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天女儿突然摔倒在地上，

哭起来。我赶紧去扶她：“摔疼了

吗？谁摔你了？”女儿泪花滚动

着，指着那块地说：“疼。它摔我

了。”“看爸爸怎样收拾它，敢摔

我女儿。”我用脚使劲跺着那块

地说，女儿破涕为笑了。我在生

活的道路上也摔过跤，伤心过，

落泪过，可我没有那么快就调节

好自己的心情。

社区不远处的超市前在路

演，主持人鼓动围观人说，谁的

掌声多就有机会得到礼品。女儿

小手掌起劲地鼓着，没想到主持

人还真扔给了女儿一个小礼品。

女儿教训我：“你不鼓掌，当然就

没你的份啦。”想想也是，生活就

是这样的公平：你不参与怎么会

有好机会降临到你身上呢？

女儿由奶奶照料比较多，我

问女儿跟谁最亲，她说跟奶奶，

还不忘当众亲奶奶一口。我很惭

愧，对于从小养我长大的母亲，

我很少那么直接地表达爱意，甚

至一个拥抱都没有。

女儿，因为有你，我心中时

时流过感动；因为有你，我心中

常常满溢着爱。

女儿，你是我的宝贝，你是

我心中的小天使，你如美玉一般

晶莹剔透，我如何能成为瑕疵？

因为有你，我只有慢慢完美成另

一块玉。

孩子的心是纯真透明的，充

满真性情。向孩子学学吧，让心

灵多一分快乐，让生活少一点俗

味。

孩子，你是我的老师。有时，

我真的需要向你好好学习。

文/刘代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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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拼盘

◎◎人生絮语

◎◎饮食男女

心窗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

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总有

一些小事令你不能释怀，影

响着你的心情，把它记录下

来，让它成为岁月的书签。

为了方便发稿费，请在

您的投稿后面附上中国银

行的卡号及姓名，谢谢对我

们工作的配合！

电话：0471-6635311

Email：bfxbcyws@163.

com

种菜那些事儿！
今年的蔬菜总感觉种的有

点儿晚了，长势不是太好，苗子

到现在也是不大点儿，死下不往

起长。

追其原因，是我一直想对平

台上的菜园子进行一次改造，做

一组铁架子或者木架子，再定制

一些木头箱子，这样就使我的菜

园子有了一个立体的空间，地方

也节约下了，平台也美观整洁

了。就那几天，侉侉说：“三哥，我

这几天就给找人做哇。”我告诉

他很麻烦，还是算了。侉侉说：

“不麻烦。叫来人量一下尺寸，再

根据你的想法，一两天就闹起

了。”

之后，我一直是按照新菜园

完工后再进行一系列的布置施

肥种菜思路打算的了。而侉侉其

实早就把他自己说的话忘了，根

本没有动弹的样子。其实，我心

里还是很着急的，每一次想和侉

侉提醒这件事，可是话到嘴边又

打住了。心想，你总得给侉侉一

次自己实现自己诺言的机会吧！

虽然我在以后的几天里，专门和

他打擦边球探讨过今年种菜的

愿景，而侉侉都是顺着你的思路

帮腔，就是不提他说过的事。后

来我才知道，你和一个装睡的人

怎么能叫醒他了？

现在看来，侉侉其实不是健

忘，而是装睡叫不醒。侉侉的战

略战术其实也是很清晰的，那就

是———拖！一直拖到4月30日，他

和二骡子开车回河北老家搭礼，

以及去河南和山西绕了一遭，彻

底的把我拖在了黑豆地了。从而

活生生地给我上了一堂什么叫

从渴望—希望—失望到绝望的

人生履历。

我记得那天一个人孤苦伶

仃地坐着公交车去保全庄买秧

子回来的时候就发布了一条微

信：“种菜！今年的蔬菜种的晚

了，原因是侉侉主动答应要给我

在平台上焊接架子，那样蔬菜地

就不再是平面的了，而是立体

的。可是等了一顿也不见有任何

反应。不能再拖了。”

