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人都爱漂亮，不过有的女人漂亮只
限于买几件衣服， 有的女人则是相当讲
究。 这种讲究是一种终身的品质，与年龄
无关。

我的一位朋友， 曾讲过一句经典的
话：经过成长，女人拼的就是看上去干净
舒服。 因为被俗事一拖累，人的疲态就显
出来了，有的人无心打理自己，偶尔兴致
来了， 也只是买几件衣服或者高档护肤
品，根本和讲究不沾边。

这位朋友留学回来， 开了一家料理
店，小本经营，很累很忙。 但多年不变的
是，她每天坚持洗头泡澡，把自己打理得
干干净净，然后涂上身体乳。走出去时，身
上有一种天然的香气。做这两件事一个小
时就足够了，这一个小时也是她给自己留
的“女人时间”。 女人无论多大年龄，只有
自己讲究了，别人才会觉得这种讲究理所
当然。

走过青葱岁月，越来越觉得漂亮是个

肤浅的词， 女人更需要的是一种讲究，这
跟教养和品性有关。 我认识一个女人，对
手特别讲究，她的手伸出来，指甲永远修
得整整齐齐。 不要以为她从不做家务，事
实上，她做得一手好菜，但每次做完家务，
她都会用醋泡手， 然后涂上厚厚的护手
霜，戴上手套睡觉，早上起来时，手上的皮
肤就会变得嫩嫩的。她的手上没有任何配
饰，却让人忍不住多望几眼。

另一个朋友阿玲， 我第一次看到她
时，首先注意到她的牙齿，干净整洁，让人
觉得很舒服。 因为注重牙齿健康，她从未
有过口气问题，一口白牙，口气清新像口
香糖广告里的模特。 每次参加饭局，她的
话虽不多，但是总能引起关注，一位男士
由衷感叹说：“你笑起来真好看。”是的，阿
玲的牙齿成了她的最佳注脚。

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讲究，有关健康和
骨子里的教养。 这种讲究不是矫情，而是
一种对自己和别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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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子里的讲究饥 饿
宁远县柏家坪完小 柏兴武

念大学时， 有一个年过七旬的中文教
授经常跑到我们艺术系来玩。

老头姓林，喜欢穿一件黑色的大风衣，
虽是地道的文科出身， 但性情并不守旧古
板。 他喜欢听一些比较流行的歌曲， 喜欢
跳快三、 恰恰、 探戈等节奏感强烈的交谊
舞。

那时候，学校的多媒体大厅，周一到周
五讲座， 周六周日用来举办交谊舞会。 说
是交谊舞会， 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为了方
便彼此交流， 舞会慢慢有了一种不成文的
规定， 周六是学生的天下， 周日则是老师
的天堂。

林老头每周六晚上八点都会准时到达
舞会现场。 这个习惯，在我大学的四年间，
从来没有改变过。

直到毕业， 都是我负责挑选和播放周
六晚上的舞会曲目。 他经常在舞会中途主
动跑来跟我搭讪， 渐而渐之， 两人慢慢熟
络起来。 印象中， 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小伙子， 多搞点劲爆的音乐嘛！

大家都是年轻人。 ”
他每次跟我提这个建议的时候， 我都

笑得特别厉害。没想到，一个年过七旬的老
头，还会自称年轻人，还会说“劲爆”这个非
主流词语。

他从不参加周日的教师舞会。 我很八
卦地问过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满腹牢骚
地说：“和那些老头老太婆跳有什么意思？
一个个都慢腾腾的，没劲儿！ ”

中文系经常给他发这样那样的邀请
函，他也几乎从来不去。 每次都说很忙，很
忙。但只要我们系有文艺晚会之类的节目，
他历来都是随传随到。 偶尔， 你忘了告诉
他，他甚至还会生气，觉得你是不欢迎他。

他最不喜欢别人说他老。 记得有一年
开学庆典，主持人特意在他上台发言之前，
恭恭敬敬地附了句“下面有请我们学院的
老督导林教授……”因为这句话，他不乐意
了， 接过麦克风就是一句：“我唯一能接受
的带老的词语，就只有老师一个。 ”

