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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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爱爱的的婆婆婆婆
婆婆去世后， 公公又找了个

老伴， 仅比我这个大儿媳大十余
岁。 妈是叫不出口的， 我喊她阿
姨。 公公的两儿一女很是反对他
再婚 ， 因此他们对阿姨都不搭
理。 唯独我， 跟她合得来。

阿姨是洛宁人， 命很苦。 年
轻时经常遭丈夫家暴； 唯一的儿
子十多岁时遭遇车祸不在了， 大
女儿闪婚闪离， 小女儿又和他人
私奔 。 她自己离婚后单身十多
年， 直到5年前遇到了公公。

阿姨过门时， 我的儿子刚满
月。 当时阿姨有着一份在街上发
宣传单页的工作， 一天四十元。
时常会在下班后和休息日过来帮
我带会儿孩子。 阿姨老实随和，
我俩很对脾气， 所以经常聊天。
有时， 阿姨还会教我做她的拿手
菜。 有时， 她在家做了什么好吃
的， 来时总不忘给我捎些。 阿姨
对我儿子也异常喜欢， 时常会买
回漂亮的小衣服给儿子穿。

人到老年新组建的家庭， 难

免磕磕绊绊。 每每和公公发生矛
盾时， 阿姨总会向我倾诉， 每次
我都细心地聆听， 耐心地劝导。
我生活上有什么不如意， 也说给
阿姨听。 慢慢地我们从婆媳变成
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直到现在， 5年过去了， 公
公的三个儿女及小儿媳依旧不愿
搭理阿姨。 而我则成了阿姨在这
个家里除了公公以外唯一能给她
温暖的人。 阿姨总是用她那最质
朴的行为一点一滴地打动着我。

儿子几个月时， 阿姨得知我带孩
子缺觉头晕得厉害， 于是就把儿
子抱出去让我在家补觉， 谁知儿
子出门就睡， 阿姨坐在小区门口
的石头上一抱便是近三个小时。
事后， 阿姨说把孩子抱回家担心
他哭， 把我吵醒……

人心都是肉长的， 长期和阿
姨相处， 我了解到她的喜好， 也
时常给她买她喜欢的东西。 每次
阿姨眼角都是笑。

阿姨勤俭节约， 几乎不在街
上吃一次饭 。 菜也总是吃廉价
的， 衣服更是没有一件能上得了
场面的， 全是从早市上淘的地摊
货……但却为人实诚大方， 在她
过门半年后， 我们做生意急需用
钱， 阿姨听说后， 二话没说， 把
她打工八年存下的五万元存款全
部拿出来让我们用。 尽管， 我老
公还是不怎么搭理她。

儿子一岁时， 阿姨和公公在
城里租的房子到期了， 于是就回
了老家。 相距远了，不经常见面。

但我过段时间会带着儿子回去一
趟， 每次背包里都不忘给阿姨带
些她喜欢吃的东西。 阿姨和公公
过段日子也会来城里看望儿子。

如今， 儿子4岁多了。 经常
打电话给奶奶， 每次阿姨接到电
话， 听到儿子那稚嫩的叫声， 总
是无比开心。 没隔几天准会风仆
尘尘地赶来， 带着给儿子买的吃
喝的东西， 还有我喜欢吃的菜。

就在前些天， 阿姨顶着大风
又为我送来了她自种的菠菜、 蒜
苗、 青菜、 萝卜， 鼓鼓囊囊的一
编织袋 。 当天下午 ， 阿姨要走
时， 儿子竟抱紧阿姨的脖子说：
“奶奶不走， 奶奶不走……” 惹
得阿姨热泪盈眶。 对这个和她没
有血缘关系的孙子是抱了又抱，
亲了又亲……

我带着儿子送阿姨到小区门
口， 阿姨三步一回头， 挥手让我
们回去……大风把她花白的头发
吹得乱蓬蓬。 那一刻， 我在心里
对阿姨喊： 妈， 路上慢点……

□宁妍妍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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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荐书随笔

“君子” 是孔夫子心目中理
想的人格标准。 他的 “君子” 形
象， 指的是有学识有见识， 受到
过人品 、 文化 、 道德的良好教
育 ， 具备一定影响力的社会精
英 。 “君子坦荡荡 ， 小人常戚
戚 ” “君子喻于义 ， 小人喻于
利” “君子和而不同” ……这些
都是孔子口中的君子， 但是此刻
我只想讲讲君子的三个关键品德
和一个重要特点。

子曰： “君子道者三， 我无
能焉： 仁者不忧， 知者不惑， 勇
者不惧。” （《论语·宪问》） 意即
君子之道有三个方面， 我尚未能
做到： 仁德的人不忧愁， 睿智的
人不迷惑， 勇敢的人不畏惧。 没
错 ， 君子的三个重要品德就是
“仁” “智” “勇”。

何谓 “仁者不忧”？ 仁义的
人是有大胸怀的， 可以不纠缠于
小的得失。 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
真正做到内心安静、 坦然。

何谓 “知者不惑 ”？ 这里的
知并非知识， 而是智慧。 知识只
能帮助我们解决人类已知的问
题， 只有智慧才能帮助我们从容
应对人生的各种未知状况。 “真
正的智慧不是天公的恩赐， 而是
经验的结晶。” 通过读书、 总结、
感悟及与智者同行， 才能找到真
正的智慧。

