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成好的习惯

培训班上，刘剑老师说了这
样一句话：先养习惯，然后习惯养
你，好的习惯是一生也享不完的
幸福。初听觉得此话似乎平常，细
想才懂得其中蕴含着大文章：好
的习惯不仅能促使一个人成功，
而且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为什么总有人抱怨工作无聊

呢？那是因为没有养成良好的工
作习惯。该工作的时候不工作，一
上班就打开电脑浏览花边新闻，

这样浪费了时间，往往一整天也
做不了几件事，很难取得好的工
作成效。良好的工作习惯往往是
一些细小的事情：提前给自己做
好计划，工作虽然千头万绪，但只
要把它们理顺了，有轻重缓急、分
主次繁简，实施起来就会轻松很
多。上班第一件事情先处理手头
的紧急事务，再逐项解决其它事
务，而不是聊天、喝茶、看报、上
网。处理问题时要坚决果断，不要
总想着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如
若将小的问题堆积如山，将导致

加班加点，疲惫不堪。良好的工作
习惯可以大大地提高我们的工作
效率。

在对几百位成功人士的调查
中，当问及失败的可能原因时，几
乎每个人都认为“坏习惯是失败
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付坏习惯的
惟一良方就是行动。当你真的着
手做一件事时，你就会惊讶地发
现，你正在迅速地改变自己，并改
变自身所处的境况。

在我们的一生中，每个人都有
良机到来的一刻，但它总是一瞬即
逝。那些有着良好习惯、善于行动的
人，总会抓住机会，最终取得成功。

诚载斯言。先养习惯，然后习
惯养你。不妨试试。（连载完）

“简约不简单”，每当听到电
视中的这句广告词，我便有肃然
起敬之感。钟爱于陈道明的广告，
也许是因为他的广告总能用一两
句话高度地概括一种哲理，且不
失风度，可谓是男人味儿十足。

是啊，简约而不简单。简约是
一种品味，一种习惯，是男人的锋
芒。试想，一个男子长发翩翩，什
么耳环、鼻钉、项链、戒指一应俱
全，身着夸张服饰走在大街上，必
定会成为无数异样目光的焦点。
而若是一位绅士，一头干净利索

的圆寸，一身笔挺的西服，一双乌
黑锃亮的皮鞋，不需任何多余的装
饰，就能彰显出男的人高贵、阳刚
之美。与其说是服装成就了男人，
不如说是一种高尚、优雅的品味与
简约的习惯成就了男人。

生活能使人快乐，亦能叫人忧
愁。生活的欢乐与忧愁取决于一种

生活态度，而简约就是一种态度。
繁华的城市生活中，人们忙碌奔
波，就是为了赚取那近乎万能的钞
票。经济发展了，城市也更加繁荣
了，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了。然而
又有多少人为这样的生活感到快
乐？是繁重的压力和越来越多的欲
望，遮蔽了简单的快乐。而乡村生
活简约、宁静，没有过多杂念的农
民们却拥有着自由自在的安逸和
幸福。繁琐、简约，映射出两种不同
的生活。有时候，化繁为简，更能显
示出生活之美！

从小家里就给我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长大后做一名医
生。原因是医生工作轻松，工作环境好，不用汗流浃背地在田
间作业。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家人就把理想的职业定格为
了医生。到了高中，我慢慢懂事了，认识到解除人们病痛、救
死扶伤才是医生职业的真正价值所在。由此，我更坚定了想
成为一名医生的愿望。

世事往往事与愿违。一张录取通知书把我跟冶金结上了
“梁子”，无情地打碎了我的医生之梦。大学毕业后，我的职业
成了电解工。刚下车间那会儿，烦闷就像十六七岁小伙脸上
的青春痘一样时不时冒出一个，无名的火种常燃心头。但我
又能怎样呢？
有人说，当你不能改变环境时，就要学会适应它。这一哲

理应用到我身上，就要求我学会适应电解工的职业。常着这
样的认识，再去看待问题，多大的困难都能挺住了。我用积极
的心态去工作，找到了它的闪光点。是的，我已经渐渐发现电
解工亦非是纯粹的机械式劳动，不少奥妙深在其中。
我发现，电解槽跟人体也有类似之处。当人吃进去的跟

