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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

“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北

宋诗人黄庭坚这句对读书的感悟， 可谓深得我

心。 对于我而言，阅读一直是工作和生活路上最

好的朋友，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阅读我存

在。 焦虑时，阅读能有效调整心态，缓解压力；烦

恼时，阅读如醍醐灌顶，烦恼烟消云散；低谷时，

阅读会给予生机，重新振作精神……阅读能忍生

活之苦，保天真之性。

首先，要多读经典。 这是构建知识框架和思

想体系的原料，古今中外经典都是值得一读的好

书。 这些书籍经过了时间的淬炼，被代代传承下

来，沉淀了数不胜数的意象，承载的不仅仅是无

可复制的文学性， 更是历史发展最真实的表达。

要不设限地尽可能广泛阅读。“一千个读者眼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书籍好坏与否，通常并没有

分明的界限，选择的关键在于对自我的认知和判

断。 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等古圣先贤的作品，普

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著作……

优秀的经典书籍作为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

之作， 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

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

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具有极强的

可读性。 要大量的阅读，只有通过量的积累，才可

能有甄别力，才可以打破、摧毁你过去的认知经

验和思维方式，塑造出一个崭新的、开阔的自我。

其次，选择性阅读。 在工作或人生特定的时

期，选择与此阶段兴趣、爱好、工作相关的书籍，

满足当下的需求，更进一步认识自己，挖掘本心。

此阶段读书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而是要先

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水滴石穿。 2016年，

我参加工会举办的心理咨询师培训， 在此期间，

我进行了大量的心理学书籍的阅读，并针对阅读

中的疑惑向专业人士咨询请教， 通过阅读学习，

不仅取得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也将心

理学的知识用于工作和生活中，改善了各种人际

关系；2017年， 我集中阅读近百本有关摄影方面

的书，从构图、光影、内容及所要表达的思想等方

面做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有针对性的学习，在循

序渐进中培养了信息获取能力、观察能力和取舍

能力。 一段时间下来，不仅有效地提高了手机摄

影技术，更打开了看待事、物的新角度，让生活因

摄影更精彩、更美好。

最后，要广泛阅读。 一本好书，就像一把开启

智慧之门的钥匙， 让思想的光芒照进忙碌的生

活，播撒智慧的火种。 阅读虽不能改变我们人生

的长度， 但可以改变我们人生的宽度和厚度，多

读些看似“无用”的书，比如文学、美学、诗词、书

法、音乐……正是这些“无用”的知识，让你的生

命变得丰沛与华丽。

“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阅读吧，让阅读

陶冶你的情操，构筑你的思想，丰富你的灵魂。 阅

读吧，知识是相通的，所有你经历过的、你努力过

的、你工作过的、你阅读过的，都会沉淀在你的潜

意识中，终有一天会被唤醒而喷发出智慧之光。

■

金石黄金公司 杨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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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思绪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 家家户户

挂艾草、包粽子，这已经成为江南水乡的

习俗。 我的出生地及童年的生活是在江

北的大山里，记得山里人似乎对端午节包粽子没有太多的认

识，虽也缕缕炊烟，但始终未能飘散出一个端午节吃粽子的

乡习来。 不过，每逢端午节，新姑爷探望岳丈岳母，新媳妇回

娘家省亲，倒成了天经地义不可抗拒的乡规。大清早，采上几

棵艾蒿或菖蒲，插到父母的大门边。 于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便有了“飘飘兮，屈原魂；悠悠兮，秭归”的思想意识。

