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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结局
□ 陈好

几年前，我在杂志上看到这样一则故事。
一个小男孩因为车祸失去了左臂，但他很

想学习柔道。 后来机缘巧合，他拜一位日本柔
道大师为师。 练习了 3个月后，师傅却只教了
他一招。 小男孩不理解。 忍不住问师傅。 师傅
回答说：“你只需要学会这一招就够了。 ”

小男孩虽然不明白师傅的话， 但他还是
继续练下去。

几个月后，师傅带小男孩参加比赛。 小男

孩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轻松地连赢两轮。 第三
轮比赛他比前两轮稍微艰难些， 但对手还是
在他的进攻下落败了。 就这样，小男孩稀里糊
涂地进入了决赛。

决赛的对手比小男孩高大和强壮许多。
小男孩最初显得有些招架不住， 裁判也担心
小男孩会受伤，就宣布暂停，然而小男孩的师
傅对裁判说：“请继续吧！ ”

比赛重新开始，对手放松了警惕，小男孩

又连连使出师傅教给他的那一招， 终于制服
了对手，获得了冠军。

回家的路上， 小男孩鼓起勇气道出了心
里的疑惑：“师傅， 我为什么凭着一招就赢得
了冠军呢？ ”

师傅答道：“第一， 你掌握了柔道中最难
的一招;第二，据我所知，对手对付这招唯一的
办法就是抓住你的左臂。 ”

我们也许没有机会掌握那最厉害的“招
数”，于是当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时，有些人
就会变得消沉。但是事实上。任何苦难或者失
败，都是日后的宝贵财富，它们就是应对困难
的最好招数。 困难虽然不会重复，但是或多或

少有雷同的地方。 如果因为某一次或者几次
的不尽如人意， 我们就放弃了所有的努力和
希望， 那岂不是连站到比赛场上的资格都没
有了？

我们要像故事中的小男孩那样， 即使失
去了左臂，也要学习柔道。

让我们设想一下小男孩的将来。
他虽然比赛得了冠军， 但是他肯定没有

忘记自己学习柔道的目的，那就是喜欢柔道。
因此小男孩依旧享受着学习柔道的乐趣，在
训练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技巧， 将所遇到的困
难一一克服。

我想，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抒怀

曾经读过一句话，“当你的才华不
足以支撑起你的野心时，请坐下来静静
地读书。 ”这颗“野心”不止于你的事业，
更关乎你生命的热度、厚度与广度。“立
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看别
人写文章妙笔生花、博古引今、创意无
穷，羞愧难当。

只有对书本产生足够的阅读动力
才能坚持不懈，有所收获。读书的过程，
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来不得半点
虚假和急躁。 从量变到质变，从片断到
系统，从盲从到独立，从浅尝辄止到登
堂入室。正如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所
言：“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
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
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 ” 随
着年岁与阅读量的增长， 对于文章标
题、结构、立意、用词、用典、思维、主旨
的把握都会变得清晰熟练，所表述的情
感与思想也会变得更加理性与深沉。明
代还初道人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咬
得菜根，百事可做”。作者以“菜根”为本

书命名，意谓“人的才智和修养只有经
过艰苦磨练才能获得。 ”“真味是淡，至
人如常”，书是小人生，人生是大书。 唯
有耐得住寂寞， 守得住心灵的底线，才
能识得读书的滋味， 破解人生的真谛。
进得书山，出得书山，方是纵意书卷。酸
腐气太盛， 难免不被人讥为书呆子，如
孔乙己那样，自然要不得。 真正的美味
是清淡平和的，德行完美的人才能够保
持平常心。“不唯书，不唯上，不从众”，
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坚守的独立自由
之精神所在。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生活里没有
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
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阅读对人成
长的影响是巨大的。“粗缯大布裹生涯，
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本好书改变的还
有人的气质与修养。 宋学士黄庭坚说，
“士大夫三日不读书， 则义理不交于胸
中， 对镜觉面目可憎， 向人亦言语无
味。 ” 则完整地道出了读书与修养的辩
证统一关系。 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
他本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
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
水平。欣喜的是全民阅读已提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繁荣优秀传统文化也为社
会所重新认识。 新名词、新技术、新理
念、新应用，哪一样都离不开读书。

