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 文化周刊·茶坊 ]
责编：付宇峰创意：陈亚莉质检：尚青云

版

2017

年7 月17 日
星期一

·

家有儿女

陪你长大
似乎在不久前，他还是那
么小，陀螺似地在我眼皮底下
晃悠， 一会儿不见， 便拼命地
哭着喊着找妈妈。
小小的他，那时才学会走
路，才学会叫妈妈。 只要我外
出归家， 开门的一瞬间， 他总
是第一个跑过来，一边慌着去
接我手中的包，一边口齿不清
地指着拖鞋“嗯嗯”地说着， 意
思让换鞋。
有一次，我和爱人起了争
执。 他冲上前一把推向他爸
爸，“去！ ”那愤怒的神情，那试
图保护妈妈的认真，是那么的
纯真可爱。
他在长大。
他有了同学， 有了朋友，
有了老师，也有了对外面世界
的好奇。 直到有一天，我诧异
地盯着他贴在卧室门上“ 闲人
莫入”的字条哭笑不得时才意
识到： 他已不再是我的小宝
贝，他渴望长大，渴望被尊重，
渴望成为独立自主的自己。
这种长大的变化让我一

张杰
下子接受不了。 他不但长了身
体，还长了心思。 他不但紧紧
关上了他的房门，也对父母关
上了他的心扉。
有一次，我从他屋里没收
了一本课外书， 他黑着脸几天
不理人， 进进出出都把门锁得
死死的， 无论我怎么温言细语
地跟他说话，总是碰一鼻子灰，
更进不了他的门。 很多天以后，
他才释然。 而我也从这件事情
中意识到自己的不妥之处， 并
及时与他进行了沟通。
再后来， 突然有一天， 我
发现一张小小的纸条和一串
精美的手链羞涩地躲藏在一
堆书中，诉说着对一个人悄悄
的喜欢。 说不出是高兴还是担
忧， 不知道是无奈还是焦虑，
我只是悄悄地把它放回原处，
就好像不曾看到。 我知道， 那
是一颗少年纯真的心，对爱情
最初最美的向往。 有一天它们
不见了，我仍装作不知道。 怎
能会不好奇？ 怎能做到不去关
注？ 只是懂得了更多的尊重，

允许孩子有自己的秘密和想法。
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孩
子离父母越来越远的过程。 终
有一天， 孩子会真正长大， 会
有他喜欢的人，会走他自己的
路，会过他自己的生活。 会有
笑，也会有泪；会有甜，也会有
苦；会有风雨，也会有彩虹。 他
稚嫩的肩膀， 会逐日厚实； 他
羸弱的身体，会日渐强壮。 生
活将会赐给他一切他应遇到
的，让他成熟，令他坚强。
看着他走向高考考场的
那一刻， 真的觉得他长大了。
感慨欣慰之余， 也意识到， 陪
伴孩子的日日夜夜，终将被岁
月的日历翻过去， 以后的日子
和将来的路， 终将由他独自去
走。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
孩子优秀甚至卓越，可是，那毕
竟是少数， 大多数孩子终将平
凡而普通。 我只是希望我的孩
子有一颗善良的心， 有一种担
当的精神，在以后的生活里，无
论面对任何挫折， 都能积极向
上，努力奋斗，快乐生活。

一位好看女生，经常伫立水边。
少年暗恋已久，总是踌躇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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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旅行，不是去凑数
你说我说

