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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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身处知识经济时代， 面对巨
大的压力， 人们都期望能潇洒以
待， 应对自如。 尤其身处逆境 ，
更需要我们呵护好自己的心灵。
当代著名作家毕淑敏的 《我们的
心灵 》 一书 ， 用清新朴实的文
字、 深入浅出的剖析、 饱含关切
的疏导， 在 “窥他人故事， 思自
我人生” 中， 为人们如何正确认
清自己与世界， 开出了一剂暖心
的良方。

有别于坊间貌似深刻的 “鸡
汤” 文， 此书中， 毕淑敏更多以
作家的责任担当， 为我们在纷繁
的现实中树立正确的 “三观” 理
清了思路。 在她看来， 现代社会
节奏很快， 方方面面的压力汇聚
到一处， 人们所遭遇的困境和挑
战是空前的。 在这种情况下， 关
注自己的心理健康， 呵护心灵，
是明智和刻不容缓的事情。 如何
疏解生活中的重压？ 毕淑敏通过
一个人赖在地上、 众人去拉的心
理游戏， 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内
心颓废， 不想振作的时候， 纵然
外界施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力
量， 也很难改变其困境。 唯有认
清自己， 发现未知的自己， 才能
突破自己。 她把这种蜕变过程，
形象地比喻为 “补天”， 并力主
“面对困境和压力， 应该自己炼
出五彩石， 自己登着山顶去补，
才是应有的人生姿态”。

书中， 许多故事都取自毕淑
敏的所见所闻。 诸如现实中的困
惑， 心灵的迷茫， 工作、 生活中
的纠结， 爱情和事业上的不顺，
在她笔下， 都有所涉及。 毕淑敏
以悬壶济世的胸怀， 为这些困顿
者排遣内心的郁结。 一方面循循
善诱 ， 辅以春风化雨般的心理
“按摩”。 一方面又通过她意蕴深
长的书写， 为他们送去温暖的精
神力量。 对生活抱怨者， 她劝导

说， 要学会悦纳自身， 坦然承认
自己的不完美， 也接纳自己的不
完美； 对事业自卑者， 她予以更
多鼓励， 期望他们振作起来， 通
过自己的不懈奋斗， 去笑迎幸福
新生活； 对婚姻失意者， 她着重
从换位思考中， 体察情感的细微
变化， 以帮助为情所困者走出彷
徨的境地； 对即将走向社会的年
轻人， 她更是结合自己的人生成
长经历 ， 用心良苦地告诫说 ：
“所有重大选择上千万不要违背
自己的价值观， 如果违背了， 你
的一生必将和幸福无缘。” 这些
朴实而澄澈的道白把生活中的阴
云统统抛之九霄云外， 用文字疗
伤， 用情感暖心， 无论顺境、 逆
境， 读之思之， 都如沐春风， 甚
是舒爽。

在毕淑敏看来， 生活并非每
天都是风和日丽 ， 总有阴晴圆
缺， 这是人生中的常态。 而面对
这些不完美， 保持一种安详平和
的心态很重要。 她在揭示了人生
的多重意蕴后， 从维护身心健康
的角度， 给人们传授了一些应秉
持的处世之道： “一个思想成熟
的人， 不仅能在人生的紧要处坚
守做人做事的底线， 不让坏情绪
左右自我， 而且， 还能从寻常的
宠辱不惊中， 去从容感知生活的
点滴幸福。” 而要达到这种境界，
适时的精神调节固不可少， 但更
多的时候， 还要从增强文化底蕴
中去重塑自己。

面对世界的五彩斑斓和曼妙
多姿 ， 毕淑敏以温润的人文关
怀， 用真诚书写人间冷暖， 用阳
光般温暖的文字， 抚慰着一个个
迷茫而彷徨的心灵。 她不但与我
们分享了自己的人生哲学， 还道
出了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的法
则， 让我们满怀信心， 去迎接一
个光辉灿烂的天地。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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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

