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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玫瑰”闾丘露薇在一本书上写过这样一句话：所有
的女性都希望自己漂亮，但是大部分女生，按照社会普遍的定
义来说，都长得非常普通，我就是当中的一个。

那本书的封面是一张闾丘露薇的照片，剪着短发，身着
一件普通白色T恤，外面罩了一件黑色开衫，从外貌上看，确
实如她自己形容的那样“不是一个漂亮女人”，但她脸上自
信的微笑，神采飞扬的神态，即使走在美人堆里，她也绝对
是最闪亮的一个。

我有一个同事，年轻未嫁，白皙的脸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
雀斑，为了改变脸上的皮肤，每月一发薪水，她总是跑到化妆
品专柜，听营业员小姐天花乱坠地游说，然后抱回一大堆化妆
品，认真地按照说明书又涂又抹，希望有一天脸上的雀斑突然
消失，如说明书说的那样动人：皮肤白嫩，光滑温润。

可惜不管她怎么坚持，那些价值不菲的化妆品，对她脸上
的雀斑毫不起作用。直到有一次她的朋友和她聊了闾丘露薇
这句话，才让她幡然醒悟。于是，她不再过于注重自己的外
表，空闲的时候，她开始把精力用在看书，跳舞，练瑜伽上。一
年之后，她变得神采奕奕，身材优美，笑容明媚，工作上不仅取
得了傲人的成绩，并且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找到了自己的如
意郎君。

2000年的时候，我在人口普查做数据录入。临时机构设
在县图书馆三楼，工作不忙的时候，我常常到图书馆看书，认
识了在图书馆上班的李浏。李浏是上海下放知青，经过交谈，
得知她是市作家协会会员，她告诉我，她特别喜欢这份工作，
在图书馆上班，有充足的时间看书，写作，正好可以圆她年轻
时的文学梦，这些年，笔耕不辍已发表作品八百多篇。

李浏个子高大，五官长得很普通，脸上有小小的雀斑，跟
“漂亮”两个字绝对不沾边，奇怪的是，每次看到她，总感觉她
的衣着打扮不止有品位，还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她的穿着
简洁大方，那些女人味很浓的衣服她从来不穿，但她会在发
型上，手提包上稍做修饰，让人感觉打扮高雅大方，不矫揉
造作。

有一天，我走进图书馆还书，正遇上她端坐在工作桌前，
手里拿一本厚厚的书在认真品读。室内空无一人，阳光透过
玻璃窗，静静地照在她长着雀斑的脸上，我忽然感觉，这个神
情专注的女人十分动人，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原来读书真
的可以让一个不漂亮的女人变得如此美丽。

什么是漂亮？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
标准。在我看来，女人是否漂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学会做
一个自然的女人，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在这个领域里做
出成绩，这样的女人，一定会被人尊重，因为这种美丽源于内
心的自信和充实。

假如你不漂亮
刘满英

人生感悟

朋友总说自己是个运气特别好的
人。确实如此，他无论做什么都是顺风
顺水，调工作别人四处打点，可仍然遥遥
无期，他却一路过关斩将，非常顺利地换
了工作。为了升职，别人处心积虑，而他
不急不躁，气定神闲，却很快就被提拔，
受到重用。

一天，有人羡慕他的成绩，并且抱怨
自己的运气实在太差了。朋友马上制止
了他，说，千万不要抱怨，你这样说，会把
好运气吓跑的。

生活中确实有运气特别好的人，但
为什么好运气会格外青睐他们呢？这真
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拿朋友来说
吧，他把自己得到的一切都归之于命运的
垂青。认识他很多年，他总是一副温文尔
雅的样子，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为什么人和
事而愤愤不平，口吐恶言，即使别人辜负
伤害了他，他也总是宽容地一笑而不予计
较。与之相反，遇到微不足道的一点好
事，总是欢欣雀跃得像个孩子，连声说着
感谢别人之类的话，闻之，令人如沐春风。

果真朋友只是运气好吗？但为什么

好运气会频频眷顾于他而不是别人呢？
应该就在于他总是怀着一颗感恩惜福的
心，无论生活多么纷扰而凌乱，他总能坦
然接受，并且当作命运对自己最丰厚的馈
赠，自觉地接受各种磨砺，丰富人生阅历
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份深刻的生命体验。

可看看我们身边，很多人面对困境，
处于命运低谷之地的时候，不能心平气
和，泰然处之，而是怨天尤人，把恶劣的
心情和糟糕的情绪像细菌一样到处传
播，四下扩散。久之，没有人会喜欢一个
终日哀叹命运不公的“祥林嫂”，越来越
多的人会像躲避瘟神一样，对他敬而远
之。一个被边缘化了的人，好运气怎么
能降临到他的头上呢？

