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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

亲情流动

半夜两点多钟，决定自杀的他打电话回家。
不回家了， 我对不起你们， 会考考成那样，
“爸
，我
阿娟昨天又说要分手，我没脸再混下去了。 ”
爸爸静了好一会儿，缓缓说：“你要这样，我也没办
法，我也老了，到哪里找你去？ 你考得不好，大概是我们
没有遗传给你天才；你被阿娟甩了，大概是我们把你生
得太丑，错在我们怨不得你！ ”
们保重自己，我不能尽孝了。 ”
“爸
，你
们的事你就别管了，但你要自杀，有两件事不可
“我
不注意：一是要穿戴整齐，别叫人笑话。 二是别在人家
度假屋里，人家还要靠它赚钱呢！ 弄脏了地方，对不起
人家。 ”
他想了想， 说： “ 爸， 你想得周到， 我会照你吩咐
去做。 ”
最担心的是妈妈， 我不敢打电话给她， 你帮
“爸
，我
我编一个谎话，暂时骗骗她好吗？ ”
死大事都由不得我们了， 这种小事倒计较来做
“生
什么？ 她不会怎么样的，总得活下去，我们不像你们，一
辈子什么苦没挨过？ 早就铜皮铁骨了！ 都像你一样，考
试成绩差一点儿， 女朋友跑掉， 就要死要活的， 我们早
就死掉几条命了，还等到把你生下来？ 把你养这么大？

方便面
心慧
还等得到三更半夜来跟你说这些不知所谓的话？ ”
他被这几句话给镇住了，半晌出不得声。
，那
就这样了……”他突然不知说什么，“都半夜
“爸
了，你怎么还没睡？ ”
今晚又失眠了，肚子饿，起来煮一包方便面吃。 ”
“我
你又吃方便面！ 医生说老吃方便面没有营养。 ”
“爸
人不要太认真。 肚子饿就管不得医生了，没有参
“做
翅吃先拿一包方便面顶顶饿也可以。 ”爸爸的口气突然
轻松起来，“你知道吗？ 我发现了一种方便面的新吃法，
一包方便面、四粒芝麻汤丸一起煮，味道妙不可言。 从
前都不知道方便面有这么好的吃法。 有时候，平平常常
的东西，变个样子来吃，就吃出新味道来了。 ”
爸爸停了停，咂咂嘴，把方才的美味，再体味一次，
然后说：“不过跟你说这些都没用。 ”放下电话，他呆了
好久。 方便面芝麻汤丸， 那种新鲜的搭配简直有创造
性，真亏老爸想得出来！
或许是夜半的缘故，他肚子也饿了，想起老爸在家
里独享家常美味， 小小的客厅， 窗台上有一盆云竹， 一
个盛汤面的精瓷大海碗，一双黑漆描金木筷子，他突然
想：也许明天先试试这方便面再说。
简简单单一碗方便面， 换个吃法， 就能成美味， 更
何况人的一生。