教完谢冰莹的作品 《故乡的
烤红薯》， 看到孩子们脸上露出
对红薯的向往之情， 我也不禁忆
念起故乡的山芋来。

饥饿的感觉时常伴随着岁
月， 那是永远抹不去的瘢痕。 上
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我刚记事 ，
那时家家都不宽裕 ， 不用说鱼
肉， 就连大米在乡亲们的餐桌上
都极鲜见。 饭桌上的主食， 春夏
是瓜菜， 而秋冬则是山芋。

山芋是故乡生命力极强的植
物之一， 它像庄稼人一样性情温
和朴实， 对土地要求不高。 乡亲
们将松软的沙地做成一垄一垄
的， 到了春末夏初， 把培育好的
山芋藤剪下， 栽在垄上， 嫩嫩的
山芋秧子起初病恹恹的， 像睡着
似的， 然而浇些水， 只两三天，
那些山芋秧子便 “睁开眼” 了，
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全都
精神抖擞地挺立着。 盛夏， 垄地
上的山芋藤便蔓延开来， 舒展藤
叶， 匍伏一地， 这时， 人们就会
剪去一些， 否则会影响山芋的生
长 。 而剪下的山芋藤也不会浪
费， 把它切成碎状搅拌在糠里就
成了猪的上好饲料。 如果把叶梗
掐去叶子， 撕去茎， 爆炒， 那么
饭桌上就多了一份美味佳肴。 母
亲炒时还爱滴些自家酿的豆酱，
撒些红椒丝， 加点糖， 这样炒出
的山芋茎 ， 端上桌后 ， 红是鲜
红 ， 如火苗 ； 翠是生翠 ， 如碧
玉， 盛在白瓷盘里， 简直白石图
画一般， 野性十足， 食之更是清
嫩喷香， 自有一种天然的韵味。

山芋长在地里就像乡村的孩
子一样，不需要别人的关照，照样
疯狂地生长， 而土里也随着山芋
秧的疯长孕育着一个个的小山
芋。跟着大人下地时剪山芋藤，山
芋地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经
过人为节制， 山芋藤终于有些喘
息的迹象了。仔细看，能隐约瞅到
里面埋伏着的山芋。掏一个山芋，
不大，但可以吃了，于是在河边略
洗洗，咬上一口，脆生生的，会有
淡淡的白浆溢出，不算甜，但别有
一种野脆与清香。

挖山芋一般是在初冬， 一场
浓霜之后， 遍地苍绿的山芋藤叶

转眼变成枯黑。 乡亲们踏着银色
的白霜，呵着白色的热气，细心地
割掉一垄垄山芋藤，然后顺着垄，
举起钉耙锄山芋。钉耙高举轻落，
小心翼翼，生怕“抓”破了山芋，因
为，山芋破了是不能贮藏的。山芋
藤挑到生产队大场上一堆堆码
好，留着喂队里圈养的猪，而山芋
则就地分给社员。 男人们挑着装
满山芋的担子，“嘿哟、嘿哟”地打
着号子， 那喜悦的劲儿一点也不
比分到稻谷逊色。

整整一个冬天， 我们几乎都
是以山芋度日的。 早上山芋粥，
中午山芋汤， 晚上焖山芋。 吃不
了的山芋， 一部分切成细片， 摊
在竹帘上曝晒数日后 ， 收进袋
里， 慢慢食用。 一部分存进地窖
里。 开春后， 窖存的山芋含糖量
极高， 甜得粘嘴， 胜似蜂蜜。 山
芋最香的吃法是把它埋入烧柴的
余烬里， 半个时辰后， 拨出来掸
去黑灰， 揭去黑皮则金灿灿的，

氤氲着香气， 软糯糯的， 恰似煮
得生熟参半的鸡蛋黄， 那是我童
年最垂涎不已的美味。

“六七十年代山芋当宝，二十
一世纪山芋解馋。 ”在“食不厌精，
烩不厌细”的今天，山芋依旧受到
乡亲们的喜爱， 故乡的餐桌上仍
时常能看到它庞大的身影， 那是
为了营养搭配和回归自然。

