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的日子是由一个个节日串连起来的袁转眼间元旦又要到了遥 近日袁网络
上又开始流传那道残酷的野亲情计算题冶院野假如父母能再活 30年袁我们平均每年回
家 5天袁减去外出应酬尧上网尧睡觉等时间袁每年真正能陪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只有
24小时袁30年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月遥 冶百善孝为先袁尽孝莫等闲遥 虽然这道野亲情计
算题冶的结果未必完全准确袁但它却让我们猛然醒悟院原来袁我们能陪在父母身边的
时间真的少之又少遥

年轻时袁我们总以为还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肆意挥霍袁殊不知时间在不经意
间悄悄溜走袁对父母的牵挂和爱也渐行渐远遥 我们整天在职场摸爬滚打袁总是推说
自己很忙很忙袁于是一年到头也难得见父母几面遥 有时好不容易回一趟家袁也多半
是来去匆匆袁在家的短暂时光还常常被上网或形形色色的聚会占用袁很少在意父母
的生活遥我们整天说野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冶袁却往往吝啬到从来不肯把这种告白留
给父母曰我们每天在外奔波袁却忘记了父母时刻在等待我们回家团聚遥 等到有一天
我们幡然醒悟袁才发觉岁月的风霜早已使父母变成了步履蹒跚尧白发苍苍的老人遥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叶目送曳中说院野所谓父女母子一场袁只不过意味着袁你和他的
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噎噎冶是的袁父母就是那个站在
小路一端袁看着我们渐渐成长袁看着我们渐渐走向远方的人遥

然而袁扪心自问袁为人子女的我们有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聊天了钥 有多久没有
关注父母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钥有多久没有注意父母脸上的皱纹变深了钥节日里袁
别只顾自己潇洒和快乐袁留点时间陪陪父母吧袁哪怕只是陪父母说说话尧散散步尧看
看电视袁或许对他们来说已经心满意足了遥 因为假日是一种对家的眷恋和牵挂袁一
种孝心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袁它给了忙碌的我们野回家看看冶的机遇和借口袁我们何不
借此机会好好陪陪家人钥

我们和父母之间袁不应该只是看着彼此的背影渐行渐远袁而应该是父母把我们
养大成人袁我们陪父母慢慢变老遥

尽孝莫等闲
钟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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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寄语

本来我以为袁大宝长大了袁就算生了二宝袁
我也能应付自如袁但是袁一切事与愿违噎噎

二宝的到来袁让以往的生活乱套了袁同时照
顾两个孩子袁我和老公忙得只恨自己没有三头六
臂遥逛街购物尧看电影旅游等休闲时间袁更是奢求遥
我经常长吁短叹袁感慨自己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
柴米油盐与小孩的屎尿屁中蹉跎袁茫然的生活使
我渐渐颓然萎靡袁丝毫感觉不出生活的乐趣遥

我的一个闺蜜家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袁比
我们二宝小几个月袁 有一天闺蜜邀请我去她家
玩袁见到闺蜜后让我很是吃惊袁只见闺蜜身材恢
复得非常好袁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袁干净利落袁
孩子乖巧可爱袁她这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袁我不
免惊叹袁这哪像两个孩子的妈啊浴

我忍不住向她取经袁 闺蜜说院野我开始也和
你一样袁后来才明白袁所有的烦恼都是自找的袁
何不坦然接受袁然后慢慢地去适应袁去享受遥 冶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袁更是彻底改变了我遥 那
天二宝被绊倒磕碰在板凳上袁右眼鲜血直流遥 我
吓得野哇冶地哭了袁抱起孩子一遍遍叫着他的名
字遥 老公说院野赶紧去医院浴 冶

医生给伤口消毒进行了缝合手术袁 又做了
各项检查袁然后说院野孩子没有问题了遥 冶我们心
中的石头才算落地遥

二宝住院袁我在医院照料遥 一天下午袁我去
开水房接水袁看见一个男人蹲在角落里袁双手紧
紧地抱着头袁浑身抽动着遥 我以为他不舒服袁关
心地问院野需要帮助吗钥 冶他抬起头袁满脸是泪痕袁