爱上读书吧，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廉
价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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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江县第四中学办公室 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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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一壶清茶
让沸水缓缓而下
茶叶在壶中翻腾舒展 悠悠浮动
那些新焕发的绿意
行走在你眉目间
也在你上扬的唇边

捧一杯茗香
让热气袅袅上升
香气在鼻间萦绕回旋 浓浓淡淡
那些飘着香气的日子
行走在四季的轮回中
也在岁月的变迁中

古朴的茶室
飘香的灵魂
灵动的茶香
走过了悠长悠长的岁月
我明白你会来
所以我在茶香里等

2018 年 12 月 5 日
星期三 09科教新报 湘韵

茶 香
□ 隆回县桃花坪中学 邓朝霞

忙碌了一天，刚回家还没有落座，突然，
一阵急骤的手机铃声响起。 女儿焦急的声音
传来：“娭毑被摩托车撞了。 ”母子连心，顿时
我心头一紧，脑子里一片空白。

“爸，妈伤得不重吧？ ”接完女儿的电话，
我又急切地拨打了父亲的电话 ，“冇得大事
呢，正在检查，等下打电话给你。 ”父亲一如往
常，镇定自若。 “医生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照了
片子，冇得事，你们放心，拿了一点药回家吃，
过几天再去检查一下。 ”半夜时分，父亲打电
话来告诉我检查结果， 还给我讲述了事情发
生的经过：晚饭后，我们俩一如平常在老街上
散步，不想遇到了摩托车与小车汇车，小车大
灯刺眼， 摩托车司机不小心车把手拌了一下
你母亲，没什么大事……

星期天的早晨， 一个瘦小个子的小伙子
坐在我家客厅里， 茶几上放着一个红色塑料
袋，里面有苹果什么的，小伙子笔笔直直坐在
沙发边上。 看见我， 他眼睛里露出害怕的神
色。 不用问，一定是那个肇事的摩托车司机。
“小伙子，你先去医院挂号。 随后，我们坐我儿
子的车就来。 ”父亲对小伙子说。 “好好好，我
先去挂号。 ”小伙子如释重负，掉头就准备下
楼去。 “慢一点，咯是剩余的费用，还有二百多
元，你拿去。 ”父亲从装有医院病历、片子、药
单的袋子里拿出钱， 交到了小伙子的手中，
“这？ ” “你也不容易 ，拿去吧。 ”接过钱，我分
明看到了小伙子眼角有一颗眼泪滚落下来。

“您老还有什么地方痛吗？ ”医生边看片
子边问我母亲，“没有哪里痛。 ”母亲说，“上次
开的药，您吃了没有？ ”“没有吃一粒，还放在
家里呢。 ”母亲像小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医
生问一句她答一句，“开始还有点脑壳晕，现
在脑壳也不晕了。 ”医生还没有问，母亲又补
了一句，身边的人听了目瞪口呆。

“只是血压有点高，身体其它方面都没有
什么问题。 老人家，为了稳妥起见，上次开的
药您老还是要吃，这次我再开点药，您带回去
吃。 ”医生叮嘱我母亲，“好好好，我保证吃。 ”
“医师，你开的药不贵吧？ ”医生正在聚精会神
开着药单子，母亲猛然来了这么一句，言下之
意是怕多花了钱，我们几个面面相觑。 “不贵，
就百来块呢。 ”“小伙子作孽呢，才参加工作不
久就遇上了这件事，又要花费几百元钱。 ”母
亲自言自语，这时，我们都明白了，母亲是同
情小伙子生怕多花了钱。 不一会儿，小伙子
就从窗口取来了药，递到我母亲手中。

小伙子默不做声地跟着我们走出了医院
大门， 搀扶着我母亲上了车， 轻轻地关上车
门，笔直地站在车子旁边，似乎想说什么，又
说不出口。 我发动了汽车，车子开出了医院好
远了， 父亲回头一看， 小伙子还站在那里发
愣，迅速将头伸出车窗外大声喊了一句 “小
伙子，冇得事了，你回去啰。 ”

