工作。

“爸”，一声呼喊声惊讶了我，同事踱着
欢快的小碎步奔向了她的父亲。并不
明亮的月光，并不伟岸的身躯，并不深
情的画面，这个平凡的瞬间，就这样静
静地、肆无忌惮地拨动了我的心弦。

似乎，父亲的爱，总是淡淡的，似
一股涓涓细流，并不夺目，也不磅礴，
却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浸润着心田。
是“小时不识月，呼做白玉盘”的稚嫩
时光里，父亲的细心呵护；是“散学归
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成长时光
里，父亲的默默陪伴；是“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的求学时光里，父亲
的温暖鼓励。

是蹒跚学步时，牵引着的那双手；
是小小的人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仰

望着宽阔的后背；是草长鸢飞时节里，
从集市上带回来的甜甜甘蔗；是雪霁
天晴以后，为保证出行安全，第一时间
铲雪的声音；是炎炎夏日，接过一瓶啤
酒时的满足笑容；是第一次拿到奖状
时，竖起的大拇指；是第一天上班时，
周到又暖心的叮嘱；是团圆时刻，不经
意间地附和。那些小小的细微之处，
没有刻意也没有雕琢，平凡但又温馨；
似乎可以盘旋在脑海里的每一个角
度，一抓就是。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角
色，但却是那么重要，伴随着成长的每
一个时刻。

月光下的影子有点朦胧，还未来
得及转个弯，就到家了。还未想好合
适的表达，一声父亲的“回来了”，把我
拉回了现实。“要不要吃点东西”，“好
呀”。似乎，父亲与孩子自有默契；一
切都恰到好处，无需多言。

父 亲
◎ 董佳佳

2012年8月，我通过了湖南省大学
生村官考试，分配到石门县新铺乡毛家
峪村任党支部书记助理。报到第一天，
乡党委书记热情接待了包括我在内的
4名大学生村官，询问了个人情况及对
农村工作的想法。同时，也给我们布置
了工作任务。

走出校园、初入社会的我们，对第一
个工作任务充满了期待。但意外的是，
让我们用一下午的时间专门清扫政府机
关院里的树叶和杂物。尽管我们感觉十
分惊讶和不解，但依然答应不折不扣完
成任务。下午一上班，办公室主任就拿
来了扫帚和撮箕，告诉我们清扫的范围
和细节。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当时有
专门的保洁员负责打扫机关院落卫生。

6年后，我再次回想起这项工作任
务，觉得书记的安排用意深刻、影响深
远，远不止是一项打扫卫生的简单工
作，更是希望我们从中体会到一些扎根
基层、服务“三农”的工作原则。总结起

来，大抵有 3层意思、21个字可以去细
细琢磨，学以致用。

放下架子，做小事。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刚
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往往眼高手低、恃才
傲物，小事不愿干、大事干不来。书记
安排的这次卫生大扫除，实际上就是给
我们上了农村工作的“第一课”：农村工
作是由每一件小事累积而成，要想在农
村这个广阔的大舞台上发挥才干，就必
须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对待、悉心完
成每一件小事。在工作中，何谓小事？
可以小到一次会议通知，但不能弄错时
间、地点和参会人员；可以小到一份红
头文件，但不能出现错别字、标点和语
法错误；可以小到一张统计报表，但不
能无中生有、数据失真等等。看似是一
件小事，如果不细心、不用心、不耐心，
一样会“因小失大”，甚至损害单位的利
益和形象。所以，放下架子，以“归零”
的心态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小事，才是

干好农村工作的第一步。
俯下身子，办实事。在清扫树叶，

捡拾杂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反复多次
的弯腰、下蹲，这个动作很机械、很辛
苦，但是只有做好这些“规定动作”和关
键步骤，才能使大扫除完成得干净、彻
底。农村工作亦是如此。如果我们总
是坐在办公室看文件、敲键盘，却从不
下基层走访农户，调查研究，工作就抓
不住要点，击不中“要害”，只能是纸上
谈兵、浮光掠影。农村工作讲究一个