毕业之后，我去了啤酒厂工作。工资很

低，不过业务提成很可观。周围的很多朋友
不是考上了在编的教师， 就是加入了省市
级公务员的行列。 我忙忙碌碌了很长时间
后，仍然没有一分存款，心里很是着急。

半年后，我主动提出辞职。 刚出来没几
天，我就后悔了。 工作难找不说，一切还得
从头开始。 奔了大半月，还是毫无头绪。 我
给他打了电话，想听听他的意见。

那是他第一次一本正经地跟我这般说
话：“人生的路上嘛， 偶尔总会碰上大雾天
气，大雪天气，但实在没什么可怕的。大雾、
大雪总是要散去的嘛。 经常抬头看看前方
的路，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清楚明天要走
的方向，这才是重要的。 路途坦荡的时候，
不妨小跑一段，碰上荆棘挫折，也别慌乱，
放慢脚步，看看沿路的风景也是好的嘛。 ”

这席话，我在心间记了很多年。 我总觉
得，这才是一个智者真正的豁达与情怀。得
意时，加快脚步，看看前方的路，清楚自己
的处境，不骄不躁；失意时，放慢身形，观赏
沿途美景，等待时机，厚积薄发。

你好呵
南沙
南海的明珠
浪里的花朵

我们沿着郑和的航线而来
岛礁还印出纳楼船的旗幡
我们在岛上搭起小小的木棚
再点燃嫣红的篝火

亲人请不要为我们担心
即使光秃的礁石我们也能扎根
士兵都有黄山松的性格
即使巴掌大的一角
也能酣睡
那是母亲的手掌心窝

我们将把岛礁擦拭得晶莹剔透
为过往航船送去明亮光波
若游来贪婪成性的里犁头鲨
每个岛礁 都是试剑石一座

问 候
盛超高

写诗吧看 看 前 方 的 路
湖南科技学院 李兴海

何爹是单位新聘的临时工， 负责传达和
信件收发。 只要见了单位的人，他一律满脸堆
笑地点着头，热情得有些谦卑。 同事们有叫他

“何师傅”的，有叫他“老何”的，他一概快乐地
答应着，皱巴巴的脸上堆满了笑意。

他来的第三天给我送汇款单过来， 有些拘
谨地在办公室门口问：“是魏老师吧？ ”我站起来
说：“何爹，我的信件比较多一些，你老要多多关
照啊。 ”他有些受宠若惊，说：“难得你看得起，你
魏老师的信我肯定要特别留意的。 ”

其实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留意的， 但老
让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家上五楼来给送信件
我也于心不安， 于是隔三差五地给他和他那
个同样乐呵呵的老伴送点小礼物。 此后再给
我送邮件的时候，何爹就多了几分近乎，有时
候还夸奖我几句：“魏老师你就是勤奋， 全单
位就你一个人发文章最多啊！ ”

不多久， 何爹开始懂得区分对待领导和
群众，他不再一件件给各办公室送邮件，而是
打电话上来叫人家自己去拿。 一天，他在给我
送信件的时候神秘兮兮地说：“这楼也不好
爬，赶明儿我只送处长副处长的信件，其他人
都自己去收发室取。 当然，你魏老师的信件我
还是会送的。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处长副处
长办公室也就一层楼之隔， 你就算顺带捎人
家的信件也不多费什么劲啊。 何爹笑笑，第一
次显得有些诡秘和狡黠。 那天下班，我看到他
在训斥一个捡破烂的女人， 粗大的嗓门简直
不像是出于他的口里。

再后来给我送汇款单， 何爹会用开玩笑
的口气说：“又进钱了，魏老师该请客哦！ ”我
嘴里呵呵地应着，内心却开始变得反感起来。
有时候抽屉里明明有现成的一两包烟， 对不
抽烟的我来说，放在那里也是浪费，但我已懒
得再做顺水人情。

终于有一天， 收发室捎信上来叫我自己
去取信件。 我来到收发室，何爹的老伴阴着脸
说：“何爹风湿犯了， 以后你自己来拿邮件算
了。 ”我笑了笑，说没事反正上下班时也顺便。
上楼的时候， 碰巧见到何爹和另外一个年轻
小伙子在哼哧哼哧地帮处长抬沙发哩， 脸上
还是当初那种谦卑的笑。 同我一起上楼的小
李子呵呵地笑了， 说：“我们的大才子也没有
送信上办公室的特权了吧？ 谁叫你去了香港
也不给人家何爹带点纪念品啊。 ”

