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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炕头上的人生
◎ 那 娜

我喜欢有故事的文章，用最平凡
的文字讲述最有力量的生活。

我出生在文化氛围浓郁的小镇，
每到秋去冬来之时，忙过收割时令，街
坊四邻便会在日落时分、晚饭过后，齐
聚在某一家的热炕头儿上，嗑瓜子、喝
茶、聊天，地方不大却有着百味人生。

远房的大姑家从前是个很热闹的
地方，她在 20 多岁时候，由于开窗睡
觉，得了中度的风湿病，40年前的医疗
条件有限，加上家境贫寒、生活拮据，
使得她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以后的
日子便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

大姑家上有 4 位老人、下有一双
儿女，姑父也是农民，至今回想起来，
我十分佩服这样一个身残体弱的农家
妇女，是怎样靠双手把一大家子的温
饱解决的。记忆中对于大姑的印象就
是坚强、乐观、能干、正直，别看她身体
不便，家里的活计一律搬到炕上来做：
针线缝补、储菜冬藏、手工做活儿……
在她心里日子再苦与家人在一起都是
快乐的，从来不抱怨命运。后来我考
上了大学，大姑家的儿女也都成家立
业了，可随之而来的是她身体的每况
愈下，2007年的8月17日，我接到妈妈
打来的电话，电话的那头妈妈哽咽着
对我说大姑去世了，电话的这头，我泪
如泉涌。后来才得知，由于长年卧床，
大姑身上多处起了褥疮，她怕儿女惦
记，经常靠吃镇痛片咬牙坚持。远在
天津打工的儿子闻讯连夜赶回，坚强
的大姑靠着仅有的力气咬牙坚持看到
了儿子，才不舍地离去。临走嘱咐儿
女：“好好活着，妈妈下辈子再陪着你
们。”

东院的刘大爷一辈子无儿无女，
以前是民办的教师，本来就收入微薄
却又资助了 5 名贫困学生上学。他
说：“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没有街坊
四邻的帮助，没有今天的我，做的这些
都不算什么，将来他们有出息了，去帮
助更多的人，那才是对我的回报。”

陆姨的娘家是家境殷实的生意
人，本人又是艺术院校毕业，没想到的
是陆姨选择了出生贫苦、老实本分的
陆叔。可命运偏偏不眷顾他们，陆叔
在一次出远门时出了车祸，终身植物
人。家庭遭遇如此大的变故，惊奇的
是陆姨没有被打击的一蹶不振，反而
乐观面对生活。两个孩子在她的熏陶
下，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很多次，娘家
的亲戚提着包裹，新衣裳、日用品接济
陆姨，她都婉言拒绝了。她说：“如果
说生活苦，也是苦在人心，只要肯努
力，一切都会靠双手得到。”

远房的大姑、实在的刘大爷、命运
多舛的陆姨，百味的人生都在寒冬的热
炕头上被他们轻描淡写。其实人生只
是一个代名词，需要很多情感和故事填
充，无论灰暗也好，明亮也罢，都是属于
人生的独特色彩，在这儿不可循环的舞
台上，每个人都是主角，用坚强、乐观、
朴实演绎着，摸索着，收获着……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小狗的
故事。这是发生在2016年秋天的事，那
天正巧我刚当值大堂经理，营业室门口
迎面走进来一位手持导盲杖的老大爷，
身边紧跟着一条白色长毛的小狗。

“大爷您好，这里是农商银行，有
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我主动上前想
掺扶这位老者。“旺、旺、旺……”可能
出于保护的意图，老者的白色小狗挡
在了我和老人中间。老人好像察觉到
了，朝狗吠方向呵斥道：“一边去。”只
见白色小狗立马畏缩到老人的身后。
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叠卷了多层
的塑料袋，从中取出了一个皱巴巴的
存折说道：“姑娘，我来取低保，密码是
110110。”

“好的”，我的视线立即从白色小
狗身上转移过来。

在帮老人取钱过程中，我留意到
老人身边的白色小狗好像通人性，它
吐着舌头、摇着尾巴蹭到我脚跟旁，
仿佛在感谢我。我怯生生地问：“大
爷，您的狗不会咬我吧？”老人哈哈大
笑道：“姑娘别怕，这狗听话着嘞！”

“大爷，我还是害怕您的狗，这个给
您。”心有余悸的我将钱和存折交付
给了老人，老人乐呵呵地拄着导盲杖
说“谢谢你。”

之后的每个月，老人都如期前来
取低保，随着接触的次数增多，我和同
事们对他都非常的亲近，都称呼他为

“110”，因 为 他 的 存 折 密 码 就 是

“110110”，所以每当看到他来取钱时，
我们都打趣道“110 来了！”后来才知
道，他没有亲人，唯一陪伴的就是他身
边的那条白色小狗，且每次“110”来取
钱的时候，小狗总在他身前或身后。
每每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彼此相依
相伴，我的眼睛总是湿润的。