排出来的达到平衡才能支撑一个活体生命的健康延续。当人
体出现病变如消化不良时，就需要医生查出病因，再对症下
药。电解槽也是一样，吃了多少料下去就得产出相应多少铝
出来。如果槽子出现病变，消化不良、有沉淀产生等，就要求
我们电解工去处理，对症下药。这么一想，电解工与医生并没
有本质区别了，都是看病，只不过面对的对象不同罢了。用这
种认识对待工作，抱怨的情绪渐渐消失了。我想，再结合生活
中的人体护理常识，电解工的工作中定能悟出更多的道理和
经验。我想，勤看书多思考，认真学习护理知识，一定能够成
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槽医生。

让阳光告诉雨露
新的大地已经苏醒
踩着一月的风
春天正悄然来临

鸟儿
于最高的树枝上站岗
慵懒的虫子
在湿润的泥土里蠢蠢欲动
冒着热气的馒头
在街头小贩密集的吆喝声中
鼓足了笑脸
阳光告诉雨露
这就是春天
最可爱的容颜

歌声中
幸福的笑脸
轮回交替
红领巾在孩子的脖子上
寻找新的神奇
阳光告诉雨露
你的眼睛
折射了我的最绚烂的字句

阳光啊
请告诉雨露
每一天我们都会在祝福中
如约相遇
好比火柴盒里的火柴
好比
这个春天定会坚定地
到来

云里雾里看不明
淡淡凝香透春情
风中雁过空留意
清清水流唱未停

种种原因，虽然与好友 H近在邻城，却经常不能相聚。今
天，趁着在这个城市出差之机,盛情邀约 H出去吃个饭，顺便散
散心，叙叙旧。

车子在笔直的民族大道上拐了个弯，轻喘了一口气进入到
葛村路。在酒店里，我们不约而同地坐在了临街窗边的位子上。
一块薄薄的玻璃，顿时把我们与熙熙攘攘的尘世隔开。
算是故地重游了！点菜、吃饭、喝酒，一切按部就班。几杯酒

下肚后，我们简直成了“愤青”。我们谈小人得志，谈吴下阿蒙，
谈沐猴而冠……再几杯下肚，我们简直成了“痞子”。我们谈持
宠而骄，谈水性扬花，谈红颜薄命……再几杯下去，我们都沉默
不语了。

酒后散步历来是我们的一种默契。走出酒店大门，秋风中
的我竟有些踉跄。我们背向着那些充满着现代气息的高大建筑
物，刻意拐进了一条没有任何标志的小街。这小街与琅东相比
有着天壤之别，破旧的楼房，昏黄的街灯，我不由地想起了那个
“红书”满天飞的荒唐年代；阵阵恶臭味随风扑鼻而来，我想到
了乡村中那些年久失修却依然被频繁使用的厕所。与琅东光鲜
的模样相比，在同一片蓝天下，在同一个城市里，这里的景象却
是冰火两重天。
我们边走边谈，走了很久。我们谈起了 H不幸的婚变，谈起

了她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而忍辱负重的坚强，谈起了我们对生
活的些许迷茫。路越来越窄，路两旁残垣断墙到处可见，如果不
是远处的修理店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我认为这里就是一个古
战场。前面也许无路可走了，回头吧，但经过了那么多凌乱的拐
弯，此时，我意识到从原路折回已根本不可能。
我想我们已经是迷路了！
此时此刻，我觉得时光的刀锋锐利至极，我脆弱如同玻璃的

记忆在刀影掠过时变得残渣点点，过去又在模糊中清晰。过去，
我曾喜欢简简单单的随遇而安，可是现在，我却时常“迷路”，这种
感觉在这个微冷的秋夜，于心中沉淀成了一种深刻的悲哀。

就在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跑
到了路边一家小卖部的屋檐下，两个光着屁股的小男孩怯生生
地打量着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风雨交加，天更黑了，远方好像
有霓虹在闪烁，我却看不清真实的面容，如同我不知道前面是
否还有路。
“前面有个铁道口，这里是公路岔道，肯定有出租车经过，我

们哪都别去，坚持在这里等吧！”H个性中的执着在瞬间不轻易地
流露出来。雨越下越大，我们都没有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站着。
风雨交加中，H的预言异常准确。一辆出租车迎面开来，矫

正了我们迷失的方向。
人生路上，我和 H都是迷过路的人。回头想想，其实迷路并

不可怕，可怕的是迷失了方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关键在于你
的心朝哪个方向走。我想，如果校准了方向，再加上那么一点坚
持，迷路又算得了什么呢？