何谓 “勇者不惧”？ 勇， 就
是那个 “狭路相逢勇者胜 ” 的
勇。 勇敢不仅要求我们战胜来自
外界的挑战， 而且也要战胜源于

我们内心的恐惧。 当我们能战胜
自己的时候， 也就能做到 “勇者
不惧” 了。

接下来， 我想说说君子的一
个重要特点。 那就是君子崇尚实
干， 而非夸夸其谈。 君子的力量
永远是行动的力量， 而非语言的
力量。

“仁者不忧， 知者不惑， 勇
者不惧。” 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子。
不是古之先贤， 而是就在现世、
就在此时。 真君子不去苛责外在
世界， 而把更多有限的时间、 精
力、 修养用来 “苛责” 自己的内
心 。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严于律
己、 宽以待人。

其实， 我们每一位书友都距
离 “君子” 如此之近， 都有希望
成为真君子。 其实， 君子之道就
存在于当下， 也存在于我们每一
个人的内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每一
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 就
从此刻开始吧， 一起努力做一个
温润如玉的君子。

我们离“君子”究竟有多远
□广达路社区联合工会 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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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
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
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
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 出 您 青 年
时的小故事 并 附 相 关图片。 每
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

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冬天到了， 上班族、 学生
少不了买一个暖手宝。 插上电
源 ， 待指示灯亮起 、 5分钟左
右复灭 ， 暖手宝就热乎乎的 。
或双手插入其间 、 或揽入怀
抱 ， 身体立刻温暖了 。 那么
《红楼梦 》 中的人物又是如何
取暖呢？

其一是小手炉 。 《红楼
梦》 第八回： 可巧黛玉的小丫
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 ，
黛玉因含笑问他： “谁叫你送
来的？ 难为他费心， 那里就冷
死了我 ！” 雪雁道 ： “紫鹃姐
姐怕姑娘冷 ， 使我送来的 。 ”
黛玉一面接了， 抱在怀中……
这手炉还可散发香气。 《红楼
梦》 第十九回： （袭人） 向荷
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儿来 ，
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 仍
盖好， 放与宝玉怀内……袭人
是宝玉的大丫头， 伺候主子尽
心竭虑。 袭人原名珍珠， 又姓
花， 宝玉从旧人诗句 “花气袭
人知昼暖 ” 为其命名 “花袭
人 ”。 贾政一听其名 ， 就认定
是宝玉起的如此 “刁钻古怪 ”
之名。

其二是汤婆子 。 宋顾逢
《汤婆子》 云： “皤然一器微，
有用在冬时。 永夜寒如许， 孤
衾暖不知。 少年皆见弃， 老者
最相宜。 却恨无情处， 春来便
别 离 。 ” 汤 婆 子 又 叫 “汤 媪
(ǎo)” “脚婆 ” “锡奴 ” “锡
夫人 ”。 汤婆子说白了就是现

代的暖水袋， 是一种以铜或锡
或陶瓷等材质制作的取暖用的
水壶， 有南瓜形的， 也有扁圆
形的， 正上方开有一个带螺帽
的小口子， 热水就从这个口子
灌进去。 盖子内有厣子， 防止
渗漏。

《红楼梦 》 第五十一回 ：
晴雯笑道 ： “终久暖和不成
的， 我又想起来汤婆子还没拿
来呢 。” 麝月道 ： “这难为你
想着 ！ 他素日又不要汤婆子 ，
咱们那熏笼上暖和， 比不得那
屋里炕冷， 今儿可以不用。”

笔者写到这儿， 蓦然想起
少年时的冬季住集体宿舍的趣
事。 天寒地冻， 没有任何取暖
工具。 一同学从卫生室挂吊瓶
回来 ， 顺手拿了 3个点滴瓶 。
四个人其中的一个人， 只能冷
床睡觉。 不知怎的， 拥有者中
的一个， 早晨不见了灌满热水
的点滴瓶， 问谁都不知道。 却
发现没点滴瓶的那一个床铺空
无一物， 惊看窗外， 被褥湿了
一大片 。 原来她偷拿了点滴
瓶， 晚上睡得沉， 几时蹭开了
瓶盖都不知道。

其三是脚炉 。 《红楼梦 》

第五十三回： 地下两面相对十
二张雕漆椅上， 都是一色灰鼠
椅搭小褥， 每一张椅下一个大
铜脚炉 ， 让宝琴等姊妹坐了 。
脚炉 ， 是冬天暖脚用的小炉 ，
多为铜制。 它是旧时中国宫廷
和民间普遍使用的一种取暖工
具， 与手炉相对而言。 脚炉顾
名思义就是温暖脚的火炉。

脚炉也是铜制， 供人踩在
脚下烘烤御寒， 因此体量要大
许多， 炉壁也要更结实。 除了
家用， 有时外出坐轿时也可以
带上一个脚炉， 脚放上去非常
舒服。 《红楼梦》 第九回： 宝
玉上学去， 袭人叮嘱 “脚炉手
炉的炭也交出去了， 你可着他
们添。” 我常想， 这烧炭的脚炉
让这帮半大小子们拎着不知可
曾安全？ 宝玉、 秦钟尚且腼腆
温柔 ， 宝玉的小厮除了茗烟 ，
还有锄药、 扫红、 墨雨。 这四
个岂有不淘气的， 嬉笑鼎沸起
来安全系数可不太高。

手炉和汤婆子以及脚炉属
于可移动的保暖用具， 至于暖
阁、 炕、 地炕、 熏笼、 火盆等
冬季室内保温采暖， 在此不一
一赘述。

□棽棽《红楼梦》中的取暖“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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