同为生灵，狗是人类的朋友，能够
生活在一起是一种缘。白色小狗对
老人的真情，永远比我们想象的坚
定。对老人而言，它是朋友、是伙伴、
是亲人，对狗而言老人则是它的全
部，它愿意做老人的眼睛，让老人的世
界充满光明。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
很多值得珍惜的事、值得珍惜的物，还
有值得珍惜的人，我愿坚守这份缘，守
护这份情，传承盲眼老人和狗之间的
这份真情，因为我始终坚信宠物有情，
人间有爱！

“110”与他的导盲犬
◎ 陈文聪 杜晨曦

站在那里，望着天边的霞光，久久
不能离去，张开双臂，想要和它紧紧相
拥在一起，可它早已迎面扑来，将我融
入怀里。它轻如雪、薄如纱，洒在脸上，
却漫进了心里，犹如一壶美酒，绵软温
润，沁人心脾，一时间让人忘乎所以。

望着天边云朵几许，裹着霞光浮
游在广阔的天空里，相互无言，默默无
语，沉浸在霞光中，揉碎在波光里。闭
上双眸，仿佛躺在云端，埋在霞里，听着
风儿在窃窃私语，此时的心中奏起昔日
的歌谣，响起童年时的欢声笑语，总是
让人意兴思飞，陶醉在这片云霞里。

在这迷离的天际里，总能给人们
带来无限遐想和欣喜，描绘出一幅幅
栩栩如生的画卷，让人流连忘返，赞叹
不已。云和霞永远是最完美的搭档，
谁的缺失都将成为最大的遗憾，云无
霞而不妖艳，霞无云而不灵动，天衣无
缝的配合，为人们呈现出许许多多美
妙绝伦的风光景象。天工开物，造化

万千，云的形态幻化，总能给人以无限
的遐想，如飞禽走兽，刻画的惟妙惟
肖；似翻滚的大海，迎面扑来；像婀娜
多姿的少女，在那儿翩翩起舞；更像是
远方神秘的国度，可望而不可及。霞
光渲染，异彩纷呈，更是为这一幅幅美
丽的画卷锦上添花，天空的映衬，云的
依偎，再加上风的催化，造就了这一幕
幕绚丽多彩的景象，鲜红如血、灿黄如
金、湛蓝如海、青灰如雾、淡紫如花，各
种颜色交错在一起，纷繁错杂，但却显
得那么和谐。

古往今来，在文人墨客的心里，云
霞之境，永远是充满着诗情画意，总能
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云的不羁，霞的
洒脱，在那云霞交汇的地方，便是人们
苦苦追寻的一方乐土，那是希望的寄
托，也是心灵的归宿。望着眼前的景
色，满脸的沉醉却掩盖不住内心的悸
动，但是此时的万千话语，都变得那么
苍白无力，不奢求能更多的挽留这一

刻的美好，只希望能够在这一刻尽情
地沉浸在这柔美的云霞里，一醉方休。

千百年来，对“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的沿袭，让人们对云霞产生了别样
的情愫。如今，人们每天都在为了生
计，忙得不可开交，静下心来去欣赏外
面的风景更是一种奢求。唯有在上、
下班的路上，才能闲下心来望望天边
的云霞，来平复内心的孤寂。也许是
朝夕的相处，对云霞产生了不一样的
情怀，每天不同的面容都会给人们带
来无限的惊喜。当霞光洒在脸上的那
一刻，人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轻松，那
么沉醉，因为云霞的美总能让人们忘
却一天的疲惫，沉醉其中，心归故里。

如果我是一位诗人，我将以最华
丽的语言为你送上最精彩的诗篇；如
果我是一位石匠，我将以最精湛的手
艺为你雕刻出不朽的丰碑；如果我是
一名画家，我将以最丰富的色彩为你
留下那美好的瞬间。

醉卧云霞处
◎ 齐胜龙

营销是企业将产品销售给客户的过
程，它既是一门学问，又是一种艺术。

营销需要敬业精神。在众多银行
业保险机构的营销工作中，让我最佩
服的还是保险机构员工的敬业精神。
他们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给员工发一
条励志的短信，其后就是不厌其烦地
登门拜访，使出百般武艺，推销自己的
产品。保险机构的营销之所以能够出
业绩，关键还是源于员工的敬业精神。

营销需要养成习惯。习惯是通过实
践和经验而养成的一种自觉行动。做营
销也一样，不能为了营销而营销，即使做
与营销无关的事，也要想到营销，这样就
形成了一种习惯。我们经常到一个羊肉
汤锅店吃饭，店里有一位年近六旬的女
老板在搞服务，每一次端上汤锅的时候，
她总会问一句：“需要什么酒水，点什么
小吃……”我想，这就是她在长期服务养
成的一种习惯吧！有这种营销意识的
人，无论哪个行当都需要。如果一家银
行的客户经理只放贷款，而没有营销存
款、电子银行、理财和代理业务的习惯，
那就连饭店搞服务的女老板都不如，这
样的客户经理不是银行需要的。

