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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
不论天涯远
休言荤素宴
夜深一册书
心纳万千变

撸串儿
朋友相约撸串
路边畅聊开怀
散席一看脚下
阿狗已经肚歪

淘金
千沥万淘洗
沙中始得金
多少为难事
只当修行心

功夫
虽是毫末技艺
仍算顶上功夫
即使型如狗啃
也要尊重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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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微信朋友圈， 看到一位老人写
的文章，瞬间泪湿眼眶。老人写的是小
学同学聚会，是阔别五十年后的重逢。
但最让人感动的， 是他对旧日时光的
温馨记忆。

老人仿佛坐着“时光机”，又回到
了那个遥远而清贫的年代， 回到了那
个简陋的小学校里。他满含深情，一点
一滴地细细回忆。 回忆自己少年时的
懵懂纯真， 回忆和同学在一起的开心
快乐，回忆老师的谆谆教诲，回忆母校
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那个年代，人
们的生活十分贫困， 孩子们的学习条
件也十分艰苦。 可是在老人的记忆深
处，那段时光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
温暖，那么美好。

有人在文末留言说， 真没想到几
十年前的事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看到
这条留言，我不由得会心一笑。人生中
的每一段时光， 我们哪里会真正的遗
忘。我们平时不说不念不想的往事，只

是暂时在心底封存， 它们会在时光的
温度里发酵，散发出更加醇香的味道。

前一阵子， 我的初中母校搞了一
次征文活动， 引发了校友们的回忆热
潮。 分散在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母校
学子们，个个踊跃投稿，积极参与。 纷
纷乘着文字的翅膀， 回到了当年的母
校，回到了初中求学的旧时光。

在这之前， 我几乎从末想起这个
母校，我以为自己对这个母校的记忆，
早已被时光掩埋， 不再重现。 然而这
次，受到大家的感染，我也试着打开记
忆的闸门，让时光倒流，把往事回放。

那一年，我听从父命，放弃读高中
的机会，进入这所中学复读，考取了中
等师范学校。这样的选择，我是不情愿
的。而复读时的种种际遇，对当时的我
来说， 也是痛苦的。 因此我曾一度以
为， 对于这一个只呆过一年的初中母
校，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永远不会
是它的归人。没想到，当我真正回想起

那段求学经历，才发觉自己的心底，一
直珍藏着对母校深深的眷恋与感激。

那篇征文， 我一口气写了差不多
五千个字。 停笔回眸，我才发现，当年
令我畏惧的某个老师， 那时被我讨厌
的某些同学， 如今回忆起来却都是那
么亲切， 那么温暖。 原来不知何时开
始，我对当年在母校经历过的一切，已
经完全没有了怨恨， 只有发自内心的
感恩。 是啊，如若没有老师的严苟，如
若没有同学的竞争， 那时候我可能就
一蹶不振了，何来现在的桃李芬芳、岁
月静好呢？

原来， 时光早就伸出一双温柔的
手， 悄悄地抚平了我心底的褶皱。 那
些自以为不太美好的曾经， 也已经被
时光这双手染上了柔和的暖色， 并发
酵出别样的醇香。 所以， 人生路上 ，
我们只管努力前行， 不负光阴。 终有
一天， 时光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 最
美的回忆。

时光有双温柔的手 □谭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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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有句俗话：哄死人不偿命。
你想做好管理，就像领导管下属，

或者老师管学生， 让对方按照你的意
愿来行事做事，你要强迫打人去照做，
违法；骂人去做，这是无能的表现，最
有效的办法就是“哄”。 哄着人做事那
可是聪明人所为， 学会哄人却是一种
智慧。

先说一家人过日子， 哄父母开心
是孝顺，哄老婆高兴那是恩爱，哄孩子
听话是不让他淘气。 哄领导开心，那就
多干活、会说话，哄同学、同事和朋友
开心，那就多吃亏常买单。