后视镜里，小伙子还站在那里直愣神，也
许他也没想到即使生命总以刻薄荒芜相欺，
他却幸运地被善良的人温柔以待！

我见证了父母的那份善良。

那 份 善 良
□ 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中心校 刘志宇

对太阳雨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子的。
幼年随母亲到芋田里采芋梗， 母亲用半

月形的小刀把芋梗采下，我蹲在一旁看着，想
起芋梗油焖豆瓣酱的美味。

突然，被一阵巨大震耳的雷声所惊动，那
雷声来自远方的山上。

我站起来，望向雷声的来处，发现天空那
头的乌云好似听到了召集令， 同时向山头的
顶端飞驰去集合，密密层层地叠成一堆。雷声
继续响着，仿佛战鼓频催，一阵急过一阵，忽
然，有人喊了一声：“冲呀！ ”

乌云里哗哗洒下一阵大雨，雨势极大，大
到数公里之外就听见噼啪之声， 撒豆成兵一
样。我站在田里被这阵雨的气势慑住了，看着
远处的雨幕发呆，因为如此巨大的雷声，如此
迅速集结的乌云，如此不可思议的澎湃之雨，
是我第一次看见。 最奇异的是， 雨虽是那样
大，离我和母亲的位置不远，而我们站的地方
阳光依旧，母亲也没有要跑的意思。

“妈妈，雨快到了，下很大呢！ ”“是太阳
雨，不要紧，不一定会下到这里。”母亲的话说
完才一瞬间，雨就到了，有如机枪掠空，哗啦

一声从我们头顶掠过，就在扫过的那一刹那，
我的全身已经湿透， 那雨滴的巨大也超乎我
的想象，炸开来几乎有一个手掌，打在身上，
微微发疼。

雨淹过我们，继续向前冲去。 奇异的是，
我们站的地方仍然阳光普照， 使落下的雨丝
恍如金线，一条一条编织成金黄色的大地，溅
起来的水滴像是碎金屑，真是美极了。

母亲还是没有要躲雨的意思， 事实上空
旷的田野也无处可躲，她继续把未采收过的芋
梗采收完毕。我们工作快完的时候，雨就停了，
我随着母亲沿田埂走回家，看到充沛的水在圳
沟里奔流，可见这雨虽短暂，却是多么巨大。

太阳依然照着， 好像无视于刚刚的一场
雨，我感觉自己身上的雨水向上快速地蒸发，
田地上也像冒着腾腾的白气。 觉得空气里有
一股甜甜的热，土地上则充满着生机。 “这雨
是很肥的，对我们的土地是最好的东西，我们
做田人，偶尔淋几回西北雨，以后风呀雨呀，
就不会轻易让我们感冒。 ”

回到家，我身上的衣服都干了，在家院前
我仰头看着刚刚下过太阳雨的田野远处，看

到一条圆弧形的彩虹，晶亮地横过天际，天空
中干净清朗，没有一丝杂质。

大风大雨在某些时刻给我们一种无尽的
启发，令我们对自然有一种敬畏之情。

我时常忆起那骤下骤停， 一边下大雨一
边出太阳的“太阳雨”。 “太阳雨”是人生的一
个谜题，使我难以明白，问了母亲，她三言两
语就解开这个谜题， 她说：“任何事物都有界
限，山再高，总有一个顶点；河流再长，总能找
到它的起源；人再长寿，也不可能永远活着；
雨也是这样，不可能遍天下都下着雨，也不可
能永远下着……”

在过程里固然变化万千， 结局也总是不
可预测的， 我们可能同时接受着雨的打击和
阳光的温暖， 我们也可能同时接受阳光无情
的曝晒与雨水有情的润泽， 山水介于有情与
无情之间，能适性地、勇敢地举起脚步，我们
就不会因自然轻易得感冒。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心里存有浩
然之气的人， 千里的风都不亦快哉， 为他飞
舞，为他鼓掌！这样想来，生命的大风大雨，不
都是我们的掌声吗？

人 生 的 掌 声
□ 林清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