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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道荣

做好自己

入九月，秋往深处走。豫南漫山
遍野的野菊花，一簇簇一片片，绽放
着灿亮的金黄，开得热烈从容、简约
拙美。

野菊花在萧瑟的季节开放，足见
它的个性和睿智。春与夏的繁华过
后，它仿佛一个深情而内敛的人，选
择这么一个时节，把其成熟沉稳、庄
重含蓄的丰采，以完美娇艳的姿态展
现出来，成为百花凋落、万木萧条中
擎起的引领旗帜。

我总觉得，野菊花是带着理想和
向往开放的。它性情倔强乐观，在短
暂的生命行程里，追求与奉献的愿望
极其明确。或许，野菊花自知出身贫
瘠山野，身世卑微，没有丝毫炫耀的
资本，就以自己博大的情怀面对这个
世界。广袤的原野上，天空蔚蓝，风
清气爽，秋风起舞时，野菊花昂首挺
立，灼灼恣肆，细碎耀眼的金黄铺就
一地的安详。

野菊花在秋色里摇曳生姿，流萤
芬芳，那生动明丽的姿态，令人痴情
迷恋，流连忘返。金色灿黄，明志喻
财，它把赏菊者之心，把握得通透，有
几人能耐得了那迷人的诱惑。

野菊花是在不经意间悄然绽放
的，三五日就把一座荒山点缀。一朵

朵微小金黄的花瓣，散发着清幽的浅
香，清丽了山野的落寞，仿佛日趋凋
零的草木也沸活起来。秋阳正好，赏
菊是固有的传统习俗。心有情调的人
来了，三三两两，成群结队，满山欢愉，
即兴赋诗一首，轻吟咏诵一曲典章，或
摇头晃脑，或仰天闭目，那模样有几分
滑稽和浪漫。虔诚的人带着深藏的心
事也来了，择一处清静，撷一朵野菊，
俯卧草地深吻花香，拿自己和野菊相
比，仿佛一下子把心灯点亮，似乎前
行的路上就有了自信和希望。

其实，野菊花对自我的认知有着
清醒的意识。生命短暂，青春易逝，
仅凭弱小微亮的光芒，终究难以抵达
执着追寻的高度。若想达到与自然
和人类的完美契合，需要深度修行，
心有大胸怀，意存大境界，野而不俗，
典而有范。

不知是岁月的浸润，或是沧桑
的淬炼，或是上天的赐予，终归是成
就了野菊花的济世本领。明代贾所
学撰写的《药品化义》中载：甘菊，如
黄色者，其味苦重，清香气散，主清
肺火。根据中医的传统经验，黄菊
花多用于散风清热，不但有清香之
气，使人神怡，可缓解两眼昏花、头
晕、头痛等具有清热、解毒、祛风、平

肝、明目等功效。
人们想到了制作菊花茶。菊花

茶是清热解毒的上等好茶，能治疗喉
咙发炎、口腔溃疡。它还能清肝明
目，有效地消退眼睛疲劳。

黄菊花的另一重要用途就是菊
花枕了。盛誉唐宋时期的“菊枕”，
是用晒干的野菊花做枕芯，有清头
目、祛邪秽的妙益。倚着这样的枕
头读书、与朋友闲谈，是很清雅的享
受。枕一囊菊花入眠，驱离噩梦，香
梦入怀，自然神清气爽。菊心作枕，
不仅给生活增添诗意，也有保健养
生的意义。

于是，今人追着古人的脚步来
了。山野的角角落落，游动着兴趣盎
然的人绺，胳膊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袋
子，俯身弓背，目不暇接，伸出去的手
是停不下来的，嘴也忙，不停地惊叹
或呼朋唤友，偶尔还能听到温婉的歌
谣漫过山野。

九月菊黄，山野里充满灵动和情
趣。

野菊花的凛然和超脱，是令人难
以想象的奇迹。采摘，仿佛是一场好
玩的游戏，一朵朵盛开的野菊花，笑
脸相迎，似乎要去远赴一次愉快的旅
行，唯恐自己被落下似的。那情景，