喃喃地说院野我情愿受苦受累袁那也是最好的袁只
要她好噎噎冶事后才知道袁他爱人刚查出了恶性
肿瘤晚期袁他瞒着爱人袁一个人跑出来痛哭遥

原来一个人的幸福就这么简单袁 只要爱的
人能陪伴在一起遥

我提着水袁走在住院部的长廊里袁看到许多
病人和家属忧伤的面容袁 整个长廊里充盈着无
尽的悲伤与无奈遥

我忽然感觉袁一家人能好好生活着袁是件多
么难得多么幸运的事情浴

儿子伤口痊愈后袁我们出院了遥 生活依然繁
琐奔忙袁但我却改变了心态遥

每天早晨变着花样为一家人准备早饭袁看
着他们大快朵颐袁我心里美美的曰陪着孩子们嬉
闹袁听孩子稚声叫着野妈妈冶曰周末一家人出去来
一场短途的旅游噎噎我对所有一切都满怀深
情袁终于发现这情深义重的烟火人间多么动人遥

我懂得袁 生活就是 1%的快感和 99%的麻
烦袁幸福不会说话袁她常常躲在暗处袁需要我们
静静地以平和之心体验它的真谛遥

懂得珍惜幸福
王娟

冬日午后袁徜徉在湿地公园野曲径通幽冶的鹅卵石小
径上袁季节袁增添了几许寒意袁刚刚还被一阵凌冽的寒风
吹得发丝凌乱袁随即袁就被暖暖倾洒下来的阳光包裹遥 微
闭双眼袁听闻鸟雀在林子里啁啁啾啾的呢喃袁细嗅身边
木樨树散发出的淡淡草木清香袁我仿佛看到了那个五年
前卧于病榻的我遥

那是我脊髓损伤后病得最重的一次遥 因为血尿而引
发急性肾盂肾炎住进医院袁 每日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遥
悬挂在天空中的冬日袁透过窗户袁送进一片暗淡而昏黄
的光袁显示出一种爱莫能助的无奈噎噎

那个傍晚袁病房门被轻轻推开袁我看到了好好一张
阳光般灿烂的小脸袁紧随身后的是拎着大包小包她的父
母遥 好好是我邻居家的小女孩袁只有五六岁袁人如其名袁
显得那般善良美好遥 好好妈妈说袁得知我生病住院袁一家
人特意赶来看我遥

寒暄之后袁好好妈妈从口袋中拿出一沓钞票递给我
丈夫袁关切地说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袁好好治疗袁需要什
么就尽管说遥 那一刻袁我眼眸潮湿袁平日里袁我们也只是
见面打声招呼袁从未深交遥 几经推搡袁丈夫谢绝了他们的
好意遥 但那种温情袁如一缕阳光撒进我的心扉袁在我野人
生的冬季冶袁 他们一家人的善良如我手中捂着的那个热
水袋袁无声地驱散着我人生的那分寒意遥

远处的河面上袁一艘满载货物的大船驶来袁随船也
带回我纷飞的思绪遥 一阵寒风刮过袁我不由自主地摸向
没有知觉的双腿遥 被包裹在厚厚的羽绒裤中的双腿袁依
然暖和温热遥 望着这条深蓝色的足以挡寒保暖的羽绒
裤袁我想起敦厚和善的冯阿姨遥

当年还在菜场卖蔬菜的冯阿姨袁 与我虽是萍水相
逢袁却如再续前缘般总是牵挂着我遥 记得那天袁寒风刺
骨袁中午袁阿姨赶来看我袁刚进门袁就急匆匆拿出一条厚
实的羽绒棉裤袁对我说院野今天实在太冷了袁我在菜场里
想到你袁就怎么也待不住袁这么冷的天我们健康人都受
不了袁你腿不好更不能受冷袁我就给你买了一条羽绒棉
裤拿来袁你一会赶紧穿上遥 我还得赶回去袁菜场那边还忙
着呢浴 冶说完袁她骑着电瓶车急匆匆离开了遥 我如雕塑般
静默于寒风中袁目送她渐行渐远遥 那一刻袁我无语凝噎遥
这个冬日袁有你袁是多么地安暖遥

冬日阳光撒得公园光影斑驳袁暖意融融袁我沉浸在
那许多温暖人心的往事里噎噎

冬日清寒，有你安暖
李仙云

岁月静好

前几天袁朋友们聚餐遥 觥筹交错间袁
男人们纷纷谈起了工作近况袁 女人们则
七嘴八舌说起了婚姻趣事袁 聊得好不热
闹遥 不知不觉中袁大家随着老刘的话音逐
渐安静了下来遥 原来老刘喝多了袁开始向
大家吐露心扉遥 他说袁现在虽然跻身于单
位中层袁 但因为年轻时频繁变换工作和
行业袁没有做到术业有专攻袁导致如今发
展受限袁现在回想起来很是后悔遥