这条微信发出来后，在外地

学习的媳妇儿说：“不是侉侉要

给你改造菜园子吗？”而此时的

侉侉正在这和二骡子游山玩水，

他看着我这条微信偷笑了，回来

时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亲自检

阅了我上午才种下的菜地。还

说：“唉！你急甚了。我赶哉不是

回来给你闹呀哇！呵呵！”

菜长势不好还有一个根本

原因是，今年由于一直等侉侉改

造菜园子，就误了去郊区拉粪

了。那天急抓了，买回秧子就直

接种进去了。你说“种地不上粪，

顶如瞎胡混。”这个道理谁也知

道了哇？可是秧子已经种进去，

如今已经长成苗子了，底肥不

足，化肥咱又从来不敢用，这该

怎么办好呢？

穷则思变。于是，猛地一回

头想起了我家的猫虎虎了。打春

的那段时间，箱子里的土也消化

了，猫虎虎每天出去就直接屙在

了箱子里了，事后人家还自己精

心地用爪爪埋住，生怕跑了味道

了。可自从我在箱子里种上菜

后，猫虎虎就再也不进箱子里屙

了，又改回家里的猫砂盆里屙

了。我知道我家猫虎虎是怕把苗

子踏死了，这样它知道我会洗刷

它的。多么懂事的一个猴娃娃！

为了让猫虎虎多拉快屙，我

这几天偷悄悄地给猫虎虎加大

了食量和次数，使它从过去的每

天屙两次半，猛增到了昨天的四

次。我想，按照这个次数来生产

粪，我平台上的32个箱子、花盆，

每8天就可以轮回一次施肥，也

就是一个星期多一点儿，按照这

个速度，猫虎虎完全可以身体力

行地实践我用猫粪种菜的奇迹。

侉侉的一不小心的装睡，却

成全了猫虎虎的大有作为，我这

是何乐而不为呢？猫虎虎，你尽

情地吃哇！尽情地屙哇！只要你

吃的不像一头猪，我估计谁也发

现不了咱俩的秘密。文/杜洪涛

老公的“坏毛病”
结婚后，才发现老公有个

“坏毛病”———那就是无论吃什

么，在吃之前他都要先吃一口然

后才给我，对于他这种行为我甚

是厌恶，我甚至疑心他是否得了

一种什么怪病。

有一回，我身体不适去看中

医拿回了一包药，老公亲自为我

煎药。药煎好后，他用勺子轻轻

呷了一口，我看见了骂他：“你到

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药，不是

米饭，怎能随意乱吃呢？”他则笑

嘻嘻地说：“没事儿，你能吃我也

能吃！”说完在那碗药里放了几

颗冰糖，然后拌匀拿到我身边。

我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本想不

喝了，结果老公却笑嘻嘻地拿起

勺子一点一点将药送到我嘴里。

由于他放了几颗冰糖，药一点苦

味都没有，我很快就喝完了。老

公看着我喝完后满意地笑了。

尽管我曾多次强调不允许

再把吃过一口的东西给我吃，可

是他总是没有把这毛病改掉，有

好几次我曾因此而和他赌气，可

每一次都招架不住他对我的温

声细语的哄。

直到有一天，我在一本书上

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对夫

妻，每次在吃东西的时候老公总

是会先吃一口然后才给妻子吃，

妻子觉得很奇怪也很生气，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却笑而不

语。一天，他们俩在吃水果，老公

照例先咬一口然后把咬过的那

只水果递给妻子，妻子生气了，

一把将老公手上的那只水果抢

了过来，也咬了一口，结果刚到

嘴里就吐了出来———那只水果

是酸的！而她手上的那只却奇甜

无比，那一瞬，她哭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想起昔

日，每次吃东西老公都要先吃一

口：夏天喝粥，他尝了一口，太烫

了就拿来扇子把粥扇凉到合适

温度再给我；冬天吃饭，他尝一

口，太冷了就拿到微波炉里热好