生活中还有不少的人，当别人取得
好成绩的时候，总是心理失衡，羡慕嫉妒
如同杂草把一颗心塞得满满的，想方设
法造谣生事诋毁别人，竭尽所能给人家
泼脏水，这样阴暗狭隘的心胸怎么能开
启智慧之门呢？即使有好运气叩门，看
到这样一副狰狞可怖的面孔也会仓皇而
逃，哪里会花开他家呢？

我们不妨把人生当作一场修行，把
人生路上所逢所遇的一切都当作淬炼心
灵的旅程，所谓的好运气其实不是命运
对某人的特别眷顾，而是一个人以高洁
的操守、良好的人脉修来的福分。

因此，我们不要把自己囚禁于心造的
牢笼里，而是给心插上感恩的翅膀。久
之，好运气会如清风不请自来。如果执着
一念，一任怨恨嫉妒把心灵捆绑拘役，好
运气都会被吓得退避三舍，躲得远远的。

好好修炼自己，不要吓跑好运气，实
乃是人生的一大智慧。

不要吓跑好运气
张燕峰

前不久我们家乔迁新居，由于家里人
口较多，每天都要产生不少垃圾，比如纸
巾、饮料瓶、一次性木筷、剩饭剩菜、废纸、
电池……为此我特意买了一个超大的垃圾
桶装垃圾。老婆却对我说：“我们搬了新家
就应该有新气象，我们要过零垃圾生活。”
我对所谓的“零垃圾生活”不明就里，老婆
解释说：“零垃圾生活是一种低碳环保的生
活态度，并非要让家里一点垃圾都没有，而
是要尽量减少家里的垃圾量，以此保护我
们生活的环境。”

老婆的零垃圾生活倡议得到了全家人
的响应。

母亲在家负责做饭，每次正餐她在厨
房烹炒煎炸，一顿饭起码要做出七八道菜，
俗话说众口难调，一顿饭下来有剩菜也是
常有的事情，往往最后剩菜搁在冰箱无人
问津，只好倒进垃圾桶。母亲对我们说：

“我们家舌尖上的浪费惊人，我要力争家里
每一顿饭吃完后盘中无剩菜，垃圾桶里无
剩饭。”为此母亲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她认
真分析家里人的口味，一改过去做饭“多而
全”的风格，走起了“少而精”的路线，我们
喜欢吃的片皮鸭、椒盐排骨、清蒸武昌鱼保

留下来，红烧圆子、粉蒸肉等不太受欢迎的
菜被从菜谱里撤掉，母亲还推陈出新学会
了几个特色菜。现在家里餐桌上菜的数量
和分量虽然少了，可味道更好，我新买的垃
圾桶里再也见不到剩饭剩菜的影子了。

我有“随手丢”的习惯，生活中喜欢图
省事用一次性用品，用完往垃圾桶里一扔
了事。自从过上零垃圾生活，我不用面巾
纸改用手帕，不用一次性筷子改用竹筷子，

不用一次性纸杯改用保温杯，不用干电池
改用充电电池……我这个“垃圾大户”生活
习惯的转变让家里垃圾排放量减少了至少
三分之一，而且我惊喜地发现，减少一次性
用品的使用量不但改善了家里的环境，还
降低了生活成本。在月底我成为我们家

“零垃圾生活明星”，获得了老婆颁发的一
百元奖金，心里美滋滋的。

老婆手巧，在我家的零垃圾生活中她
开动脑筋，利用垃圾，变废为宝，为降低家
里垃圾排放量做出了很大贡献。家里废弃
的光盘，老婆把它们在炉上烤软，用手轻轻
地捏成荷叶状，这样就成了别致的瓜子盘；
老婆把穿破的长袜袜筒部剪下，里面塞满
棉花，然后将一个个袜筒接缝起来，盘卷成
圆盘状，用针线缝好，上面再加一些小装
饰，就成了美观实用的靠垫；用坏了的杯
子，老婆将其改成好看的小花盆，种上萌萌
的多肉植物，看着赏心悦目；不用的结实的
包装盒，老婆贴上彩纸，画上可爱的卡通
画，收纳箱就这样做成了……

