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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青少年宫的情缘

长沙策 老树画画

有个人布置了一个捉火鸡
的陷阱， 他在一个大箱子的里
面和外面撒了玉米， 大箱子有
一道门，门上系了一根绳子，他
抓着绳子的另一端躲在一处，
只要等到火鸡进入箱子， 他就
拉扯绳子，把门关上。

一天， 有12只火鸡进入箱
子里，不巧1只溜了出来，他想

等箱子里有12只火鸡后， 就关上
门， 然而就在他等第12只火鸡的
时候， 又有2只火鸡跑出来了，他
想等箱子里再有11只火鸡， 就拉
绳子，可是在他等待的时候，又有
3只火鸡溜出来了，最后，箱子里1
只火鸡也没剩。

平衡心态，及时止损。理性投
资而不是赌徒心态。

对于青少年宫的情
感和记忆可以追溯到我
的孩童时代。那是20世纪
80年代初，我的父亲母亲
由于工作的缘故，无暇照
顾我，我便与祖父祖母生
活在一起。我们住的地方
靠近青少年宫， 基于此
故，老人家经常带我到青
少年宫玩耍。

我记得，祖父祖母和
我经常在青少年宫内的
刘胡兰、 雷锋雕像前伫
足，老人家向我讲述了英
雄们的故事，从此 ，英雄
们的形象便深深刻在我
的脑海里。 那个时候，表
妹和我在小杜鹃艺术团
学习，学习结束后，负责
接送的祖父总是一手牵
一个。有时祖父来了兴致
还带我们在青少年宫影
院看电影。 电影结束后，
正好是吃晚饭的时间，祖
父便领着表妹和我去先
锋厅打打牙祭。

年纪稍长后， 我就喜
欢呼朋引伴， 与对门的三
伢子、 隔壁的红妹子到青
少年宫游玩。 因为青少年
宫内古亭前的草丛中的蟋
蟀和蝈蝈的吹拉弹唱闹得
我们心里怪痒痒的。 而夏
日的清晨与傍晚， 我漫步
在青少年宫的草坪上，我
会惊喜地发现：那些红色、
黑色、 透明的蜻蜓在我跟
前，或高或低、或左或右调

皮地飞行着。我望着它们，它
们也望着我。 这就构成了一
幅和谐、美妙的图画。如今，
甚至在梦里 ， 我还能隐隐听
到这种曼妙的歌声、 看到这
美妙的图画。

更让我开心的是盛夏时
节， 姑父领着我们到青少年
宫内的游泳池嬉戏 。 在水
中，堂姐、表妹、表弟和我打
着水仗，我们笑着、喊着。呵
呵， 在青少年宫的怀抱里，
我们玩得不亦乐乎。祖父祖
母则喜欢坐在阴凉处纳凉，
或回忆或遐想，或欣赏我们
那一张张欢笑的脸。夕阳西
沉，晚霞把游泳池的水染成
胭脂，凝滑极了。“回去了。”
祖父祖母的呼唤，我们才依
依不舍地暂时离开了青少
年宫。

青少年宫简直就是我儿
时的乐园。因此，孩童时代我
的很多欢声笑语和美好记忆
都留给了青少年宫。 我的童
年是快乐幸福的， 这一点青
少年宫可以作证。

参加工作后， 我去很多
的城市， 也有意无意地游览
过各地的青少年宫， 但自己
每次总是匆匆而过， 没有丝
毫的留恋之意。 现在想来这
也是极其正常的， 因为“自
家” 的青少年宫装满了我的
故事， 所以对我自然会产生
一种巨大的吸引力， 也更有
一番亲切的味道……

■黄显耀

拿破仑读书有三招

说古今

妹妹告诉我一个母亲的秘
密。

她说，咱妈特别喜欢收快递。
每次你打电话， 说最近有快递过
来，她可操心了，电话不离手，生
怕错过了。

我笑了，没想到母亲还有“收
快递”这个爱好。可没过几天，母
亲在一连收到几个快递后， 忽然
给我打电话说， 以后不要再给她
买东西了，这样天天买太浪费了。

我知道母亲的心理。 她一面
喜欢收快递，欣喜于孩子的孝心，
一面又心疼孩子花钱。 那我该怎
样，才能让母亲既不心疼，又能继
续高高兴兴地收快递呢？

我琢磨了一阵子， 终于想出
一个办法。

周末，我回家看母亲。我郑重
其事地对她说：“妈， 过几天会有
个快递，你留心着电话。”

母亲责备我不听话， 又乱花
钱。我忙解释：“这次我买东西没有
花钱，我前段参加了一个外地的摄
影比赛，得了奖，这是发的奖品。”

母亲特别天真好骗，对孩子的
话，总会轻易信以为真。听我这样
说，她沉吟片刻，终于放下心来，乐
呵呵地说：“那好啊，我就收着。”

我心里悄悄乐， 母亲又可以
高高兴兴， 没有思想负担地去收
快递了。 ■邓迎雪

拿破仑是19世纪法国
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他创造的一系列军事和政
治奇迹， 至今为人们津津
乐道。 而拿破仑读书的方
式方法，更让人感触颇多。

第一招，发奋攻读，博
览群书。 拿破仑在巴黎军
官学校深造时， 最感兴趣
的是各种炮术、 战术和波
斯、雅典、瑞士等国历史、
宪法以及英国、埃及、印度
等国风俗民情、 山川形貌
书籍。 此外还有柏拉图哲
学， 歌德、 伏尔泰等人作
品。 担任法国的首席执政
官时，一次主持讨论《民法
典》的会议上，拿破仑随口
引证了成段的法律条款，
在座的法学家们都大惊失
色。 即使在他人生最后的
岁月里，兵败滑铁卢，被囚
于圣赫连那岛， 仍每天读