“实”字，老百姓愿意听实话、听真话，更
喜欢做实事的基层干部。如果工作脱
实向虚，不仅会导致工作效果与老百姓
的真实需求背道而驰，还会损坏基层干
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以及公信力。

撸起袖子，干好事。为了将高效的
劳动力充分展现和发挥出来，我们四名
大学生村官在清扫树叶之前就做好了
在炎炎烈日下吃苦劳动的心理准备，商
量着划分好了各自的清扫区域，在打扫

中既分工又合作，互帮互助、团结协作，
很快就按质按量完成了清扫任务。其
实，干任何工作都一样，前期准备和合
理分工很重要。只有集中精力、鼓足干
劲，将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都了然于
胸，才能在工作中求得高质量和高效
率，才能尽快靠近目标、达成目标。

6年多时间过去了，时任的乡党委
书记已晋升为副县长，我也从一名初出
茅庐的大学生村官成长为农商银行的
一名青年员工。虽然工作的地域、性质
和岗位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我对6年前
的这第一份工作任务依然记忆犹新，对
当时劳动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农村
金融工作的中心和重心依然在“农”字
上，这与我当时选择大学生村官的初心
是一致的，与第一份工作任务蕴藏的道
理是重合的。

未来，我将牢记这21字“真经”，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农村金融事业贡
献绵薄之力。

二十一字“真经”
◎ 李 雄

手捧纷纷扬扬的雪花
望着你生活工作的方向
想在红海滩廊道
看大海潮涨又潮落
想山谷花香时
追翩翩恋花的群蝶
就嗅到了雪花
绽放在心中的芳香
凝望雪花的沉思里
眼前忽然跳出
你那让我心动的笑脸
今生解不开理不清的缘
注定你永驻我的心房

三月三我们手牵手
看大美长白山的红杜鹃
七月七依偎花香望银河
唱着知音难觅暗神伤
九月九天高云淡品菊香
鸿雁互励高歌唱
远离冰封雪飘回水乡

时光列车如今驶入冬季
雪花漫舞天地间
虽然朔风凛冽天气寒
但我心中怀有你的柔情
秋冬与春夏一样
追逐银蝶过山岗
拥抱梦寐 行走在
共同诗境的远方
唱芦笛飘逸的情歌
舞钟鼓和鸣的悠扬

有你的秋冬春夏
◎ 程振洋

金融服务 我们在路上
◎ 葛景会

忆往昔，岁月峥嵘。2009年，那是
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二个年头，那时的我
带着青春的张扬，稚气未脱，朝气蓬勃，
工作中更有着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胆量。正逢两个多月的系统升级
培训，单位加班。看着同事们，为了工
作顾不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庆幸自
己了无牵挂，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
中。晚上十一点结束演练踏月结伴而
归。与我朝夕相处的除了家人，还有可
爱的同事们，每晚到家的一条短信、一
个电话，让黑夜充满温情。

看今朝，繁花似锦。农商利剑出
鞘，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历时三年之
久，我们自行研发的系统，成功运行。
同时，培训演练也拉开帷幕。系统升
级是一次考验、一次挑战、更是一次华
丽的蜕变。

每一期的培训都有总行“你们”的
陪伴，每一次演练都有“你们”的指导，

每一晚归家都有“你们”的问候。让我
感受到农商银行“大家庭”充满温馨。
在支行，同事们让我充满了感动。“谁第
一个进系统”“谁今天的业务量最多”

“谁今晚演练的交易代码最多”“到关账
的时候了，谁还在演练”。你们彼此探
讨、兢兢业业，感谢我可爱的同事。

在家庭，感谢我的父母，成为我坚
强的后盾。多少个晚归的夜晚，是您
们照看着年幼的孩子。感谢您们，让
我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多少次的循循
教导，感谢您们的教育，让我工作中少
走弯路。谢谢您们为我付出的一切。

