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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来，本人也有
40多年的“酒龄”了，喝酒

“四个阶段”“五部曲”，也
经历无数。有句顺口溜：

“酒，装在瓶里像水，喝到
肚里闹鬼，说起话来走嘴，
走起路来闪腿，半夜起来
找水，早上起来后悔，中午
端起酒杯还是很美！”对此
有深切体会。

我在赤峰工作近20个
春秋，结交了很多好朋友，
也有一些“酒精考验的好
朋友”（酒友）。1986年10
月，一纸调令把我调回报
社总部。酒文化源远流长，
喝酒的理由五花八门。喜
庆典贺，喝之；诞辰祝寿，
喝之；婚嫁迎娶，喝之；饯
行接风，喝之。我要调离赤
峰了，赤峰的好朋友们少
不了设宴为我饯行。那些
天，真是天天高朋满座，推
杯换盏，叙说友情，情谊浓
浓。那天晚上，谁设的宴记
不清楚了。在一家饭店十
多个人满满一桌，猛喝了
一通。喝到那个程度，已经
没了时间概念，估计10点
多了，大家酒足饭饱，散席
之后各自回家。那天晚宴，
我的内弟也在座。因为我

们两家住前后院，正好同
路。当我们走到他家门口，
他就请我进去坐坐。我们
刚才喝酒正在兴头上，有
些意犹未尽，我也明白他
的意思，也就进去了。其实
时间不早了，他媳妇和孩
子已经睡下了，人喝酒喝
多了，脑子“一根筋”了，考
虑不到那么多。听到喝酒
人不知轻重的动静和开门
声，他媳妇起来，从卧室走
了出来。“弄两个菜，姐夫
我们俩再喝两杯！”内弟对
他媳妇下命令道。他媳妇
是个明事理的女人，就算
内心里十分不乐意，也当
着我这个姐夫给足了丈夫
面子，二话没说进厨房，不
一会儿端出来两个热的、
两个凉的四盘菜摆放在饭
桌上。接着，我们俩每人差
不多又喝了二两多吧。那
时候，我还比较清醒，毕竟
夜很深了，第二天大人还
上班，孩子还要上学，我就
告辞回家。我内弟执意要
送我。其实，我们两家距离
并不远，走大路绕一点，20
分钟就到，抄近路不到10
分钟，但穿过家属区，还得
爬过一处墙豁子，不太便

利。我觉得他喝多了不让
他送，可他不干。内弟是个
十分忠厚老实之人，平时
话不多，我们俩关系很好，
他很听我的话。可今天喝
高了就不是他了，我们俩
僵持了半天，最后也就同
意他的意见。喝醉酒的人
一般都认为自己没喝醉，
而认为对方喝多了。其实，
可能两个人都喝多了。于
是，我们俩勾手搭肩，拉拉
扯扯地走出他们院，不约
而同地选择了抄近路。两
个醉汉东倒西歪，在夜深
人静的家属院里竟如入无
人之境，高谈阔论，走到两
院中间发现隔得一堵墙不
见了，换成了一条深深的
沟（后来得知是埋暖气管
道的，一米深，90公分宽的

壕沟）。酒壮人胆，壕沟何
所惧？我一跳，还真跳过去
了，而内弟没跳过掉进了
壕沟里，我好容易把他拽
了出来继续走。进了我们
家，老婆看我们俩满身酒
气，一身泥土的狼狈相，没
有一点好脸色，上来就训
斥了一顿。

“姐，拿酒来。我和姐
夫再喝一点！”内弟说。“没

酒。有也不给喝。看你们都
喝成啥样了，还要喝！”因
为是弟弟，她也不客气。

“就喝两盅，喝两盅我就
走。”内弟说。老婆无动于
衷。这时候，我便来劲儿
了，说：“喝两盅就喝两盅
嘛！人家好心好意把我送
回来了，两盅酒都不给
喝？”看我自己摇摇晃晃去
找酒，老婆也没办法了，拿
出酒和酒杯，给我俩倒酒。

“说好了啊，就两盅，
一言为定！”老婆说。“一言
为定！”我们俩每人喝了两
盅，再看没有希望了，内弟
起身要走。“我送你！”我始
终认为自己没有喝多，还
记得刚才内弟掉进壕沟的
事，怕他掉进去爬不出去。

“这么晚了，你还送啥
呀？吵吵闹闹的，楼上楼下
的不骂才怪呢？”老婆极力
阻挠我，可我哪里听得进？

“人家把我送来了，我不送
人家，不够哥们！”我说。

“那今天夜里你们俩就来
回送吧。别睡觉。”老婆赌
气地“哐”一声关了门。我
们俩又勾手搭肩地来到了
刚才的壕沟旁边，这一次，
内弟还是没有跳过去，我

也没有跳过去，双双掉进
壕沟去了。两个人正在手
忙脚乱地一个往上爬，一
个在后面推的时候，从前
边内弟媳妇领着两个姑
娘，后面我老婆领着两个
儿子不约而同来到壕沟
边。原来，我们俩这么一闹
腾，把孩子们也都弄醒了。
孩子们可能对大人们的行
为百思不得其解，默默地
看着我们。经过两位夫人
动之以情，晓以至理，或软
硬兼施，或恩威并用，总
之，经过一顿“谈判”，最后
达成协议，“酒送”到此结
束，各自回家。