其实生活原来可以很简单，零垃圾生
活就是减少浪费，低碳环保，零垃圾生活让
我家干净、整洁，充满了温馨充满了爱。

我家的“零垃圾生活”
余 平

人生感悟

世相百态

他失恋了，像无数悲伤的爱情故事那
样，相恋多年的女友，披上了美丽的婚纱，
新郎是一位“富二代”。朋友劝他说，别伤
心，爱情只不过是传说罢了。

他喜欢摄影和写作，干脆辞去工作，一
座城市又一座城市地流浪，拍天下美景，品
天下美食。不断地行走，旧日的伤痛，终于
渐行渐远。

那天下午，在云南丽江的一家茶馆，他
临窗而坐，饮茶，读书，恍然忘了时间。黄
昏时，查询第二天的游览路线，发现有个景
点，就在茶馆附近，却没有标明具体方位。

他抬起头，正好看到一位红衣女子在
结账，就冒昧地上前询问。女子嫣然一笑，
拿出纸笔，很轻松地画出最佳路线，轻声祝
他旅途愉快，然后飘然而去。

整个问路过程，不过短短两分钟，却如
电光火石一般，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久已
干涸的心灵。他愣在原地，恍然如梦，清醒
过来时，环顾四周，早已没有了红衣女子的

踪影，来去无踪，仿佛只是一个梦。
第二天，他去景点游览，手持相机，却

多了几分心不在焉。脑海中，总有个红色
的身影在晃动，还有那俏皮而动人的笑。
本来，订好了离开的机票，到底心有不甘，
返回那家茶馆，从早坐到晚，那个身影，却
再也没有出现。

离开，手握一张又一张的票根，穿越大
大小小的城市。内心深处，却按捺不住那
份相思，苦恼不已。有朋友遗憾地说，如果
你当时拍下她的照片，随便贴到哪个论坛，
引起网友们的关注，大家人肉搜索一番，任
凭她是何方神仙，也能翻得出来。

他摇头，说就算有她的照片，也不会那
样大张旗鼓，因为，她一定不会喜欢那样的
炒作。况且，何必用照相机呢？她的倩影，
早已经刻在了心里。

他决定结束流浪，拿出所有的积蓄，一
路辗转，跨越千山万水，跑回丽江，就在邂
逅她的地方，开了一家小小的照相馆。他

总是比比画画着，问每一个来店里的顾客，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女子：头发像瀑
布那样乌黑浓密，喜欢穿红衣，喜欢俏皮地
笑？如果对方摇摇头，他会讪讪地笑笑，认
真摆弄手里的镜头。如果偶然有人说一
句，好像真的见过吧，就在图书馆旁边？他
会丢下手里的生意，急急忙忙去蹲守，不放
过哪怕一丝渺茫的希望……

日子仿佛轻轻一晃，三年的时光，倏忽
而去，他依然在寻觅。渐渐地，很多游客都
知道了他的故事。最后，有家电视台也跑
来采访。节目播出后，有人笑他太傻，也有
人支持他的执着。

也许，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位红衣女子
会突然出现，也许，永远不。但，更多的人，
还是被这个故事感动着：原来这个物欲横流
的年代，爱情真的还在，而不是一个传说。

不管结局如何，如果，你还能相信爱
情，那么，和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一样，你就
是一个幸福的人。

相信爱情 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刘改徐

心灵驿站

我的岳父和岳母一直住在农村，今年70
岁了，前几天，在我和妻子再三邀请下，他们
才进城来，我们请他们来的理由是，老两口
70 岁生日快到了，不容易，到城里来享受享
受清闲的生活。

来我家的第一天早上，我就想请岳父岳
母到外面去吃早餐。岳父岳母开始推托，说
在外面吃饭，花费钱。可我和妻子坚持，老两
口才勉强答应。对岳父岳母，妻子最是清楚，
平日里，他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豆腐脑。

我们七拐八绕，四个人走进一家小吃店，
要了四碗豆腐脑。我对妻子说，好不容易说
服岳父岳母出来吃饭，用一碗豆腐脑，就把老
两口打发了，这要是传出去，岂不让我们背上

“小气”之名？见旁边有卖烧饼的，我不经岳
父岳母同意，就随手买了几块。

当豆腐脑和烧饼一起端上来时，岳父岳
母直说吃不完。妻子赶紧说：“这家烧饼有咸
有甜，很好吃，既然我们出来吃早饭了，就多
吃几块，味道绝对不同。”在妻子的劝说下，岳
母拿起一块烧饼，对岳父笑着说：“这块烧饼
应该是咸的，老头子，你喜欢吃咸的，可你血
压高，总是吃咸的，对血压不好，今天就破例，
允许你吃这一块咸烧饼。”

岳父喜欢吃咸的，平日里总埋怨岳母的
菜烧得淡。岳母刚说完，只见岳父也拿了一
块烧饼，笑着对岳母说：“你喜欢吃甜的，这块
甜的你也尝尝，可你的血糖高，我也只许你吃
一块甜烧饼。”