让人在疑惑中震撼，感动于它们的献
身情怀。

无论入茶或入枕，都是对人类生
命的温润，黄菊花的自我超度，以生
命的代价，去践行自己的誓言，锻造
完美了至高的气节和品质，诠释了高
尚与圣洁的生命价值。

忽然想起《本草纲目》野菊词条
里曰：苦薏处处原野极多，与菊无异，
但叶薄小而多尖，花小而蕊多，如蜂
巢状，气味苦辛惨烈。薏乃莲子之
心，此物味苦似之，故野菊花又名苦
薏。想来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
先生，对微小的野菊花也是情有独
钟，警世良言说得明白透彻。苦心良
药，是经历也是财富，更是禅意。一
个薏字，多少苦乐，犹在未言中。正
所谓人淡如菊，心素如简。这是菊的
境界，也是世人都想达到的人生高
度。菊乃饱受四时之气，露霜之味，
才使其禀性独醒和泰然，面对名利荣
辱不惊，乃至把生命置之度外。人也
只有在经历艰难与窘迫之后，才能真
正拥有坐看闲云的超然与豁达。

世人盛赞梅兰竹菊的君子风范，
原本来自至臻高尚的审美。读懂了
野菊花，就读懂了生命的真谛，人生
便有了活着的方向。

九月野菊黄
♣ 叶剑秀

人与自然

太行横断气连天太行横断气连天（（国画国画）） 田占峰田占峰

他是一个典型的“凤凰男”：靠
自己的努力跳出农门，有一份体面
的、收入不菲的工作，在城里安了
家，贷款买了房子，妻子是他的大学
同学，前几年他们又添了可爱的宝
宝……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照
理他应该满足而快乐，幸福而甜美，
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他常常愁眉苦
脸，心事重重，仿佛一直背负着一个
沉重的包袱艰难前行。

那么，是什么让他陷入如此困
顿？是贷款的压力吗？不是。他
和妻子的收入，足以承担那笔贷款；
是妻子或妻子的家庭对他不满？
不是。他们的感情稳固而和谐，岳
父母对他钟爱有加；是孩子有什么
毛病？也不是。他们的孩子健康、
活泼、可爱。

让他郁郁寡欢的，是他的原生
家庭。在乡下老家，他有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让人不省心的是这个
弟弟，快三十了还没有成家，问题是
既身无一技，还好吃懒做，以致对象
找不着，连日子也难以为继。他或
明或暗地给这个弟弟很多贴补，帮
他在城里找过工作，弟弟干了几天，
嫌活苦钱少，不干了；弟弟想在老家
开店，他说服妻子，将自己积攒下来
准备买车的钱挪给了弟弟，店开了
不到半年，关门了，不是因为生意不
好，而是弟弟忽然觉得一个大男人
守着个小店铺，枯燥而没出息。妻
子觉得他对这个弟弟，也算是仁至
义尽了，但他年迈的父母，却希望他
能继续尽一个哥哥的责任：你就这
么一个弟弟，手足之情，你不能放手
不管，他的事就是你当哥哥的事。
没办法，他的脑海里，总是盘旋着弟
弟不争气的身影，他一次次试图帮
他，恨不得亲自上阵，可是，一次次
在弟弟的不配合、不努力之下，以失
败告终。

他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工
作，有自己各种各样琐碎的事情，还
得记挂着怎么帮弟弟善后，对付他
的那些永远也搞不定的事情，于是，
他烦恼，矛盾，痛苦，又无可奈何。

他的困顿，也是很多人的困
顿。很多时候，我们忘了，你的事
情，就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作为
亲人或朋友，我可以尽己所能帮助
你，但它绝不是我的义务，也不是我
的责任，更不应该成为我的背负。

一个人，把自己的事情推给别
人，让别人去承担，背负责任，无论
你推给的那个人是谁，都是一种极
其自私的行为；而一个人把别人的
事情，错当成了自己的事情，甚至弄
成自己的精神负担，无论那个别人
是你的什么人，都是一种极其愚蠢
的行为。