其实换工作也有好处遥 俗话说院人挪
活袁树挪死遥 适当的工作变动袁可能会带
来更好的效果遥 但频繁地更换工作岗位袁
将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去熟悉陌生的工
作尧环境以及人际关系遥 老刘年轻时则是
刚熟悉新工作袁一旦发现不如己意袁便又
更换袁长此以往袁无所收获遥

其实袁每份工作都有其优势和劣势遥
如果做一份工作不到两三年的时间袁满
脑子都认为这个工作太累尧太琐碎尧重复
性太强袁 抑或是觉得没有挑战性尧 太简
单袁那么劳累尧盲目就会遮住发现优点的
眼睛遥 倘若如果一分为二地看待袁就会发
现袁 机械性的工作另一面则是条理性的
锻炼和毅力的磨练曰 有挑战的工作则是
风险与压力并存曰有社交袁看似风光无限
的工作袁另一面则是每天酒局不断袁身体

难以承受遥
老刘的职业生涯袁突然让我想起了朋

友小李的故事遥 小李刚参加工作时袁勤勤
恳恳袁任劳任怨袁在领导眼里一直是值得
信任的好下属袁好员工遥 可是由于背景普
通尧资质平凡袁他在一个岗位做了 15年袁
一直没有晋升遥 周围的朋友生意上尧工作
上都做得风生水起袁大家劝他赶紧换一个
工作袁现在这个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遥 可
小李却不着急袁 仍旧像刚参加工作时那
样袁 对待每一件工作都一丝不苟遥 后来袁
厚积薄发的小李终于在一次晋升中得到
了机会遥

每份工作都可以做出精彩袁但精彩的
前提是对工作有着系统地掌握尧长期地深
耕厚植遥 如何在机械性的工作上零差错袁
如何在简单的工作中挖掘出不简单的事袁
如何让简单的事做到极致袁如何能正向地
排解压力袁都是职场人要思考的问题遥

换不换工作都是个人的选择袁关键是
放平心态袁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客观的把
握遥 如果换袁但不要频繁袁尽快找到自己
的位置袁瞄准目标袁撸起袖子加油干遥 把
自己变成一颗快乐的螺丝钉袁铆足劲袁深
扎根袁一张蓝图绘到底浴

每份工作都可以精彩
葛少文

人生百味

对于男子汉而言袁橄榄绿无疑是生命中最富激情的一抹色彩了遥 年少时袁怀揣
着一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袁曾几度徘徊于军营的边缘袁却因各种原因终未能遂愿遥

工作后袁单位开展国防教育活动袁组织青年职工参加军训遥走进军营袁穿上那一
身期盼已久的迷彩服袁那一刻袁我顿觉热血沸腾遥 站军姿尧军体拳尧内务整理噎噎尽
管未真正地走进军队袁但我却收获良多遥短短数日袁不仅学会了什么是军人的意志尧
军人的风范袁更让我学会了唱军旅歌曲遥那天晚上袁在紧急集合即将结束时袁教官突
然提出要教我们唱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曳遥 那个又黑又粗实的山东汉子有板有眼
地说院野军歌是战场上的集结号袁 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袁 作为军人袁 哪有不会唱军歌
的浴冶教官的音质并不好袁但声音宏亮尧富有感染力袁在他一句一句的教唱下袁我们很
快便学会了遥 野向前袁向前袁向前浴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袁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噎噎冶军歌
在我们的喉咙中吼出袁那一刻袁我仿佛已经是一名真正的战士遥

军训很快结束了袁带回家的不仅有黝黑的肤色尧钢铁般的意志袁更有我对军歌
的热爱遥之后的日子里袁每当我回想起那段军营岁月袁总不由自主地哼唱起军歌来遥
为了唱好军歌袁 我买来专业书刊自学发声技巧袁 上网时也专门找军旅歌曲欣赏模
仿遥 慢慢地袁我不仅学会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军旅歌曲袁还通过唱歌了解到很多军史
方面的知识遥

因了军歌袁我还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遥那是在一次团委和妇联举办的联谊活
动中袁那天袁当我唱完了一曲叶咱当兵的人曳之后袁一位女孩主动找我聊了起来袁问我
演绎得如此声情并茂,是否有过军旅生涯?而听我讲述着与军歌结缘的故事袁女孩
竟说她也很喜欢军歌袁并说袁军歌唱出的是一种豪情袁催生的是一股精神袁激发出的
是一种动力遥 联谊结束后袁我们互留了电话号码曰后来袁我们约会了袁我们一起聊军
歌尧唱军歌曰再后来袁女孩成了我的妻子遥