书。
第二招，勤于思考，学以

致用。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
拿破仑坚持精读、反复研读。
一是细细琢磨书中的内容要
点。二是在消化、思考之后认
真地记下书中要点。 三是注
意应用。

第三招， 战学结合，建
立战地图书馆。拿破仑一生
指挥了近60次战役。每次大
军纵横驰骋时，他的帷帐之
中总有一个“战地图书馆”。
这批书多达几千册，包括历
史、地理、宗教、传记等。图
书是拿破仑指挥作战的重
要资料 。1812年远征俄国
时，他对俄国的地理，尤其
是立陶宛的交通、 湖泊、河
流、 森林等标识的了解，主
要是借助利亚立巴尼亚的
地方史志而获得。

■姜炳炎

讲故事

母亲喜欢收快递

我虽然长得不矮， 但十分清
瘦，鼻梁上又架着高度近视眼镜，
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我在一家
企业做文员， 工作上就是写写材
料打打杂，被人呼来唤去的。对我
好点的人叫我眼镜， 对我不太好
的人称我麻杆。

她是我们这家企业的一线工
人，多干些体力活，是少数几个与
男人同工同酬的女人之一。 她长
得高大丰满，说话高声大嗓，做事
风风火火，为人不拘小节，穿着一
直很中性，背后被人称为女汉子。

因为我会写点小小说， 经常
有豆腐块发于各地报刊， 手头也
有不少报刊杂志，她知道后，就找
机会向我讨教写作方法， 找我借
报刊杂志阅读。这样，我们接触的
机会就多了起来， 我也确实觉得
她是个女汉子。

在大伙儿半真半假的撮合，
以及我和她半推半就的答应下，
我们真的谈起了恋爱。 没过三个
月，我和她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这个女汉子就确确实实地成了我
的老婆。结婚后，本来男主外女主
内的格局，在我家却被完全打破。
洗碗扫地这样的小杂活儿， 成了
我的专利，她说，这样的事儿干着
真没劲。 而买米换桶装水什么的，
她却非常主动。我说，老婆，这些体
力活就让我来做吧， 我虽然瘦点，
但也干得了。她说，像你这样麻杆
儿似的身材，怎样经得起折腾。

我从心里感觉到， 老婆是非
常关心我照顾我的， 虽然她不善
于用语言表达， 但从行动上完全
可以看得出来。 我的女汉子老婆
哟，我也得好好爱你。 ■黄健生

娶个女汉子做老婆

当年总想干大事，人前喜欢装深沉。如今无可无不可，只想做个扫花人。

财视野

据说在一档电视专访中，
王健林曾谈起自己的当兵经
历。说那时吃饭，每餐都是一大
锅饭，大家用的是同样的碗，而
饭是有限的， 谁吃得快才能吃
得饱，最快可以盛到第二碗。一
般人第一碗就盛得非常满，而
王健林总是盛半碗，因为饭少，
可以确保比别人吃得快， 这样
就有更大机会去盛第二碗……

为尊者点赞一直是“成功
学”作家的基本功，于是各种赞
叹铺满网络。 有人说王健林这
是“先发制人”，还没有盛饭之
前早已在胸中布局谋篇。 凡事
预则立，不预则废。正是养成了
这种先布局再动手的习惯，老
王才能成为今天的首富。 也有
人说王健林这是“后发制人”，
先让别人去拼第一碗， 他抄底

第二碗。 当然也有人觉得老王不
应该添第二碗， 应该让战友们多
吃一点。

虽然在财富排名上估计相差
好几亿个位次， 我父亲却有幸与
首富有过相似的回忆。 那年月工
厂也是吃“大锅饭”，一个班组十
几个人一桶饭。 父亲的这段记忆
使得我们从小就经受着“吃饭要
快”的教育，“吃饭快，就可以少吃
菜，节约啊！”父亲说。父亲的记忆
中，由于饭量因人而异，通过竞争
多吃上两口无可厚非。 但菜必须
绝对平均，因为更为稀缺。每人只
能打一勺， 不然最后一两个人就
一点都吃不到了。

相比王健林的“半碗饭”理
论，父亲这种思路的确证实了“存
在就是合理的”，几亿位次的财富
差距合情合理。 ■朱辉

半碗饭

在一次讨论会上， 一位著
名的演说家没讲一句开场白，手
里却高举着一张20美元的钞票。
面对会议室里的200个人，他问：
“谁要这20美元？”一只只手举了
起来。他接着说：“我打算把这20
美元送给你们中的一位，但在这
之前，请准许我做一件事。”他说
着将钞票揉成一团，然后问：“谁
还要？”仍有人举起手来。

他又说：“那么， 假如我这
样做又会怎么样呢？”他把钞票
扔到地上，又踏上一只脚，并且
用脚碾它。尔后他拾起钞票，钞

票已变得又脏又皱。“现在谁还
要？” 还是有人举起手来。“朋友
们， 你们已经上了一堂很有意义
的课。无论我如何对待那张钞票，
你们还是想要它， 因为它并没贬
值，它依旧值20美元。”

人生路上， 我们会无数次被
自己的决定或碰到的逆境击倒、
欺凌甚至碾得粉身碎骨。 我们觉
得自己似乎一文不值。 但无论发
生什么，或将要发生什么，我们永
远不会丧失价值。肮脏或洁净，衣
着齐整或不齐整， 我们依然是无
价之宝。

止损

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