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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阳光大学生

大学课程琳琅满目，大学知识浩如烟海，大

学生活丰富多彩，大学是一部学不完、念不透的

“社会天书”。身处“天书”之中的大学生，需要独

自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 独当一面地处理

诸多问题。若是不及时做出心理调整，往往难以

适应新的环境， 甚至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心理疾

病。 因此，保持一个阳光的心态显得尤为重要。

做一名擅于学习的阳光大学生。 学习是学

生的天职，大学学习有别于中学学习，不仅要学

好每门具体课程，更要学会独立思考。学习与思

考是一对孪生姊妹，“学而不思则惘， 思而不学

则殆”。要在学习中分析总结、归纳提炼，学会由

表及里、透过表象看本质，发现和掌握事物的规

律，学会去粗取精汲取自己需要的知识点。好的

学习方法会让学习轻松高效，趣味盎然。

做一名善于沟通的阳光大学生。 生活因分

享而快乐，一条祝福的短信、一个问候的电话，

能给人带来温暖；一个赞赏的微笑、一次敞开心

扉的交谈，能使人精神振奋；一个善意的提醒、

一次友好的帮助， 能让人信心倍增。 多一点欣

赏，多一点分享，多一点借鉴，可以使自己的人

生路走得更顺畅、更快乐。 不要自我封闭、故作

清高，要积极投身于大学生活的各种实践。

做一名懂得感恩的阳光大学生。 在父母溺

爱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不

懂得顾及他人的感受。迈入大学，我们要学会发

现周围的真善美，真心感受亲人、老师和同学对

你的关爱，学会换位思考，知恩、感恩、报恩。

做一名敢于竞争的大学生。 大学是一个小

社会，是纷繁复杂大社会的前奏和起点，竞争已

是当前社会的常态， 不容许我们遇到顺境夜郎

自大、得意忘形，遇到逆境就怨天尤人、自暴自

弃。我们必须练就自身良好的抗压和竞争能力，

保持胜不骄、败不馁的气度，才能拥有快乐的大

学生活和幸福的人生。

做一名自信乐观的大学生。 自信的人不一

定都能成功，但不自信的人必定会失败。胡雪岩

曾言：“立志在我，成事在人。 ”这份自信使他面

对权威刁难生活重压时泰然自若，造就出 19世

纪下半叶叱咤商界的风云人物。 自信会给我们

朝气、给我们力量，会使我们积极地对待一切，

阳光地拥抱每一天。

心态决定姿态，姿态决定生活状态，保持一

颗阳光的心，我们的大学生活才能阳光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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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结婚那年，我和媳妇天天吵架，其实我