这一次“酒送”，多少年
来一直是两家的“笑谈”，每
次见面老婆孩子“旧事重
提”乐呵一通。这其中多少
有点他们“添油加醋”的成
分，但基本情节还属实。前
不久，内弟两口子来呼和浩
特市看我们，见面当然要
喝酒，喝酒的时候，“酒送”
这段故事自然又是不可或
缺的一道“菜肴”。距今30
多年过去了，我们都年逾
古稀，酒是喝不了那么多
了，但这个故事依然那么
温馨！ 文/岱 钦

一轮圆月明晃晃地挂
在天上，咬一口汤圆，里面
的鸭蛋黄也圆圆的，黄黄
的，一低头，一抬头，发现这
鸭蛋黄恰如天上的明月。

年味在元宵节的爆竹
声中走向高潮，却也在年
的尾巴稍上点了一个句
号，句号也圆圆。

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都在难忘今宵中结束。元
宵节的夜晚更难忘，因为
吃过象征团圆的汤圆，亲
戚朋友将奔向天南海北的
远方。

小时候盼年，盼过年
的喜庆气氛，过年可以穿
新衣服，吃美味。过元宵
节，最期盼的就是母亲滚
汤圆了，汤圆在手心里滚
来滚去，滚去百病，滚出圆

满的一年的希冀，我们看
着圆圆的汤圆就情不自禁
地唱起那支脍炙人口的歌
谣———情不自禁的哼唱起
那脍炙人口的“汤圆歌”：

“卖汤圆，卖汤圆，玄哥的
汤圆是圆又圆；一碗汤圆
满又满，三毛钱呀买一碗；
汤圆汤圆卖汤圆，汤圆一
样可以当茶饭。”那时的母
亲一边滚汤圆一边听我们
唱歌，一脸的幸福感。

而现在，对物质的期
盼已变淡，过年更多的是
一种仪式感，是一家人团
圆的浓浓的亲情氛围。

当我们吃着热气腾腾
的汤圆，望着门楣上贴的
火红的“福”字，再看看父
母头上的白发，脸上被岁
月风霜刻上的皱纹，心头

就涌动着祝福，祝福父母
健康长寿！祝天下所有人
都能获得幸福！这团团圆
圆的汤圆又何尝不是一种
祝福呢？

人生不过百年，说长
也长，说短也短。一家人和
和睦睦是幸福，事业有成
也是幸福，平安健康是幸
福，知足常乐也是幸福!

无论过去的一年有多
么艰辛，吃过汤圆，在亲情
的抚慰下把伤痛抚平，然
后，踩着故乡的热土，奔向
远方，尽管远方不一定有
诗意，但是，亲情浇灌出来
的春花会一直芳香在心
头，无畏无惧地拼搏，岁月
不会薄待肯于奋斗的人，
走在奋斗的路上的人最
美。

心中有梦想，走在追
梦的路上，总有一天会圆
了我们的梦想。

爆竹声声辞旧岁，祝

愿走在路上的人们，拥有
圆圆的梦想，圆圆的心情，
圆圆的爱情，圆圆的运气，
圆圆的收获！ 文/宫 佳

思露花语
人生向善，故择善而

从，善莫大焉；生命守善，

故从善如流，善行天下。

志者的人生把加法

做到极致，故该拿起的时

候及时拿起；智者的人生

把减法做到精致，故该放

下的时候适时放下。

人生，不是因为无

所谓，所以才了不起；而

真正的了不起，是既有

朝气，且朝气蓬勃，又有

意气，且意气风发，更有

血气，且血气方刚。

生存，有些事情顺

其自然即可；生活，有些

事情则须然其自然。二者

相较，前者只需以变应

变，后者则可处变不惊。

知识和智识、智识

和智慧，三者相关却不

相同，故人生能变知识

为智识的，才有卓识，进

而能把智识变为智悟

的，则是智慧。

阅历丰富的人，良

好的思考习惯和科学的

思维方式使其成为令人

钦羡和追慕的思想者。

有底气，对许多人

而言，关键时会增长志

气；有志气，对所有人而

言，关键时会增添勇气。

俗话说：坚持就是

胜利。它的意味有时是：

只要坚持，美丽的风景

就在转弯处；只有坚持，

美妙的风光则在转身

处。

不做恶人，拒说恶

语，才会远离恶运；真做

好人，常说好话，才会频

交好运。

君子之交，终生之

幸，故被美誉；小人之遇，

一面不和，则被嘲讽。

做事，偶而犯傻，不

过仅是一时的糊涂而

已；做人，切忌犯贱，即

使就一次也是人格的卑

微。

无论谁，也无论做

任何事，如果只出了八

分力，还不能说是尽力

而为，而如果用足了十

分力，甚至十二分力，那

才是全力以赴，甚至奋

力而为。 文/巴特尔

元宵节的圆

2019年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洽谈会暨春季人才云服务交流大会通知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定于2019年3月2~3日（星期六、

日）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呼和浩特市东二环与大学东路东口交汇处）举

办“2019年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洽谈会暨春季人才云服务交流大会”。洽谈
会预设620个展位，提供3万多个岗位。参会人员必须携带二代身份证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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