最难哄的恰恰是自己， 遇到不开
心的事了，哄哄自己，犒劳一下，兜里
的钱越花越少，还是不开心，怎么才能
哄自己开心呢？

首先是一种心境。 总觉得自己挣
钱少，年薪二十万了，还希望挣到三十
万五十万。人因不知足而烦恼。一个人

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失去双腿的人，牵
着一条狗在乞讨， 我们会有暂时的优
越感，觉得自己很幸福，起码自己身体
健全， 可过了不久就又羡慕那些百万
富翁了。

人到中年或者一场大病之后，为
啥会比较满足？ 尤其从死亡线上躲过
一劫的人，他们会过得很舒心，因为是
把一切看开了。 钱，身外之物，生不带
来死不带走，身体健康是最大的财富。
撑不着饿不死就得，大不了他吃好的，
我吃咸菜， 一样管饱， 无非是他穿好
的，我穿差的，照样暖和，对物质要求
不高，心境自然就好。

婚姻的不如意也会招来烦恼。 不
知怎的，人世间好像一半多的人，夫妻
过了大半辈子，都好像找错人了。 这恰
恰是对婚姻生活不满足的表现， 同在
一个屋檐下多年， 一个人的正面和背
面都暴露给对方无遗，没有了神秘感。

而张三李四王五家的， 我们没有跟他
们一起过日子， 只看到他们光彩的正
面，所以总看到人家的好。 有人离婚再
嫁娶，不一定都比原来过得好。

居家过日子， 每天锅碗瓢盆交响
曲随时都会奏起， 不如意之事十之八
九。 这就需要我们去包容， 去付出。
整个社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一个家
庭何尝不该更是这样？ 把日子过成段
子， 自然就少了烦恼， 幸福感指数就
会增加。

大道理人人都懂， 小情绪却难以
自控。 科学证明， 不仅女人有生理周
期，男人也有情绪波动。 遇到情绪低落
的时候，不可能把工作做得很完美，也
不要勉强去做什么。 这个时候，学会哄
哄自己，却是一种大智慧。

年轻人可能去选择去泡吧、喝酒、
K歌，也有人选择去爬山、跑步，跑到无
人的空旷地带，大喊两嗓子，缓解一下

压力。 有人可能认为借酒消愁愁更愁，
这一般因人而异，有人大醉醒来，烦恼
全无，却是一种哄自己的方式。

已进入天命之年的我， 也是俗人
一个，虽然工作之事得心应手，但年龄
原因也有时力不从心， 烦恼也会时常
有之。 排忧之时，哄哄自己，剧烈跑步
的事情不敢做了， 我会选择独自一人
跑到新买的楼房里看一部电影， 有时
看得泪流满面，也有时开怀大笑，也有
时不在乎非得看完结局。

我也会在周末的时间里， 独自带
上一本书、一壶水、一个吊床和一盒酒
菜，选择骑行。 不一定非得达到一个目
标再回来， 骑到有风景的地方自然就
停下来。 不和别人比，不和他人争，在
这慢生活中缓解生活中的压力。

当然， 有知己二三更好， 众乐优
于独乐。 无论怎样， 哄自己开心才是
王道。

□李付春学会哄自己

□赵国培

和平与战争

晚七点零二十多分钟，
战争爆发在我家中。

三岁的女儿，
被一个不请自来的小小跟头，
吓哭了
哭起了疼痛。

妻子怪罪母亲，
不上心， 老不中用；
母亲数落妻子，
小题大作， 发神经。

而我， 默不作声
荧屏
海绵吸水般
扽牢我的眼睛：
地球的某个角落
轰炸……
游行……
难民……
灾星……
忽然
我大喝一声： 停！

女儿傻了，
想不到我能高声；
妻子愣了，
想不到我敢高声；
母亲呆了
想不到我竟高声。
而我依然盯着，
万里之遥的
刀光火影。

我滴血的心啊，
在祈求：
真正的战争永远告别
世界上每一个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