你的事情，我能帮你的，我伸出
援手，那是情谊，但你的事情，追根
究底需要靠你自己的智慧和付出
去解决。任何时候，你都不能把你
的事情，像个烂山芋一样，甩给我。

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抑或
我连自己的事情都对付不过来，因
而没有去帮你，这也绝不说明我欠
了你什么。你有你的麻烦，我亦有
我的难处，需要我们各自去解决，这
无关情谊，也无关道德。

永远不要把自己的事情，推给
别人，当别人肯伸手帮你一把的时
候，你才会懂得感恩；永远不要把别
人的事情，都不分青红皂白地揽到
自己的身上，则你的身心就是自由
的，在你有能力帮他一把的时候，你
才会感受到轻松而愉悦。

我的事情不是你的，你的事情
亦不是我的。做好自己的事情，也
就是做好我们自己。而每个人都
做好自己，则人生向好。

人生讲义

上世纪 70年代，新密下王村来了
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家全
在郑州，说是接受农村再教育。那时
农村比较贫穷，郑州对大家来说是个
极其陌生的城市，全村两千余人，去过
郑州的成年人寥寥无几，别说小孩子
了。“那里一定路很宽，车很多，灯火通
明，格外热闹吧！”有时我心里使劲想
郑州的模样。对郑州的向往，让我对
来自那里的知青充满了神秘感。上初
中的哥哥曾告诉我，他们和知青去乡
里开大会，半路上两个学生被喝醉的
三个混子暴打，一个知青冲上去，几招
猴拳就将混混打得跪地求饶。还听说
这些知青多才多艺，拉二胡、吹笛子、
唱歌都十分了得，田间地头，经常听到
知青那美妙的歌声，调动了大家干活
的积极性。还有人说，一位女知青和
村里帅气的男老师谈起了恋爱。总
之，那些年知青们的故事，成了村头巷
尾大家谈论的话题。

我们的学校十分简陋，土坯墙，木
框窗，白塑料布挡风雨，教室挂个大灯
泡，因为缺电基本不明，学生经常点一
盏煤油灯读书。也不知何时，学校从
村里知青中挑选了3个人当教师，一男

两女，男的叫李鸣，一个女的是他表
姐，叫李军（音），另一个女的记不起名
字了。上三年级时，我们在村里一个
破草屋里上课，新学期体育课由知青
李鸣老师担任，清楚地记得他教大家
学习第一套广播体操。当时根本没有
操场，在教室后边的一小块空地上学
习，只要一吹风，灰尘弥漫，让人睁不
开眼。由于地方小，学生分成了五六
排，老师教动作时总是模糊不清，所以
练起来花样百出，特别是旋转那一节，
李老师教了三堂课，费了很大劲，全班
同学还是没有达到整齐标准。李老师
有点生气，数落我们不认真不争气。

准备升四年级时，全校举行了一

次盛大的广播操比赛。各教学点的学
生全来了，操场北边坐满了人，只在南
边留了一块区域作为赛区。“发展体育
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身体，保卫
祖国。”当大喇叭传出这洪亮的声音
时，我们班学生列队等候，精神焕发。

“第一节，扩胸运动”的声音一发出，大
家齐刷刷地做起来。那次比赛，我们
班夺得全校第一。赛后李鸣老师向大
家伸出大拇指，不停地说“OK”，尽管
我们当时不知道他啥意思，但从他一
反过去紧绷着脸的表情，可以看出他
很高兴。

1980年秋，我上了五年级，这也是
小学的毕业季。一位高个齐发的女老

师教政治。她总是面带微笑，说话和
气。她讲课生动活泼，入情入理，学生
很爱听。也是这一年，一个叫李军
（音）的女老师教我们音乐课，她个子
不高，机智灵敏，着装时尚，唱歌动听，
我记得当时学校就她一个专业音乐教
师。有一天上午最后一节音乐课，课
堂上我边跟着哼，边偷偷做数学作
业。她发现了，边领唱边从中间过道
走过来，用手重重指了我一下，瞪大了
双眼，那眼神极其严肃。我连忙收起
本子，塞进桌兜里。从此以后，我再也
不敢在课堂上开小差了。她的这个动
作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让我学会
专注，做事不能三心二意。至今，她的
眼神都能在我脑海里清晰闪现。