了再给我……此种情景一一浮

现在我的眼前，想着想着，突然

一股热泪喷涌而出，漫湿了我的

眼眶…… 文/甘 婷

向孩子学情商
女儿八岁了。她不高兴了就

会大声地哭，高兴了就会开心地

笑。想想我自己，每天脸上像挂

着面具，痛苦时禁锢着每滴眼

泪，告诉自己要坚强，得意了装

作很平静，心里告诫自己不要忘

形。

女儿不小心把苹果掉到地

上，她连忙捡起来，用小手拍着，

怜惜地说：“苹果不哭，苹果不

哭，摔疼了吗？”而我，早已没有

那颗敏感细腻的心灵了。

一根棒棒糖、一串肥皂泡，

就可以给女儿带来一整天的欢

笑，孩子是那么容易满足。而我，

可以几天脸上都不见舒心的笑

容，整天想着怎样挣更多的钱。

女儿喜欢大自然，喜欢花鸟

虫鱼，喜欢草木河山，常让我领

着她去玩，常常是沉醉不知归

路。而我，每天忙得身心疲惫，不

知道该去消遣消遣，享受享受生

活，更少有俯拾皆是的欢乐。

女儿在社区里见到小伙伴

就能跟人家玩成一块儿，还热情

地邀请小朋友去我家玩。而我，

和左邻右舍相居多年，竟然互不

相识———成人的戒心总是这么

沉重。

女儿喜欢超市门前的摇摇

车，不让她去玩就哭闹，每天下

午都要去玩一会儿。想来自己也

曾发誓坚持每天写一篇文章，后

来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对

爱好没有一点执着之心。

◎◎城市动画

善待中年
周末，赶一趟绿皮火车回了

老家。

年少求学时，回家很频繁。

有漫长的寒暑假，各种闲散节日

及周末，还有一颗思乡的少年之

心。而今中年，客居异地，又成家

立业。每每想回家，总因种种俗

事被耽搁。

人到中年，回到老家已然有

些生疏。静谧的山夜，卧躺老旧

的木板床，辗转无睡意。

从落满灰尘的书柜上，找出

一本高中写的日记，纸张泛黄，

字迹深陷有些模糊。来回翻阅

时，看到了一张十年前的自照。

背靠葱郁的群山，秋阳夕照，长

发及耳，一脸清愁。

想起当年，在山村中学，男

生留长发非常流行。家长老师三

令五申，我们仍无动于衷，我行

我素。记得那时，一位姓刘的语

文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过，这

头发一长，思想就乱了。

我还他善意的微笑，因他与

父亲年纪相仿。但在当时，我觉

得他的话十分可笑，不可理喻。

头发与思想，两样不沾边的东

西，怎会有关联？

拿起旧照片端详，十六七岁

的我，瘦小蜡黄的脸深藏发间，

眼神轻蔑不可一世。再看看现在

的自己，目光温和，头发半寸之

短。久久凝视照片，我的喉咙有

些哽咽，心中感慨万千。

重新咂摸头发与思想。如今

觉得，长乱的发丝真的能蓄积纷

纭杂沓的思想。尤其在年轻气盛

的时候，容易理不清，剪不断。

突然想起，多年前大学毕

业，一群人跑到学校前的护城河

圩埂上。男男女女，围坐一起。几

杯啤酒下肚，有人哼唱：“走吧，

走吧，从此各路天涯。走吧，走

吧，你想起我，我回忆她。”夏风

将这些散词断句吹入耳畔，回声

阵阵。几个女孩低声落泪，默默

不语。我们男生，不停地推杯换

盏，脸颊涨红。

眨眼间，一只脚已迈进了烟

火围城。曾经一起逃课游玩，一

起写诗谈情的兄弟姐妹，现今身

在五湖四海，各自躲进碌碌尘

世，日月操心柴米油盐。

中年蜗居闹市，身心疲累。

儿时的故乡难以回去，美好的青

春无法重返。远有父母垂垂暮

矣，近有幼儿亟需待养。

中年事多，更要保持健康活

力的身体，时常走进大自然，带

着爱人和孩子，亲近一朵花香，

闻一闻季节的味道。

中年繁杂，学会怀揣一颗少

年心，抽点空暇，静处一隅，听几

首喜欢的歌，泡一壶清茶，与旧

时光来一场约会。

人到中年多不易，应善待自

己，放松身心，看淡功名利禄，人

世纷扰。 文/汪 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