前不久袁社区的同志打来电话说袁要到军营慰问,问我是否能唱上几首军歌遥 我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袁我还告诉他袁这次不只我一个人袁我们全家一起唱遥 因为袁六岁
的小儿在我们夫妻俩的影响下袁早已能有模有样地唱起野说句心里话冶了遥

与军歌结缘
陈佳

往事如烟

临窗随笔

我有几个同学兼发小袁从小在一起长
大袁毕业后进入不同的单位工作袁然后很
多同学去了外地袁一去就是几年甚至十几
年遥

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回来探亲的日子
是聚会的好时机袁 也是我们最快乐的时
刻,同学相聚在一起袁喝酒尧K 歌袁欢乐的
气氛一直延续到他们离去遥

发小在身边的日子自然是不同的袁不
能再满足于有同学回来探亲时相聚遥 每
隔十天半月袁心里就蠢蠢欲动袁发小们就
想厮混在一起遥 也奇怪袁总是能让我们找
到聚在一起的理由袁时不时地聚在一起吃
饭尧K歌袁 或是几家人在节假日里带着孩
子袁去湖里游泳袁去郊游踏青袁去农家采桔
噎噎

频繁的相聚和丰富多彩的活动袁让外
地的伙伴们向往不己袁他们在同学群里贴
出各种羡慕忌妒恨的表情包袁并发出早知
家乡的小伙伴这样快乐袁 宁可不考那么

远袁宁可不呆在国外尧北京或上海袁宁可不
当教授尧精英和老板袁只愿留在家乡工作袁
能和小伙伴一起开心玩耍遥

一晃几年过去袁我们的孩子大多从小
学升到中学袁孩子学业渐紧袁大人们相聚
的时刻少了很多遥 偶有相聚袁也是吃完饭
就匆匆分离遥

记得有一次袁大家一起吃完饭袁有同
学提议袁去 K歌吧袁好久没去了遥 可是唱
了没多久袁 以前都是互相抢麦的麦霸袁现
在似乎都觉得索然无味袁 竟然冷场了袁早
早地离开歌厅袁 一起漫步在回家的路上袁
平静无语遥

我知道大家和我一样内心并不平静袁
匆匆离开的原因袁 不仅仅是家中的孩子袁
还有我们的心态遥 已过了不惑之年的我
们袁不再喜欢这热闹的环境遥我们袁已人至
中年遥

不聚是不可能的袁要改变的只是环境
和内容遥 不愿喝酒和 K歌袁我们就来到咖
啡屋袁坐在一起袁听着音乐袁聊着属于我们
的话题袁像是回到校园里的青葱岁月遥 但
随后发现袁咖啡屋原是九 韵后的天下袁在
周围满是小鲜肉的环境里袁我们这群貎似
大叔大妈的人在场袁显得那么突兀袁不合
时宜遥

随后我们转移到了茶楼里遥 茶楼包
间袁既可喝茶袁还可聊天袁而且随意遥 愿来
的都可以来袁喝会儿茶袁聊会儿天袁想走时
随时离去袁直到留下最后的那几个遥 更重
要的是价格便宜袁 可以经常性地开展活
动遥 终于找到属于我们的空间袁原来茶楼
才属于中年人遥

不知不觉间袁白发已染上鬓角袁知天
命的年龄就在不远处招手袁希望聚会能一
直持续袁直到走不动的那一天遥

聚在中年
朱涛

母亲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袁
分配到偏远的农村袁从事农村的基础教育工作遥 母亲热
爱她自己的教育事业袁三尺讲台成为母亲毕生的守望遥

听父亲说袁生下我还没有满月袁母亲就把襁褓中的
我丢给外婆带袁自己拖着虚弱的身体走上讲台遥 母亲心
里时刻挂念着自己的学生袁生怕学生落下课程遥 由于产
后身体虚弱袁母亲在一次讲台上昏厥了过去遥 学校的同
事赶来袁把她送到乡镇卫生院遥母亲苏醒过来袁一看自己
躺着医院里袁挣扎着起来袁要去学校里遥 同事们看在眼
里袁都为我母亲的精神所感动遥乡亲们也都深受感动袁纷
纷拿来鸡蛋尧面条赶到医院探望遥