爱的力学
晓月
他是一个研究力学的专家，在学术界成绩
斐然。 他曾经再三提醒自己的学生们：“在力学
里， 物体是没有大小之分的， 主要看它飞行的
距离和速度， 一个玻璃跳棋弹子， 如果从十万
米的高空中自由落体掉下来，也足以把一块一
米厚的钢板砸穿一个小孔。
所以我提醒大家注意，千万别抱幻想能把
高空掉落的东西稳稳地接住，即使是一粒微不
足道的石子！ ”
那一天，他正在实验室里做力学实验，突然
门被“砰”的一声推开了，他的妻子惊恐万分地
告诉他， 他们那先天有些痴呆的女儿爬上了一
座四层楼的楼顶，正站在楼顶边缘要练习飞翔。
他的心一下子就悬到了嗓子眼儿，他一把
推开椅子，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就赤着脚跑出
去了。 他赶到那座楼下的时候，他的许多学生都
已经惊慌失措地站在那里了。 他的女儿穿着一
条天蓝色的小裙子，正站在高高的楼顶边上，两
只小胳膊一伸一伸的， 模仿着小鸟飞行的动作
想要飞起来。 看见爸爸、妈妈跑来了，小女儿欢
快地叫了一声就从楼顶上起跳了， 很多人吓得
一声连忙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他的很多
“啊
”的
学生紧紧抱住他的胳膊， 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
他突然推开紧拉他的学生们， 一个箭步朝那团
坠落的蓝色云朵迎了上去。
险—”
“危
——
“啊
—”
——
随着一声惊叫，那团蓝云已重重地砸在他
伸出的胳膊上，他感到自己像被一个巨锤突然
狠狠砸下， 腿像树枝一样咔嚓一声折断了，眼
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的抢救室里
两天了，他的脑子还算好，很快就清醒了，可是
下肢打着石膏， 缠着绷带， 阵阵钻心的疼痛让
他忍不住倒抽冷气。 他那些焦急万分的学生们
对他说：“你总算醒过来了。 你站在高楼下面接
孩子真是太危险了，万一……”
他笑笑，看着床边自己那安然无恙的小女
儿和泪水涟涟的妻子说：“我知道危险，搞了半
辈子力学，我怎么能不懂这个呢？ 只是在爱里
边，只有爱，没有力学”。
爱没有力学。
在爱里， 除了一种比钻石更硬的爱的合力之
外，再没有其他力学，爱是灵魂里唯一的一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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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

年前， 我是广告公司的普通职员， 月薪
元。 那时候，我最羡慕的同事就是阿蓉，她不
用打卡， 不用坐班， 更重要的是， 她月入过万。 从
其他老同事的口中了解到， 阿蓉是在这家公司刚
创立的时候入职的。 一家广告公司的横空出世，
不仅需要老板有实力， 有一定客户资源， 更需要
能处处站在公司角度考虑问题的员工， 而阿蓉就
是那样的员工。
那时候的我， 常常不明白阿蓉为什么这样不懂
得享受生活， 不懂得利用特权边工作边享受……有
次跟阿蓉去见客户，在路上，我表达了内心的困惑。
阿蓉说： 所谓特权， 其实都是给遵守制度的
员工的，特别是在私人企业。 老板认可你，就会给
你一定的特权， 也有可能随时收回。 如果我真的
像你想的那样， 天天睡到自然醒再来上班， 工作
自然就没有热情和激情。 现在我每天晚上11 点
睡觉， 早上7 点准时醒来， 良好的生活规律让我
有好的身体，也让我拥有不变的工作热情。 而且，
如果我总是不在公司， 老板找不到我， 恐怕他很
快会收回特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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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用特权,就得……
土沁
后来， 我离开了那家公司， 到一家大型广告
公司做策划主管。 这是一家集展会、 网络、DM 杂
志为一体的集团公司。 我加盟时， 正是新一期展
会马上开展之际， 大量工作都堆在案头。 在和相
关的同事沟通了之后， 我把近一周所要完成的工
作一项一项列了出来， 然后从物料准备到流程制
定，我都逐一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
老板看到我写的工作安排说：“ 好好干， 思路
挺清晰。 ”
所有的工作进展都很顺利， 但就在开幕式即
将开始的时候， 突然下起了雨。 原来准备在广场
上举行的开幕式并没有搭建遮雨篷， 也没有考虑
到会有这个意外情况。 虽然这事儿不是我负责，
但看着总统筹着急的样子， 我主动找到展馆负责
人， 请他们立即安排工作人员， 将开幕式背景板
移到展馆中间的大厅。 在大雨倾盆之际， 开幕式
在展馆大厅中顺利举行。
我也因此受到老板嘉奖， 入职不足一个月的
我， 提前转正。 两年后我已经成了这家公司的副
总经理， 同时， 我也有了当初同阿蓉一样的特
权—
—— 不
打卡， 不坐班， 有事无须请假…… 所有
的同事都羡慕不已，一如当初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