三位知青老师教我们时，大概 20
岁，风华正茂、时尚潮流，他们代表了
大城市，一举一动让我们好奇，一颦
一笑令我们关注，他们无疑是我们山
村孩子的偶像。一晃近40年过去了，
青春焕发的他们现已成为年过六旬
的老人。然而，三位知青老师的音容
笑貌、知识素养永远烙在我的心里，
三位老师的谆谆教诲，时刻铭记在我
的脑海。

♣ 李绍光

百姓记事

我的知青老师

往往我们听到有人被贴上“小
气”的标签之后，总能不经意地将其
与抠门、吝啬挂钩。“小气”更像是有
色眼镜一样，模糊了我们原本的认
知。尤其是当“小气”这个标签贴在
一个男生的身上，则这场戏又增加
了更多的可发挥空间。

网络作家江海阔，自觉“抢了好
友秦明朗的女友——‘妖精’梅尔，
造成好友意外离世”而追悔七年，七
年后竟与梅尔重逢，这让他本就无
法释怀的心再次兵荒马乱。对金钱
锱铢必较的商界精英程维，酒后意
外“扑倒”律界佳人夏知凉，本以为
只是人生小插曲，不想却屡屡短兵

相接。绝对自我的富二代“玩家”魏
来，商场奇遇网红女主播齐妙，一贯
高高在上的他，也与这位“女战士”
点燃了战火狼烟。三个豪气的好哥
们儿，却因不同的心理问题，在面对
爱情时无法坦诚，得了“小气病”。
而三个率性的女强人，也因“追爱”
建立起友谊。共同走上治愈“小气
先生”之旅。

风为裳擅长以独特的视角、犀
利的观点和语言描写都市情感故
事。该书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三
个“小气先生”坚不可摧的友情及他
们各自势均力敌的爱情。嬉笑怒骂
间迎来温情满满的结局。

《爱上小气先生》
“小气综合征”治愈手册

♣ 田 果

新书架

回望故乡

♣ 古保祥

雨卧村落

桃花溪（书法） 刘百泉

几乎是一夜之间，雨便落满了整个村庄。
村庄非常小，如地球上的一颗尘埃，或者

似江湖岁月里的一把飞刀，更好比九条牛身上
的一根毫毛。

村庄虽小，也有五脏六腑，村庄是中国最
温暖的缩影。

不事张扬的村庄，就像低调的农人一样，不
会大鸣大放，只会正正经经地活，就像雨下时，
滋润了万物，雨停时，依然悄然无声，你见过收
税的雨吗？你见过雨向世人苛求任何报酬吗？

没有，村庄也是如此，你住在这儿上千年
了，只是象征性地每年除夕时，烧些锡纸，送些
烟花，其实这些不是送给村庄的，只是送走了太
岁，接来了吉祥，最终的受益者仍然是乡民们。

在村庄里，最喜欢雨的，莫过于庄稼了。
在老家前牛村，每家庭院的门前，都有一

小块门前地，一些日常吃的蔬菜时常躲在门前
地上微笑。小时候，我时常对长在瓦片上的马
齿苋心生畏惧，曾经小心翼翼地将它完整地拽
起来，才发现端倪，无数条根，即使只有一条根
盘踞在瓦片的缝隙里，便可以充分地使整个身
体吸收水的养分。

会有一些狼狈的场面出现，村庄里有一些
晒场，是乡民们专门用来晒粮食用的。在秋日
里，寒露前，香甜的花生便卧满了晒场。雨来
前，像小偷一样，乡民们一边骂着，一边收拾
着，等到收好了，用油布纸盖起来，等待明天阳
光灿烂。但秋雨从来就是缠绵的，像情人，像
糖，黏着你，让你欲罢不能。

打小起，我就喜欢在雨中行走的人。
多像江湖人生路，雨不像刀吗？不像箭

吗？射在人身上，刀刀催人老。幼时，我一直
想，父亲额头上的皱纹其实是雨打出来的，因
为在每下一场雨后，父亲便老了几分。

祖母是个喜欢雨的人。喜欢雨的人通常
都乐观，乐观的人，容易长寿，所以，她活了八
十高龄。祖母对雨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她的腿
从小起便有毛病，阴雨天来临前，她的腿便是
最好的天气预报。