营销需要形成文化。一家企业
要行稳致远，就需要一种独特的企业
文化，一家银行要成为“百年老店”，
同样需要一种固有营销文化。四川
农信提出了“多找客户，找好客户”的
营销思路，倡导开展“五大营销”，即

系统营销、分层营销、综合营销、全员
营销、精准营销，这就是四川农信的营
销文化。建立营销先锋队，示范、带
动、传导先进典型的营销经验，将这
种营销文化渗透到各项工作中，潜移
默化地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并逐渐将
其固化下来，形成具有四川农信特色的
营销文化，从而将四川农信打造成“百
年老店”。

营销需要职业道德。良好的职业
道德是每一位公民的行为准则，也是
每一家企业的经营法则。要树立“客
户至上”的理念，牢记“客户满意是企
业生存发展的源泉”，一切为了客户，
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解客户
之所难。如果为了营销而欺诈、蒙骗、
坑害客户，使客户遭受损失，那就无异
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那样只会让自
己的路越走越窄，最终导致客户流失，
步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话说“营销”
◎ 周依春

无意间看到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
个漫画叫做《有一批80后正在集体消
失……》引发了无数80后小伙伴们的
转载。在阐述了 80 后困惑、焦虑、疲
惫不堪、找不到前进方向之后，最后
以一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图画向
人们展现了一副新生的景象，结束语
更是以“更大的世界等你去探索，一
切都刚刚开始”与故事的开始形成鲜
明对比，让人联想到了“置之死地而后
生”的场景。

我也是一名80后，尽管不想承认
人到中年，但看着一批批90后的狂追

猛赶，00后的茁壮成长，瞬间，从不想
长大的童话里被拉回到不得不面对的
现实世界当中。

是的，我们常常困惑，当工作陷入
瓶颈，找不到突破口的时候；当孩子家
长会总是缺席的时候；当父母生病无
法陪伴左右的时候；当同学聚会不敢
出席的时候；当深夜莫名的焦虑无法
入眠的时候。

是的，我们常常恐惧，当突然回答
不上孩子问题的时候；当服务的客户
得不到满意的时候；当站在人前不敢
大声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当犯了错

误无法挽回的时候。
真的就这样了吗？答案是否定

的。即使忙于工作、加班，缺席儿女成
长，但对他们的爱从不曾减少；即使找
不到突破，达不到目标，我们依旧负重
前行；即使已经体会了生活的艰辛和
无奈却依然热爱生活。前进的路上，
我们不曾缺席。

此刻，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那
个画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善与
恶、喜与悲、生与死、成功与失败，都只
不过是一念之间。负重前行，又何尝
不是前程似锦。

负重前行
◎ 刘婉娟

秋天的夜，总是来得有些早，夜幕
低垂，凉意丝丝入骨。

“铃、铃”，正吃晚餐间，电话突然
响起。停杯投箸，接通电话，电话那
头，传来朋友兴奋的声音：“争荣兄，快
看快看，你上电视了……”

“是吗？”我立马打开电视，半天才
回过神，原来是县电视台正重播“‘促
党建助扶贫’农商银行杯广场舞电视
大赛”，耳畔，又响起那熟悉动感的旋
律，浮现出那一幕幕激荡心怀的情
景。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身子不由
自主地跟着节奏扭动起来。

好难忘，那年秋季的一个艳阳天。
一天清晨，突然接到通知：与同事

去县电视台参加单位独家冠名赞助的
全县广场舞电视大赛。

也许是单位领导的器重，也许是
艺术魅力的诱惑，清晨就忙碌得不亦
乐乎的我，欣然受命。虽说从小就五
音不全、唱歌跑调，可偏偏对音乐情有
独钟。平时，不管是什么曲调，只要反
复聆听几遍，就能跟着音乐哼上几
句。于我而言，除了对文学艺术的酷
爱，对于组织广场舞比赛，还是有些经
验的。记得五年前单位曾赞助过一次
全县广场舞电视大赛，从海选到复赛
再到决赛，历时近半年时间。印象最
深的是那次在县城东坪罗马商业广场
的总决赛。虽然被炙热的太阳烤了一

整天，皮肤都晒得黑肿，后来还脱了层
皮，但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只是，这
次大赛比原来的要求更高，要求现场同
步直播，场外观众手机微信上要在第一
时间看到比赛。这，无疑给组织者提出
了更大的挑战。