我曾不解， 为什么故乡人不
叫山芋为红薯？ 仅仅因为山芋是
故乡粮食作物中个头最大的食物
吗？ 非也， 故乡方圆数百里都没
有一座山， 乡亲们对大山充满了
神往。 故乡把红薯叫做山芋， 是
乡亲们对山芋情有独钟的一种情
感流露。 在饥饿的年代， 是山芋
养活了乡亲们； 而在今天， 山芋
又成了乡亲们解馋长寿的佳品。
山芋， 在故乡人眼里， 具有大山
一般厚重博大的品格。

山芋， 就是故乡人心目中的
一座沉甸甸的大山！

父亲的“敞篷跑车”

山一般的芋

周末在家睡懒觉， 接到加班
的紧急电话， 我一边洗脸， 一边
对父亲说： “我得赶快去单位，
您开车送我吧。” 父亲开心地说：
“好啊， 这就走！” 步行10分钟的
距离， 其实没必要送， 但我还是
理直气壮地 “差遣” 父亲送我。

父亲的车收拾得很干净， 车
身没有一丝灰尘， 软软的坐垫是
母亲新做的， 碎花布头拼出的斑
斓颜色， 既给银灰色的车增添了
温暖色彩 ， 也让乘车人更加舒
适。 父亲还专门放了裁剪合适的
脚垫 ， 我笑父亲 ： “您可真上
心， 这车简直是 ‘高配版’ 啊。”
父亲嘿嘿地笑。

到单位跟父亲挥手再见的时
候， 父亲说： “加完班给我打电
话 ， 我来接你 。” 我兴奋地说 ：
“好啊好啊。 您不来接我， 我还
没办法回家呢。” 看着父亲心满
意足地调头回家， 我不禁眼眶一

热， 想起半年前的父亲———
半年前， 儿子上幼儿园后 ，

父亲一下子清闲了下来， 不再需
要每天照顾外孙的吃喝拉撒睡，

不再需要每天带着外孙出门遛
弯， 帮我带了三年孩子的父亲终
于可以好好歇歇了， 我以为父亲
应该心情更好、 身体更好， 却没

想到才几天时间， 父亲迅速变成
了 “百无聊赖” “一无是处” 的
人， 在家唉声叹气： “老了， 不
中用了， 啥忙也帮不上了。”

看着父亲的精神状态还不如
以前好，和老公商量后，我们背着
父亲， 买了一辆他一直没舍得买
的车。父亲的惊喜溢于言表，绕着
车转了一圈又一圈，摸摸车身、拍
拍座椅、扶扶后视镜，视若珍宝。
经过 “驾驶技巧示范”“安全事故
警示教育”“上岗培训” 等环节之
后，父亲熟练掌握了驾驶技术，真
正成为“有车一族”。

有车之后的父亲， 重新忙碌
起来了。

我加班的时候， 父亲开车替
我接送孩子，爷孙两人一起回家，
路上听着孩子叽叽喳喳讲述幼儿
园的事，父亲说，那是他最舒心的
时候。 父亲的车就像一个移动的
城堡，把快乐的时光用心储存，也

让“老无所用”的感觉随风飘散。
母亲做了好吃的， 父亲也会

开车给我们送： 有时是红薯叶菜
馍， 有时是自制凉粉， 有时是家
里菜地摘的茄子、 西红柿， 还有
的时候是东街邻居让尝鲜的山
竹 、 西头大娘送家里的小点心
……只要是父母认为 “稀罕” 的
东西， 父亲都会开车送过来。 父
亲的车也像一艘摆渡船， 把父母
的疼爱从娘家一路咿咿呀呀地摇
过来， 让结婚之后的我隔三差五
地收到家里的温暖和惊喜。

有车之后的父亲， 重新找到
了“归属感”和发挥余热的地方，
他开着自己的车，神采飞扬、精神
勃发地奔波在父母家和我家的路
上，一路开心地哼着地方戏。

如你所知， 父亲的车其实只
是老年人的电动三轮代步车， 但
它却是全家最珍爱的宝贝， 我们
都叫它 “敞篷跑车”。

□苗君甫

■图片故事

□钟芳

润泽心灵的道白
———读毕淑敏 《我们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