由于每年一个端午节，在我年幼的心中，便无须诵读地

熟识了关于汨罗江的传说。不过，真正了解屈原还是上大学

那几年的事。大学里，接触的第一位能震撼人心的伟大爱国

诗人便是屈原。对于他，我们可算得上故交了。提起屈原，我

的脑海便总会出现白色，白色的屈原魂、白色的鱼、白色的

粽子， 不时在眼前交叠浮现。 不过我还是像幼稚的孩童那

样， 带着饥渴的目光向老教授提出了那个传说中存在的诸

多疑问， 其中一个就是向江里投粽子，

鱼真的就不会吃掉屈原魂吗？ 教授是怎

么回答的， 我现在已经丝毫没有记忆，

真后悔没有穷究到底！

水乡的农历五月是个多雨的时节， 茫茫河川， 汪洋一

片。每到这时，总有几叶扁舟载着许多艾蒿和粽子叶在水面

穿行，我仔细看那艄公的脸，像这五月的天，一片阴霾。走进

五月，我总要像往常一样，来到菜市场，市场上菜不多，但艾

蒿、菖蒲和粽子叶却不少。 一个小女孩喊住我：“叔叔，带几

支艾蒿吧！ 插在门边哀悼屈原。 ”我没有犹豫，买了几束。 看

着艾蒿，我的思绪又飘荡在汨罗江上，洁白的屈原魂，仿佛

在我眼前不断升腾。 我看着菜市场和沿街叫卖的孩子，听着

那纯真的童音，似乎看到他们也曾像我小时候一样，依偎在

奶奶的怀里，眨巴眨巴眼睛，听有关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

他们想了一些什么呢？ 或许手中的艾蒿就是他们的理解和

最好的答案吧！

■

刘旺林

佳节佳话

“鑫伢……”一阵熟悉的声音在身

后传来，是父亲。 今天早上，我买完早

餐回到单元楼下，正准备上楼，父亲

喊住了我。 转身，向回走，我看到父亲

身着长袍马褂，手里提着蔬菜，还在

向我快步奔来。 父亲额头上渗着汗，

我赶紧跑着迎上前去。“这是我与你

娘刚刚从地里摘回来的，新鲜着呢！ ”

他将蔬菜递给了我。 我接过父亲手中

的菜，说：“天气热了，二老可要注意

身体呀。 ”母亲一手拿着农具，一手提

着菜篮子，站在不远处小区后门外朝

我笑。

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父亲

1999 年从单位退休后，先是在家与母

亲一起开荒种菜，可认真呢！ 为了有

个好收成， 父亲母亲每天起早摸黑，

垦荒、培土、施肥、浇水、围建篱笆

……像是在建大工程似的。 那个时

候，家里上班上学的兄弟三人，晚上

下班放学回来没有饭吃，个个牢骚满

腹。“圈那大一块地干什么，成天在地

里整这些破事……”兄弟三人回到家

都叫嚷开了，岂料埋怨声传到了正在

门前挑水的父亲的耳朵里，这下可炸

开了锅。 父亲放下扁担，吼道：“养了

你们个个人高马大的，回来没饭吃自

己不会弄， 哪个应该弄饭给你们吃？

你们上班，我跟你娘就闲着在？ ”

父亲把我们兄弟仨狠狠地数落

了一番后， 谁都没敢再说一句话，洗

米的洗米，洗菜的洗菜，做作业的做

作业……各自都忙开了，算是安静了

下来。

父亲工作了三十年，无论在什么

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连续

多年获得单位“先进工作者”“优秀职

工”等荣誉称号，取得过相关岗位专

业技术职称， 受到领导及同事的好

评。 在人生的转折点上，父亲从工作

岗位上退下来，那段时间他感到很茫

然，对闲下来很不习惯。 垦荒种地，或

许是父亲寻找获得感的一种方式吧。

有一天，单位的一位同事来家里

找父亲谈论事情，后来听母亲说是最

近连续下雨，露天采场需要人看泵抽

水， 看一个小时给一块钱工钱。“什

么？ 一块钱看一小时，打发要饭的。 ”

还没等母亲说完， 我的急性子又来

了。母亲说父亲答应了，让我别瞎起哄

了。那个时候父亲每天干着衣服去，湿

着衣服回来， 我们实在是担心父亲的

身体。 可父亲愿意，我们也奈何不了。

退休后的父亲还到过工程队里给

人家做过搬运工， 在狭小的山洞里用

箢箕转运废石与矿石， 这样最原始的

采矿方法，工作条件艰苦且薪酬甚微，

父亲一干就是几个月。

“老刘，退休了还这么拼呀，可要

注意身体哦！”与父亲一个单位退休的

叔叔看到父亲这么卖力， 劝父亲注意

休息，当心身体。父亲笑着说:“三座大

山压在我肩上，不拼不行呀！ ”父亲形

象地把我们兄弟仨比喻是他肩上的三

座大山， 那时不谙世事的我总是感到

父亲好幽默 A 的， 现在我也成家立

业，为人父母了，深刻领会了父亲身上

的责任与压力。

2002 年春节刚过，父亲跟母亲交

流了创业的想法， 母亲一直都很支持

父亲的事业，便拿出老家卖房子的钱，

可还不够。母亲紧接着说，剩下的我再

找娘家人借一点。在亲戚的帮助下，父

亲开启了远赴异乡第二次创业， 那一

年父亲 53 岁。

“最高的是人品，最低的是价格。”