祖母有条不紊地收拾雨后的庄稼，淋湿的
玉米被她撮进了屋里，满屋都是，惹得躲在墙
洞里的老鼠们眉开眼笑。老鼠也是喜欢雨天
的，因为雨是一场阴谋，一幕可以让万物有利
的话剧。

祖母晚年卧病在床，她最喜欢的是在雨
天，风中传来古氏祠堂檐头的铃铛声，这声音
她听了80年，在这无尽的氤氲中，祖父西游，乡
人们一个个排好队，列好阵，准备着随时老去。

每个人都会老去，不会老的是爱，是雨，雨即
使满头白发，也会化身为雪，染白整个世界。

多么美好的人生，多么清闲的世外桃源。
香飘故里，雨卧村落。

对于特别不服管教，尤其是
显示出暴力倾向的犯人，所里专
门备有脚镣。那玩意儿由几十斤
重的铁环和铁球组成，人挂上以
后就像一头拖着破犁的牛，走到
哪儿都咣当响。多挂两天，就连
道儿都忘了怎么走了，有些人还
会脚踝肿得像俩馒头。而杜湘东
扫了一眼地上的犯人，摇了摇
头，默不作声地打开了十七、十
八监的两道铁门。这俩人是同案
犯，按照规定，必须分开关押，
防止串供、密谋或闹出别的什么
乱子。一股又臭又馊的气息扑鼻
而出，那是二十多个犯罪分子共
同散发的味道。杜湘东又拿出手
铐钥匙，示意俩犯人过来开锁，
摘了铐子就可以去他们该去的地
方了。不出意外，他们今天晚上
都得挨着尿桶睡，而原先在监舍
里地位最低的人，则会荣升到靠
外一些的位置上。这道门里，另
有一套规矩。

当晚在食堂吃饭时，杜湘东
只觉得脸上发烧。他感到人人
都在看他，还猜测人人都在议论
他想走而又没走成的事儿。老吴
那张臭嘴肯定闲不住，也许在同

事们中间，他已经被说成了一个
心比天高但却志大才疏的家伙
——不光如此，还拿犯人撒气。
这么一想，刚才的那个耳光仿佛
抽在了自己脸上。一顿饭没吃
完，他就回了办公室，咕咚咚灌
了半搪瓷缸子凉水，这才想起还
有工作没做。对于新进来的犯
人，管教有义务了解其基本信息
以及犯罪事实。看守所也不光是
个关人的地方，在理论上还负担
着协助侦查机关取证的任务。这
些理论在老吴他们那儿也就是个
理论，但在杜湘东这儿可不是，
今天尤其不能是。看他的笑话是
吧？幸灾乐祸是吧？越是这样，
杜湘东就越得证明自己和他们不
是一样的人。

他耗费两个多小时，翻阅
了派出所转过来的审讯笔录，
以 及 厂 保 卫 科 提 供 的 相 关 资
料。娃娃脸犯人名叫姚斌彬，
棱角分明的犯人名叫许文革。
姚斌彬比许文革小两岁，俩人
一个二十一，一个二十三，都
是一家机械厂的青工。俩人的
住址也在厂家属区，是顶班招
收 进 去 的 工 厂 子 弟 。 工 作 以

前 ， 姚 斌 彬 上 的 是 全 日 制 高
中，许文革则是工业局下属技
校毕业。工作以后，姚斌彬分
在了模锻车间，许文革分在了
维修班。按照保卫科的说法，
此二名案犯深受资产阶级个人
主义思想毒害，自从入职伊始
就不安于工作，频繁利用公家
的器械和原材料在外面干私活
儿、赚外快，被厂里发现后还
挨过处分。这次他们企图盗窃
的物品尤其重大，是一辆日本
进口“皇冠”轿车的发动机。
被 发 现 时 ， 案 犯 自 带 简 易 工
具 ， 已 将 机 器 从 车 内 拆 卸 出
来，遭到抓捕时又嚣张拒捕，
许文革用扳手将保卫科副科长
开了瓢。