那时,乡村陈旧观念严重袁不少女孩子小学毕业就
辍学帮家里干农活遥 母亲经常晚上打着手电筒袁挨家挨
户上门做家长的思想工作袁讲述读书的重要性袁只有知
识改变自己的命运遥 有的家庭确实太贫穷袁母亲就悄悄
拿出钱来给孩子报名遥

后来袁单位上解决两地分居袁把母亲调到父亲的单
位去遥 考虑到母亲身体状况袁父亲给母亲安排了一个比
较轻松的岗位遥 母亲找到单位领导袁要求到子弟学校教
书,重返讲台遥 按照母亲自己的话说袁看到坐在教室里一
张张稚嫩而充满渴求知识的脸蛋袁心里便充满了无尽的
活力遥母亲对她的教育事业认真执着袁有责任心袁也有爱
心遥凡是我母亲教过的学生袁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遥含辛
茹苦袁每天批改作业袁备课到深夜遥 父亲看在眼里袁虽然
也有满腹牢骚袁 但看到母亲每天很晚拖着疲惫的身体袁
埋怨的话语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袁只是默默地支持母亲
的教书工作遥

后来袁教育资源整合袁单位子弟学校也划归地方袁考
虑到母亲年纪大了袁上级让母亲走上了学校的领导管理
岗位遥 虽然头上不再有粉笔灰袁但只要走在幽静的校园
里袁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袁母亲就像喝了蜜一般的开心遥

前些年袁母亲从教育战线上退了下来袁开始一段时
间袁闷闷不乐袁无所适从遥 母亲来到学校里袁请求义务当
课外辅导员袁这样就能时不时地到学校走走看看遥 母亲
教书三十余载袁可谓桃李满天下遥 母亲用她毕生的教育
收获了无数的掌声和尊重袁她的生命是烛火袁点燃了爱
的永恒遥

执教一生的母亲
江初昕

1000对情侣袁 有 1000种相处之
道遥 有的情侣相濡以沫尧相敬如宾袁有
的如胶似漆尧蜜语甜言袁也有的以互相
野拆台冶尧终日吵架遥

上学时袁 舍友和她男友就是一对
吵来吵去的野欢喜冤家冶遥 许多人恋爱
是情话绵绵袁他俩恋爱就是天天互怼袁
要是两天没听见两人互怼袁互相嫌弃袁
那准是闹矛盾了遥后来袁她男友要出国
深造袁虽说机会难得袁但一段时间分别
是免不了的遥男友出国前夕袁舍友哭得
昏天暗地袁大家婉言相劝都不见效袁还
是男友了解她袁拿出照相机一阵猛拍院
野来来来袁哭凶一点袁眼睛都肿成桃啦袁
我可要把你这熊样拍下来带出国欣
赏遥 冶但见舍友一抹泪院野谁熊样啦袁你
才熊样浴就你这人见人嫌的袁要不是我
收容你袁谁要你啊浴 冶噎噎刚刚还哭得
像林黛玉般梨花带雨袁 转眼又跟男友
互怼起来袁 留下旁边面面相觑的亲朋
好友遥

好闺蜜徐姐做事雷厉风行尧 冷静

老练袁有野冷面御姐冶之称袁徐姐的老公
却是标准的野暖男冶遥 每天中午 12时袁
徐姐的电话铃声总会准时响起袁 不用
看来电显示都能知道袁 那是徐姐的老
公又来野打卡冶了遥 徐姐拿起手机一脸
嫌弃院野你干吗钥我正忙着呢浴 冶手机那
头嘱咐徐姐降温添衣遥话音未断袁就被
徐姐一阵抢白院野知道啦袁 我又不是 3
岁小孩袁你啰不啰唆啊钥挂啦浴冶身边的
闺蜜羡慕徐姐袁都说这是变相秀恩爱遥
她一脸无奈院野什么秀恩爱啊袁 从大学
恋爱袁 到结婚生子袁 现在都老夫老妻
了袁 哪来那么多甜言蜜语秀恩爱钥 你
说袁 我正给他挑衣服呢袁 他却烦得要
死钥 唉袁你们帮我参谋参谋袁我老公那
身材穿这件合适吗钥冶野哈哈哈噎噎冶众
人都忍俊不禁遥 原来徐姐虽然嘴上嫌
弃袁但是手里的活却没停过袁大中午我
们出来玩袁 她还忙着在手机淘宝给她
的老公精挑细选衣服遥 这野嫌弃冶里藏
着满满滋润的爱情啊浴

欢喜冤家的“嫌弃”
汪秀红

亲情驿站

闲情偶拾

婚姻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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