和她没什么空话，主要是媳妇与我家里人很合

不来。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我爸，我妈我觉得做

得够好的了，早上起来，母亲做好了早餐，我和

媳妇舒舒服服地吃了就去上班。 下了班回来，

母亲早就做好了饭菜。 而且家里的一应开支，

都是父亲的工资在支出， 我们纯粹的白吃白

喝，按道理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我媳妇应该

感到幸福，可情况就不这样，我媳妇横看竖看，

都觉得我父母不顺眼， 天天嚷着要出去自己

住。

媳妇与爸妈的主要矛盾，都是鸡毛蒜皮的

事。 就拿电灯来说，我父母特别节俭，天亮了是

不准开灯的，天没有完全黑透，也是不能早早

地就开着灯， 可是我媳妇喜欢屋里亮堂堂的。

每次媳妇打开电灯， 母亲不自主地就关掉了。

母亲刚关上，媳妇马上就去打开。 婆媳间就这

样暗暗地较劲，你开我关，我关你开的。 我在中

间时常做媳妇的工作，要媳妇忍让点，可是媳

妇不领情， 她一张嘴管不住， 就会脱口而出：

“你们这些人个个都是疯狗。 ” 我听了气往上

涌，怎么会骂我们家的人是疯狗呢？ 我父母都

几十岁的人了，说话真是个没高矮。 几句话不

对，我和媳妇的战争就爆发了。

开始还动嘴吵， 后来控制不住就动起了

手。 父母在其中伤心难过，我尤其不能忍受父

母受委屈，争吵中毫不相让，最后闹得不可开

交，我和媳妇都闹到离婚的份上了。

原本不大的事情，却搞得鸡犬不宁，这样

反反复复地闹， 生活就像波谷一样一起一伏

的。 慢慢地媳妇有了身孕，家里也只得安静了

些，大家都忙着给未来的孩子做准备。

虽然有了一些安宁，但是媳妇与我父母的

不和谐还是在上演。 有时为了母亲熬的鸽子汤

太补人，媳妇吃了怕发胖，母亲摔盆砸碗，媳妇

就开口大叫：“你们这些人个个都是疯子。 ”我

也听习惯了骂声，但觉得媳妇的这次骂声有了

变化，以前那难听的“疯狗”换成了“疯子”，是

有些顺耳了。

我们的孩子降临了，父母抱着小孙孙眼睛

眯成了缝，大家忙前忙后。 坐月子，满月宴，剃

胎毛，打预防针，母亲和父亲忙得乐呵呵，他们

抱着小孙子就甭想我们能抱到。

母亲害怕孙子感冒， 大热天也穿得厚厚

的，说什么“细娃无六月”，随时都要穿厚点，预

防风寒。 媳妇不喜欢母亲的做法，看着儿子大

热天裹着厚厚的棉衣，心里硬是难受，嘴里又

骂开了：“你们这些人个个都好玩。 ”