广美
来都来了。 ”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旅行口
头禅 就是因为这四个字，导致了很多有知名度却没
有任何美味的饭店， 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看点的景
点， 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可欣赏性的演出， 永远都是
人满为患。
我自己就常常被这些长龙般的队伍误导，哪怕之
前觉得这个地方可去可不去， 但看着长长的队伍，又
想着反正“来都来了”，就卷进了这样的漩涡。 吃完、看
完后便后悔不已，回想起刚才的长队：“这些排队的人
都是怎么想的？ ”
答案很简单，每个人都一样：“来都来了。 ”“来都
来了”，综合着无奈和侥幸。 我们还会在内心存有那么
一点希望，万一事实并不像自己预想的那么差呢？ 但
结果总是令人失望。
东京迪士尼是迪士尼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最赚钱的
一个度假区，每天都是人满为患。 到了那儿，你会发现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有些人用飞快的速度穿行在不同
的游乐项目之间，他们有着全能的攻略，知道两点之间
最近的路线，知道什么项目在什么时候排队的人少，知
道哪些项目可以省略，哪些项目必须参加。 他们通常只
会在这里待上一天的时间，而这一天，用他们的话说就
是：“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来了，要玩儿够才行！ ”
也有不少人，彬彬有礼地排队，耐心地等待，气氛
轻松许多。 他们来一次可能只会玩几个固定的项目，
而其他的可以等到下次再说。 对于这样的家庭而言，
他们是来度假的，不是来赶场的。
问题的症结并非距离远近和便利与否， 而是“ 我
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来了”所带来的焦虑。 本该是好好
享受的旅行， 被紧张、 焦灼、 不耐烦等情绪引导， 从而
让整个过程像极了考试到了最后，却还在答最后一道
大题的节奏。
诚然， 有些地方你一辈子可能真的只会去一次，
但正因为这样，你才更应该好好地享受它。 如果把全
部的精力都用在“玩完”上，就没有精力“玩”了。
在我看来， 对于每一个值得玩味的目的地来说，
每一次“再去”都可以算是一次全新的旅行，对一个地
方的反复旅行会让你明白， 那里拥有太多不同的切
面，你无法一次看到，只能通过“重游”去体会。 这样你
才会开始对比，开始探索，才会在已知中探索未知，在
熟悉中寻找陌生。
“
。

妙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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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一刻

心如止水

人们常说， 平淡是真， 宁
静是福。 心态的宁静对于人生
有着重要的作用。 心如止水，
便可以感受到美。
心如止水， 要的就是一
种释怀。 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曾经耿耿于怀的事情， 多年
后已经找不到当初让你介怀
的理由。 这个时候心是平静
的， 因为那些所谓放不下的
情愫， 在你看来， 已经成为可
以原谅的回忆， 心如止水， 何
须梗塞。
心如止水，要的就是一种
淡泊。 真正淡泊，不是你在历
经沧桑后蓦然回首才发现的
真谛， 它无处不在， 只是常常
被忽略。 年轻的时候， 我们觉

殷天堂
得青春应该飞扬， 可曾想过，
坐看云淡风轻也别有情致？ 淡泊
了气盛的年华，事情就变得显而
易见了，淡泊，让心如止水。
心如止水，要的就是一种
宁静。 如果能够在喧嚣的世界
中找到一份专署的静， 不同于
繁盛的夏季所听到的风铃， 不
同于鬼魅的夜晚投影的月光，
不同于追忆似水年华时所发
出的感慨，像是有一滴水滑落
到湖泊。 这个时候， 一切静的
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 可以仔
细听见，心在说话，不如宁静，
让心如止水。
心如止水让我遇事不再急
功近利，不再浮华躁动，从而学
会以平常的心态去审视事物。

智商堪忧

多少年、 多少事， 已如过眼烟
云，只识弯弓，回忆是美好的，
又是痛苦的， 人生的美好只属
于青年时代， 那是梦幻飘飞的
年代。 往事已随风而去，看清、
看淡、 看远， 是我们做人的底
线，也是我们做人的砝码。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不断
增长， 我游走于忙碌的人海，
越来越深刻地领会到这个社
会的不安与浮躁。 我渐渐意识
到一颗宁静的心能给自己带
来的巨大潜力。 心如止水可以
让我更加稳重、老练。 在这个
嘈杂的世界， 我需要片刻宁
静，让心灵小憩。
平静做人， 平静处事， 心
静如水，心如止水。

我有一个堪称二货的朋友， 真的很二。 一天她从
机上取钱，密码输错卡被吞了，给我打电话。 友：“我
银行卡被机器吞了。 ”我：“身份证带了没？ ”友：“带了。 ”
我：“用身份证就能取回来。 ”三分钟后，她哭哭啼啼地再
次打电话给我：“你个骗子，我身份证也被吞了！ ”

ATM

看上哪一点

家里新买了一瓶辣酱，我费了半天劲也没能打开，
于是递给我爸。 我爸也拧了半天，无果，遂放置一旁。
过了一会儿， 我妈做完饭出来了， 看到餐桌上还
未打开的辣酱，拿过来用了不到十秒就给拧开了。 我
爸沉默半晌，对我憋出了一句：“当年我就是看上了你
妈武功盖世……”

要带谁去

今天去公司培训， 开会的时候领导说要组织
大家去爬山， 要求是男的必须要带一位女士， 女
的也要带一位男士， 还要合影留念， 然后明年的
今天带相同的人故地重游。
会后我问同事李哥： “ 你打算带谁去呀？ ” 李
哥： “ 我还是带我妈去比较稳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