我恍然大悟， 这才想起那天回来时何爹
两口子看我的眼神有点怪怪的。

从那天开始，我不再叫他“何爹”，而和大
伙一样叫他“何师傅”，偶尔也叫一两声“老
何”。 而无论叫他什么，他慵懒的答应声中也
早没有当初那种简单明朗的快乐了。

湖南师范大学 魏剑美

何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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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我 12 岁。 那年，我们村以
生产队为单位设立了人民公社大食
堂。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随心所欲，吃
得肚皮滚圆也不打紧。 可是， 好景不
长，第二年，村里闹起了饥荒。 接着，全
国搞起了大跃进，我们村也不例外。 尽
管大家没吃没穿， 炼钢铁的积极性却
很高。 再后来，大家别说炼钢铁了，就
是蚊子落在脸上也没有力气赶跑了。
食堂也没了粮食， 大家各自寻找着能
吃的东西充饥，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那时，我正是半大小子，需要的粮
食自然多。 我和小伙伴开始以家为圆
心把半径无限地延长到处找吃的。 有
一天， 因为和外村的人争夺树叶而发
生斗殴， 结果， 双方的人都流血见了
红。

回到家里， 父亲帮我简单地包扎
后对我说：“你在家里呆几天， 我出去
想办法给你们弄些吃的。 ”

父亲早出晚归， 用网兜给家里弄
些吃的，算是勉强保住了全家人的命。
可是， 年迈的爷爷身体却开始浮肿起
来。 父亲在帮爷爷洗脚的时候，按一下
爷爷的腿肚子， 看见出现一个大大的
“窟窿”， 除了掉泪， 也没有其它的办
法。 这天傍晚，父亲回来的时候偷偷地
拿出一条三指大的鲢鱼。 我不知道父
亲是怎么弄到的。 父亲架起已经几天
没有用过的饭锅烧起柴火对我说：“熬
几碗汤，每人一碗，鱼让爷爷补身子。 ”
父亲把鱼放进锅里放好水， 让我守着
烧火，他去看看躺在床上的爷爷。 父亲
走后，我想着锅里的鲢鱼直流口水。 想
着，想着，我终于揭开了锅盖，把鱼刚
从热水里抓出来。 父亲的骂声传了过
来。 我想也没想，抓起鱼边往外跑，边
往嘴里送。 跑出家门， 我被父亲逮住
了。 此时，鲢鱼头还在我的嘴外，父亲
用手掐住我的脖子说：“吐出来！ 要不，
我打死你！ ”我两眼翻白，吐出了血淋
淋的鱼身。

晚上，父亲没有少我那碗鱼汤。 我
喝完鱼汤也没说一句话。 我睡觉的时
候，父亲对我说：“饥饿让人发疯。 你今
天疯了，我也疯了。 我希望我们俩能彼
此理解，互相原谅。 ”父亲说的话竟然
让我一下子消去了对他的怨恨。

葡萄园的广告
葡萄园今年

葡萄大丰收，要做
广告，请谁呢？ 意
见有三：
有人说，请山羊，

它是著名的植物学
家，权威。

有人说，请梅花鹿，它是当前最走红
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名气大。

有人说，请狐狸先生，它当年没吃到
葡萄说过葡萄酸，几乎家喻户晓。 如今如
果能够说葡萄甜，最能吸引眼球，也最有
说服力。

据说，葡萄园最后请了狐狸。
怕

鱼说：我不怕鱼钩有多么锐利，怕只
怕那上面挂着喷香的鱼饵。

老鼠说： 我不怕老猫是多么的威严，
怕只怕老猫没有特殊的爱好。

悟空的成熟
唐僧取经回东土大唐之后，欲成立西

行文化传播公司， 由唐僧自任董事长，孙
悟空任总经理， 八戒和沙僧轮流担任
CEO。

孙悟空看了唐僧的人事安排，悄悄对
唐僧说，还应该请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
音菩萨担任公司顾问。 唐僧闻言频频点
头，并表扬说，悟空啊，取经回来后我看你
比以前成熟多了。

互批
秒针批评时针太懒惰， 光吃饭不干

活， 趴在那里
老 半 天 不 挪
窝。

时针批评
秒 针 毛 毛 糙
糙， 事务主义
瞎忙碌， 办事
不讲效率。

幻想岛
浮 世 断 章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