人赃俱获，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那年头，青工沦为阶下囚
的并不少见。本来社会上的诱惑
就变多了，再加上年轻人血气方
刚，脑子活络，往往一犯就是大
案。杜湘东曾经遇见过倒卖铜线
的电工，还有自制火枪把仇家崩
成大麻子的车工。而要说这俩犯
人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何不同，
恐怕还在各自表现出来的性格特

点。一个特别软，出了事儿光知
道叫妈，一个又特别硬，跟管教
都敢动手。无论特别软还是特别
硬，在杜湘东看来都是潜在的危
险。软的很容易自残，硬的很容
易伤人，以前闹出过这两种事端
的都是这两种人。

情况了解之后，杜湘东本想
再到监舍去看看，如果有需要的

话，对俩犯人进行一番教育也可
以。这是未雨绸缪的意思。然而
刚合上材料，天花板的喇叭又响
了：“杜湘东，你未婚妻找你。”

那时的看守所共有三部电
话，一部在所长办公室，一部在
监舍区紧急情况专用，还有一部
才是职工可以使用的公共电话。
地处郊县，谁家都会有人找，但
找人的过程又像移交犯人一样复
杂而且公开：看电话的老大爷先
通知管理科，管理科再用大喇叭
把要找的人叫来，并且还一定要
说明谁在找、干什么。有个笑
话，一个管教的老婆提前分娩，
等辗转找到人，听筒里已经传来
孩子的哇哇哭声了。而当杜湘东
听见喇叭响，就说明刘芬芳已经
在胡同口等了十来分钟。今天又
是个冷天，她又是个有点儿风吹
草动就得犯忧愁的人，杜湘东只
好撂下卷宗，急匆匆奔了出去。

来到管理科，听筒在电话机
旁撂着，好像一个人睡着睡着，
就从床上滚了下来。看电话的
老 头 儿 把 半 导 体 音 量 开 得 挺
大，请电话那头的刘芬芳听了
半集 《新闻和报纸摘要》。杜湘

东拿起听筒“喂”了一声，刘芬
芳也“喂”，然后分别汇报了这
两天的生活情况，诸如吃得怎么
样、排没排夜班、上个月的工资
还剩下多少等等。都是例行内
容。这些说完，刘芬芳才进入正
题：“你那报告交上去有几天
了？”

杜湘东说：“嗯。”
“有信儿没有？”
杜湘东说：“没批。”
刘芬芳没问为什么没批，仿

佛早就料到批不了似的。她只
问：“那咱们怎么办？”

把“咱们”说得很重，示意
杜湘东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
这层意思就让杜湘东嗫嚅起来，
心里闷闷一紧。过了几秒钟，他
才说：“我哪儿知道怎么办。”

刘 芬 芳 也 “ 嗯 ” 了 一 声 ，
便把电话挂了。这可是俩人交
往史上未曾有之大变局。以前
也拌嘴，但越拌嘴，刘芬芳就
会把话筒抓得越牢，打电话的
时间也就越长。而这一次的态
度，就说明她动了真格的。杜
湘东可以想象刘芬芳嘴唇抿在
一处、眉头微微蹙起的模样——

这副表情从侧面看，的确是有点
儿像吉永小百合的。现在吉永小
百合决绝地离开胡同口的小卖
部，途经提供“啤酒炒芽”的小
饭铺，捂着鼻子冲过公共厕所的
辐射区域，正准备扑到宿舍的单
人床上去抹眼泪、咬枕巾。

他又把电话打过去，一个
老太太告诉他“人早走啦”。

杜湘东只好怏怏回到办公
室。俩人生活比一人麻烦，这
是早有预料的，但没想到一个
人的憋闷平摊到俩人头上，也
会被放大无数倍。都知道被看
管的犯人失去了自由，其实看
管犯人的人何尝不是如此。这
么一感慨，他无端又想起了今
天送来的俩犯人。按照那些身
经百战的老警察的说法，犯了
罪 的 人 身 上 都 是 有 “ 味 儿 ”
的，拿鼻子一闻就知道谁是良
民，谁是隐藏在群众中的坏分
子。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也符
合犯罪心理学：人违背了社会道
德，内心都会挣扎自责，从而也
会在神态举止上表现出
来，有所区别的只不过
是掩饰能力罢了。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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