十年磨一剑，希望可以见证农商
银行的每一次系统升级。这不仅仅是
技术的变革，更是对农商人团队凝聚
力的考验。每一次的考验都可以淬炼
我们的意志，让农商银行的路越走越
远。感动每一次的付出，学会感恩，农
商银行的便捷，我们一直在路上。

取悦自己
◎ 贾晓东

最近在朋友圈里看了一篇名为
《取悦自己》的文章，大概内容为：一位
诗人写了不少诗，也有了一定的名气，
但是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诗没有发
表，也无人欣赏，为此诗人很苦恼，认
为自己的价值没有得到实现。有一
天，诗人就问他的好友禅师，禅师笑了
笑，指着窗外茂盛的植物说：“你看，那
是什么花？”诗人毫不犹豫地说：“夜来
香。”禅师笑着说：“白天开放的花，都
是为了引人注目，得到他人的赞赏，而
这夜来香，却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夜
晚开放，芳香自己，它只是为了让自己
快乐。”诗人从禅师的话语中悟出了一
定的道理，默默地点头赞许。

从以上的这则故事中，我们不难
看出，在现实的生活中，其实大部分人
也都会和诗人一样，认为得到别人的
认可，才是幸福和快乐的。反之，就会
庸人自扰，变得郁郁寡欢，怏怏不乐。
如果静下心来，好好仔细地斟酌和思
考一番，自己快不快乐的元素取决于
别人对你的评价之上，快乐就大打折
扣了。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
所做的一切，并非要取悦于别人，活在
别人的世俗眼光和世界里，自己所做
的事，只要认为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那就是对的，做一个孤芳自赏、取悦自
己的人。

正如文中的夜来香一样，它只在
夜晚默默地开放，然而却为他人带来
了芬芳，有多少人是枕着它的芬芳而
入睡。取悦自己，不是为了抵抗他人；
抵抗世俗，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美好，
更有影响力，让身边的人也变得更加
快乐，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小时候的农村，冬季就进入了农
闲季节，就有爆米花的师傅挑着机具
到村里串，哪一家要爆米花就在哪家
院子里架好机具，点燃柴火开始动
工。村里的人知道后，会陆陆续续抱
着柴、端着包谷来。

爆米花的机器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中间是一个罐子，一端有一个圆盘手
柄，手柄中间是一个气压表，另一端有
一只长长的角，放在一个铁架子上转，
下面有一个铁桶，柴火就烧在铁桶里。

这天在我同龄小伙伴小忠家院子
里，爆米花的人很多，围观的人更多，非
常热闹。我跑回家闹着要去爆米花。

“川，妈给你爆。”

“不，妈，我要吃机子爆的。”
“川，妈给你爆是一样的。”
我知道妈是不会出钱找师傅爆

了。她从柜子装了两大碗包谷，倒进
煮饭的那口锅里。一边烧火一边用锅
铲炒，炒着炒着，包谷米开始发出尖锐
的啪啪声。

“妈，我要放糖精。”
“川，糖精没有了，赶场天去买。”
妈炒好后，把包谷皮簸掉。有少

部分包谷炸开了，成为梨花一样的花
苞，大部分只炸开了一道小裂口。

小忠来了，两只裤兜鼓鼓的，里边
是白花花的爆米花。“川哥，给你。”小
忠递给我一把白花花的爆米花。

“我不要，我有的。”我没有接小忠
的，转过身去，正好看见妈望着我们。

过了一个多月，天气已经很冷了，
爆米花的师傅又来了，妈让师傅在我
家院子里炒，第一锅是当然就是给我
家炒。嘭，一声巨响，很快白烟散尽，
师傅右脚下的麻袋口堆满了白花花的
爆米花。爆米花又香又脆又甜，因为
妈让师傅放了糖精。

多年以后，我发现爆米花还有一
种炒法，就是炒好后先放掉大部分的
气，然后用少部分的气爆一下，就不会
炸成花。我更喜欢吃这种炒法的，而
且每次吃到，都会想到妈炒的，虽然妈
炒得要硬一些，但妈炒得更香。

爆米花
◎ 廖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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