媳妇的骂引来大家哈哈哈的笑声。“是啊，

咱们就是好玩，以后我的孙子我会给他更多好

玩的。 ”一向不爱插言的父亲举着孙子，乐呵呵

的，像个顽童。

我心里暗笑，媳妇的骂声，怎么听起来那

样入耳呢？

骂出的和谐

□ 陈明强

我刚好写了三十年小说。 这中国小说的三

十年， 大致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最热闹的三

十年。 写的人多，发表出版的作品也多，这条路

上就必然很挤。 一挤就势必有嫌挤的写手要千

方百计寻找到一条更便捷的路， 以利尽快到达

他们所想达到的目的。 我一直在这个很挤的路

上，是被挤者，也是挤的看客。既然被挤，也必生

被挤的厌倦，也想寻一条捷径。算得是一个合格

的看客，看足了众多的表演。

花了三十年的工夫， 在饱览了众多小说样

式的尝试之后， 我最终的感慨还是回到了对于

小说认知的初始：小说不过是小说，不是能够解

决国计民生的大说。小说便是说话，把世俗生活

中众所周知的事情，经过巧妙得体的加工剪裁，

有趣地说给大家听，如此而已。 显然，这不过是

我的道理，这个道理的出处，便是我每当在脑海

中翻阅已经读过的无数中国小说中， 印记最深

还是《快嘴李翠莲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很早的小说。 照说这都是

早已过气的小说， 但为什么还能够固执地残留

呢？不一定要有道理，鲜活的记忆便是最坚实的

道理，没有什么比自己的记忆和感觉更可靠。

姚子珩先生的这一批小小说， 唤起了我关

于文学深处的记忆。 我以我文学三十年的最终

立场认为小说还是应该这样来写： 一是说的大

白话。 生活中说大白话易，小说用大白话来说就

难。这个难，只有写小说的自己才明白，很多小说

看似写得很文采、很复杂，其实是作者没有办法

用大白话来讲清楚，才去寻求另外的办法。 二是

说得简练的话。 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小说里，能够

用最短的话语来表述复杂的事情， 能够以一当

十、举重若轻、“一句当一万句”，都是高手。 一件

简单的事情倘若说出一箩筐话还没有说清楚，

生活中这样的人最好不要选择当领导这个职

业。 啰啰嗦嗦写出来的小说，大抵也没有什么看

头。三是少不了要讲一件有趣的事情。生活中要

是一堆人冬天里围炉夜坐， 会讲故事的人必是

中心。 如果有人不适时宜语无伦次讲意识流，便

会认为是神经病。 小说断然是少不了意识流的，

但如果把做梦和说胡话也能编成生动的故事，

就成了小说家。 三十年来我看到许多因不屑讲

故事的同行，最终还是回到小说讲故事的源头，

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姚子珩是这么来写小说

的，他十分尊崇明清经典白话小说的明白晓畅，

又十分珍惜他昔日乡间生活和现今机关生活的

美妙记忆和有趣瞬间，他注重了小说的小，像一

个细心的工匠， 将记忆中一件件并不起眼的小

事，绣成花朵和绿叶，打磨成珍珠和首饰。《癌

症》、《换房》、《邻居》、《工作餐的故事》、《完假归

主》、《老牛的哀叹》 等很多篇章， 都写得精致有

趣，很耐看，是能够让人记住和回味的。我们不必

对小说寄寓太多的社会沉重， 一段文字能让人

记住和回味，就算是点缀了人间的阅读美丽。

姚子珩的主业是新闻， 观察世象的职业敏

锐和文字的考究，是他小说明亮的双眼。他抓牢

了文学的浪漫之索， 使他的小说成功地跳出了

新闻的概念。 又专注于用心吸收中国小说艺术

中最纯粹的部分，成为他小说坚实的双翼。这都

是姚氏小说地道的理由。

（作者系湖南省文联巡视员、著名作家）

□ 彭见明

《乡村趣态》序

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给自己留一点心灵

的空隙，就象我们去打一桶水，装得太满，提着走

时，不管怎么小心，总是不断的有水溢出来。 留点

心灵的空隙，可以让我们在对事对物上，有足够的

缓冲余地，或退或进，都能游刃自如。

打游戏时，不管我们的实力怎么样，总想只

有赢。人生亦是这样，做每一件事情，我们完完全

全地付出，然后总想着完完全全地收割。 假如一

件事情做砸了，我们就会感到郁闷，这个世界上

能真正放得下的人少之又少，所以人生才会有那

么多的烦恼。 烦恼不会自动找上门来的，都是我

们在找自己的茬，因为我们的内心，我们放不下。

恋爱让我们明白了很多事情，也让我们看不

破很多东西。我们总想把自己完完全全袒露给对

方，也希望对方完完全全是自己的，只是到头来，

我们发现，了解得越多，反而失去得越快。两个太

透明的人，是不可能太长久的，就好比一个人吃

得太饱就会厌食，而不会感激。两个人的爱之间，

需要一点神秘， 或者说需要一段心灵的空隙，爱

情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不要试图以自己的观点来说服别人。很多时

候，这就是摩擦的开始，因为生活中没有绝对的

对和错，有的只是考虑的角度不同。 要改变别人

是很难的，还不如学着尊重别人，包容别人的对

或者错。学会宽容，也就给自己心中留下了空隙，

以便回旋。

一个人的成功，不是看他赚了多少钱，而是

看他定的目标实现了多少。 定得太高是一种负

担，太小则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迷失。 当我们知道

自己需要什么时， 我们就找准了自己的方向，这

个时候就不要思前瞻后了， 既然选择了远方，风

雨便是必然的。

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远比去仇恨别人来得

容易，也许确实有些人很无耻，但当我们为别人

而想的时候，我们往往才知道，其实他们比我们

更可怜。 生活已经那么艰难了，我们何苦自己再

为自己添把枷锁。月有阴晴圆缺，快乐也是过，忧

愁也是过，还不如放下那些多余的包袱，轻轻松

松过日子，人舒坦，心也舒坦。

快乐能使人头脑清醒，拥有一种心灵上的宁

静，也能少犯一些不必要的过错。心静了，也就看

开了，则呈现在你眼前的世界，都是温暖而又美

丽的。

给心灵留点空隙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邓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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