日常生活中，每当音乐响起，我的
内心深处，总能萌生一种莫名的愉悦快
感，甚至于迸发一种闻之欲舞的强烈欲
望。特别是这次广场舞大赛，听着乐感
十足的舞曲，踩着节奏欢快的步伐，看
着激动人心的画面，这种感觉欲望如影
相随，如同火山般在心头热烈奔涌。

这种欲望，海选现场有过，半决赛
中有过，总决赛时更有过。

这种欲望，在眼神中有过，在心灵
中有过，在行动中更有过。

总想，舞动人生最火热的年华，舞
出人生最华丽的篇章。

总想，走进舞台中央与每个爱好广
场舞的舞者一起嗨起来，跳起来。

记忆犹新，拉开往事的帷幕，那一
桩桩，一幕幕，无比清晰地呈现眼前。

烟溪海选现场，一群年均六十六岁
的阿姨们。正跳着一曲《乡里妹子进城
来》，其中，最大的一个阿姨今竟已七十
八岁了，她们一点都不服老，舞步跳得
轻快，张张洋溢着微笑的脸上，让人仿
若看到了她们的往昔时光。随后，一群
帅哥靓妹跳起了《爱我中华》，精心的编

排、整齐划一的表演，让我们油然而生
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

马路海选现场，一群头戴鸭舌帽穿
着时尚的年轻男女跳起了流行的鬼步
舞，劲爆的音乐加上震撼的舞姿，时时
拨动着你的心弦。马路政府队青年男
女跳的《我的家乡云台山》，把美丽家乡
呈现在观众面前，让人再次勾起对风景
秀丽的云台山旅游观光与投资创业的
向往和热情。

冷市海选现场，大桥水舞蹈队美女
们跳的《明亮的眼睛》，跳出了山区姑娘
那种柔情似水，跳出了农村生活那种欢
快愉乐。龙塘封家村广场舞活力队的

《舞动中国》、羊角塘新溪村广场舞队的
《红马鞍》让人久久回味。

仙溪海选现场，清塘姑娘跳的《红
豆红》，浓浓的烟雨江南味道，把江南姑
娘那种楚楚动人的韵味表达得淋漓尽
致。梅城舞动人生队美女们跳的《茶乡
中国》，跳出了采茶姑娘那种丰收的喜
悦，展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面貌。

当然，最感激动人心的，诚然是东坪
海选现场。获得过市全民舞蹈大赛一等
奖的县城南区城南社区代表队来了，具
有广场舞表演专业水平的阿香美舞蹈
队、县广场舞协会队、县人民医院代表
队、县房产局广场舞代表队来了，还有来
自小淹、滔溪、江南、田庄、东坪等乡镇的
代表队，个个身怀绝技，一展身手……

半决赛时，全县各个海选现场脱颖
而出的四十一支代表队齐聚县体育馆，
争夺十六支参加总决赛名额，那种激烈
场面，完全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阿香美舞蹈队、烟溪红茶名镇代表队、
平口代表队、奎溪代表队、盛世茶都队
等队技高一筹，顺利直通。

次日晚上总决赛，地点是县体育馆。
决赛当晚，月白风高，云淡风轻，比赛场座
无虚席。现场观看或通过手机微信同步
欣赏现场直播的观众超过了 30 万人
（次）。坐在看台上的，难以抑制内心的狂
热。每当看到或动或静或妩媚或刚劲的
舞姿，看到他们娴熟的抬腿、甩臂、扭腰、
转身、跳跃动作，都会为之一震。看到他
们洋溢着幸福的笑脸，伴随着那欢快的节
奏，我的腿也合着节拍不由自主舞动起
来。好在这次广场舞比赛，省市县来了专
业评委，能说能跳，能编排能表演，极有舞
蹈才华。更令我无比惊喜的，有两个男女
评委当场答应收我这个“门外汉”，教我跳
广场舞，那种心情，就一个字：爽！

夜，渐渐已深，窗外，灯火阑珊。
思绪，依旧在这无边的夜空里静静地
摇曳。街道上，路灯依旧在散发着柔
和的光芒。资江对岸的罗马广场上，
依然灯火通明，伴着悠扬的音乐，一群
广场舞爱好者依然还未歇息。心儿，
又舞动起来，站起身，快步朝着罗马广
场走去……

舞动的旋律
◎ 李争荣

岁朝图 杨喜明书法作品 汤家粹

时代答卷，大跨越，多翘楚佳绩创。

复兴征程，新丝路，斩荆棘踏巨浪。

生态优先，绿水青山。

劳动风流，奋斗幸福。

风雨历程，书壮丽史诗，永志不忘。

改革开放，新纪元，民生殷华夏壮。

振兴经济，谱腾飞金曲，中华主唱。

元旦赋词，焉绘尽神州盎！

《念奴娇》·元旦抒怀
◎ 聂婉琳

北京故宫建筑一角 葉慕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