随着年龄渐长，岳父岳母的血压、血糖都
分别有点高了。这几年，老两口在饮食上，都
成了彼此的“监督员”。我和妻子在旁边一边
吃着豆腐脑，一边听着岳父岳母的小声对话，
也为这老两口的贴心对话而温暖着。

就在岳父岳母，分别准备吃手中的烧饼
时，岳父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只见他对岳母
说：“要不，我还是把你手中的烧饼换成咸的？”

“为什么要换？”岳母有点不解。
“你血糖高，还是不能依了你。”岳父笑着。
“那我也不能依了你，你血压高，今天也

不准吃咸的。”岳母也不甘示弱笑着。
于是，我和妻子看见，老两口很自然地分

别把手中的烧饼交换过来。
结果，虽然岳父没有吃到他想吃的咸烧

饼，岳母也没有吃到她想吃的甜烧饼，可谁都
看得出来，这老两口吃得都挺香，他们吃出了
幸福的味道。

请岳父岳母吃早饭，却让我见证了他们
的爱情。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岳父岳
母虽然贫穷，可老两口的感情生活却是如此
丰富。那天早上，我和妻子虽然只是请他们
吃一顿早饭，可我们看到的，是两个老人相依
相靠的心，虽然他们都已老了，但是他们的爱
情，还很年轻。

岳父岳母的爱
钱永广

人在途中

那个双休，我刚起床，就接到老家物
流公司的电话，说是有两大箱“亲情特产”
送到了，就在楼下。虽然母亲隐约地透露
过父亲要捎东西的信息，但我还是觉有些
出乎意料。

和快递大叔哼哧哼哧地把沉甸甸的
泡沫箱子扛进屋，听着久违的乡音，心里
蓦然涌起了亲切感，叫快递大叔在家里坐
坐。他揩着额头上的汗水，摆摆手，客气
地说，不啦，还有七八家要送。他们公司
实行的是“限时服务”呢！

妻子在客厅里仔细清理，满心欣喜，
这是父亲捎来家乡丰盈一片秋：一扎扎泛
着浅绿色还带着露珠的“泡豆角”，红彤彤
圆润的西红柿，顶上开着小黄花带着刺儿
的嫩黄瓜，纤巧椭圆形的青南瓜，紫色晶
莹剔透的葡萄，黄澄澄的柿子，已经剥过
皮的板栗，胖胖的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红
薯，以及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酸枣儿。满满
当当，分门别类码放在箱子格间里。可以
看得出，父亲用了极大的心思，在秋日里
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正陶醉入浓浓的亲情呵护里，没想
到，父亲的电话接踵而至。他关切地问：

“卫子，东西收到了吧？”我大声应道：“收
到了，谢谢爸妈！”父亲在那头笑了，现在
县城刚开了一家物流公司，很会招徕生
意，服务细致到位。像托运柿子等这样的

“易碎商品”签了保价条款，而且还将收货
人签收的适时信息用短信发到手机上。

父亲退休后，性格变柔，话特多，整
个心思用在儿女身上。他在电话里絮
叨，今年春上，房产商在县郊推出了一片

“老年别墅”群。他实地考察过，所谓“别
墅”也就跟一般的民居差不多，单门独户
带小院子，生活配套还算完善，但最吸引
人的是各户配了一小块菜地，种啥都行。
于是，父亲把位于县中心宽阔老宅卖了，
贴了点钱，弄了一套。父亲是从农村考出
来的中专生，从小对土地特别眷念。退休
后，父亲身体尚可，能在这片菜园子里重
施农艺，种菜权当是一种锻炼。现在的小
区里，像他这样专心伺候菜地的老人还有
十几位呢！都开始把自己种的有机绿色

蔬菜送给在省里的子女们吃。快递公司
的车从县城出来，上高速，只需两个多小
时即到。每托运一单收费五十元，好像有
点贵。为了多装点东西，那些时令的板
栗、柿子、枣子、红薯等都是跟山区的二叔
预定的。不是有句话叫春华秋实嘛！秋
天是收获的季节，大城市的人感觉得不那
么真切。他打算把菜地搞成“大棚”，以
后虽然季节不同，我们一样能共享他亲
手种的新鲜蔬菜。

那一刻，我握电话的手有些颤抖，眼
中潮湿，感觉家乡温暖和煦的金秋已在脑
海里灵动。

又有多久没回家了？记不清楚。父
亲捎来的东西给了我一个温馨的提醒。
我当即决定，趁着长假，带着妻女，开车回
去，看望二老，欣赏父亲秋色浓郁硕果累
累的菜园子，一家老小再去山区的二叔
家，像我小时候一样，打板栗，挖红薯，摘
枣子，看漫山遍野的红树林，与父母分享
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愉悦时光。

父亲捎来一片秋
刘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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