父亲从来没有做过生意， 他第一次出

远门独自打理店铺，经营小本生意，就

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经营信条。 父亲

是一个很好学的人。听堂伯父说，父亲

从小就很聪明，喜欢读书，在学校里品

学兼优，深受学校老师的喜爱，每次考

试，作文与数学都是年级第一。那个时

候，因家境贫寒，家里没有吃的，父亲

没去上学跑到田野里、 芦苇荡里挖野

菜与芦苇根等充饥。有一次，老师打听

到父亲的境况，找到村里来，家里没找

到父亲，后来还是在村民的指引下，在

泥泞的田野里找到正在寻觅食物的父

亲，这样才把父亲接到学校上学，免除

父亲的学杂费、伙食费；严寒三九天，

穿着单薄的父亲坐在教室里冻得瑟瑟

发抖，被老师发现了，班主任老师连忙

脱下自己身上的外套给父亲穿上。 第

二天， 班主任老师特意赶集到镇上买

布料棉花， 找人给父亲做了一套新棉

衣棉裤。在学校老师的资助下，父亲维

系着学业，只要县里有语文、数学考试

竞赛活动，学校都让父亲代表学校参

赛，每次考试都是县里第一名。 后来，

国家到县里招录飞行员，县里有两人

考试通过了，父亲就是其中一名。 由

于各种缘故，父亲没能如愿成行，后来

招工进了矿山工作。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仨兄弟无论做

什么事情都要动脑筋，不懂就要问，不

要顾及脸面，不懂装懂，一知半解，是

最不可取的。 父亲经营的是工程机械

配件销售，虽然他以前在单位从事过

机械设备工作，但时隔多年，设备日新

月异，淘汰更新得快。 店里没有顾客

的时候，父亲就翻阅图书，查阅不同机

械装备零部件的功用性能，以及机械、

液压、力学原理，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

用笔记本记录下来。 遇到参加各种产

品推介会的机会，父亲就带着问题找

相关专家、工程师释疑解惑，直到弄清

楚问题因果关系。 父亲说，任何事没

有谁与生俱来就会，只有沉下心来专

心学习，不耻下问，不断摸索，边实践

边学习，才能取得成功。

父亲热爱学习，判断机械故障准

确，人也忠厚老实，生意做得红红火

火。有一次，一位顾客拿着刚买的配件

找到父亲，声称父亲卖的东西是水货，

父亲耐心地询问了对方故障原因后，

教对方维修工处理方法，问题很快得

到了解决，赢得客户的赞誉。 父亲说，

市场上很多同行做生意，由于不懂技

术，产品卖出去，客户设备故障得不到

解决，时常被缠着扯皮，闹出矛盾与纠

纷。 父亲的店里经常有维修工与客户

来光顾，有与父亲交流技术的，有谈维

修业务的，有谈买卖的……

直到 2014 年末，65 岁的父亲因

年事已高，身体虚弱，结束了 10 余年

在外漂泊创业生涯，回到了久别的家

中。 不久，他便与母亲从附近农户那

里租来了一块地， 种上一些瓜果、蔬

菜、红薯、花生等庄稼……我劝导年迈

的父母亲不用这样辛苦劳作了，也该

享享清福了。 父亲总是说，闲着也是

闲着，现在物价太贵了，自己种点绿色

蔬菜食品，吃着放心，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 父亲，身体力行地用自己的一

言一行教育我们兄弟仨为人处世，脚

踏实地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父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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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读书的时候， 每逢考试， 不管是大考还是小

考，母亲避讳那个“考”字，总是不直接说要考试了，你

们应该怎么做。 而是简单间接地说：“你们要见‘包公’

了！ ”

包公，公正严明，铁面无私。 这一句简单的话语告

诉我们，学没学到知识，考考就知道了。 高考，给了莘

莘学子一个最为公平竞争的平台。

前几天，在一本杂志里读了一个故事《张謇告发

自己》。 作者俞继东，用简要的文字叙述了清末状元张

謇，年轻时“冒籍”考试一事，差点断送他的前程。

张謇世代为农，没出过读书人。 按清代科举制度

规定，祖上三代没有读书人获得过功名的家庭，被称

为“冷籍”，其弟子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为了走上科举

正道，经塾师安排，海门人张謇冒用如皋人张育才的

名义报名注册，经过一番努力，16 岁的张謇考中秀才。

应该说，这是他在迈向功名道路上开了一个好头，但他

万万没想到，这是他人生灾难的开始。

从此以后，如皋张家人便以“冒籍”之事要挟张

謇，不但索要钱物，还使张謇家陷入困顿，生活十分狼

藉，全家人也无尊严可言。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謇到官府告发自己，请求

革除他的冒籍秀才，自己听候官府发落……

好在他的这一大胆举动非但没吃到官司， 反而得

到一些正直官吏的同情。最后经礼部核准，终于认可张

謇是本籍秀才， 降临在张謇身上的灾难最终以喜剧的

形式落幕。

如今，人们都说人生的考场不在学校，而在社会，

社会才是人生的大考场。然而高考，从某种层面来说就

是人生的新起点，尤其是对于寒门学子而言。

高考不是人生必过的桥，却省了你

蹚

水过河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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