出租车在霓虹灯光中穿梭，朝着我们指定的目的地驶去。
我心中的迷茫，渐渐明朗起来。

雪落故乡，然后
顺着一根电话线
越过雪峰山，一路向南
再向南，一直落到了耳边

夹杂着普通话的家乡俚语
显现了儿子的来源
母亲声音的背景里
雪落纷纷，唤醒了
温暖的记忆之泉

穿透了光阴的视线
打开三十年前的一团雪
跳出儿时的欢笑
懵懂的无知的欢笑，有时
只为看到冰凌挂在屋檐

穿透了光阴的视线
打开二十年前的一捧雪
看到少年站在白白的田埂上
求学的行囊只有离开的方向
不知道从此就是远别

穿透了光阴的视线
打开十年前的一把雪
返乡的情节依然新鲜
天空的雪，轻轻地
落在了父母送别的发间

现在，顺着一根电话线
故乡的雪纷纷扬扬
没有了寒冷，只有温暖
落在了游子的耳边

“1947年春天，土匪黄美球打家劫舍最
猖狂的时候，你爸都五岁了。但是由于营养不
良，人个小，眼凸肚皮大，像只蛤蟆。”
“有一天，离我们村一公里多的三坳响起

了枪声，听说是黄美球来了。我急的背起你爸
直奔龙塌（地名）,你爸肚皮大不好背啊，把我
累得够呛！”
比父亲大十来岁的伯父没管我们是否在

听，坐在父亲的病床前继续讲关于父亲的童
年。“我正要把你爸塞到山涧的草丛里藏起来
的时候，听见里面传来急促的喘气声和拨弄
草丛的声音。我蹲下一看，原来是和你爸年纪
相仿的阿亮他爸和他姐姐，躲在山涧的深处
里，蓬头垢面的，像两只受惊的野猪！”伯父不
愧是个读书人，很会形容。
伯父呷了口茶后又讲述道：“当我安顿好

他们后，爬上村前的山头上观察情况，只见一
帮土匪扛着枪，挑着担绕过了村子，翻过村后
的泉水坡，走了。那时把我们给吓得......”
父亲斜靠在床头微笑着说：“我都记不清

了！”
看着他们兄弟俩其乐融融地谈着，我们

做儿女的心里很宽慰。
我爷爷英年早逝，没上几天学的父亲小

小年纪就从苦难中开始了他的人生。父亲的
一生勤劳简朴，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他不乏
幽默、乐观，贫苦的生活中却经常给我们带来
乐趣。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当生产队长的父亲
收工回家一进家门见到我总会说：“哟，今天
在地里头听见的哭声，原来是你的！”幼小的
我常常疑惑他怎能么会“神机妙算”。我成家
后，有一次回家，不习惯用柴火煮饭的爱人把
饭煮糊了，父亲在盛饭时看见后对我爱人说：
“小覃，我收藏的红糖你也能找得到啊？我是
想留着煮汤圆的！”爱人听后，乐得直不起腰
来......

1981年，随着我们乡的成立，伯父在回
乡工作的同时，也带来了沼气使用技术。那时
乡里各家还点着煤油灯，整个乡都没有人敢
于尝试。父亲虽然身体不好，但还是带起头
来，雇佣人开采石头，打砂，挖沼气池，终于实

现了“用粪便来点灯煮饭”的神话，当时在我
们那一带传为佳话。不仅如此，父亲和伯父一
起带动村民种植果树、植树造林、发展养殖业
等等。如今，我们家乡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当
我们儿女成才时，父亲却病倒了。

2004年底，父亲因病手术后在县城我建
的小家里养伤，伯父也因病久住县城，没再回
老家，从此他们俩成了伴，隔三差五结伴逛
街、听嘹歌享乐晚年。父亲从医院复诊回来
后，在市场上买了很多嘹歌光碟。他说：“医生
说我身体完全康复了，我想带这歌碟回家给
你母亲听听。我不习惯在城里无所事事的日
子，家里忙，我得回去。”

我劝留无效，父亲还是走了，回到了忙碌
而充实的乡下生活中去了。之后的日子里，我
往家里打电话时，父亲经常说：“刚从田里回
来。”我问：“家里怎么那么吵？”他说：“村里人
在咱家听嘹歌呢！家里没事，放心吧！”

而每次父亲给我来的电话总是说：“我给
你捎去了几斤米，记得到车站接。”

“我给你捎去了一些山货，别忘了去取
啊......”

每每听到父亲的这些话，都让我的心里
涌动起浓浓的亲情。

离春节没有几天了，心情有些激动。
上个星期我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我们

可能要到除夕前三天才能到家。她老人家感
到有些遗憾，问我能不能赶在她和父亲生日
前到家。我耐心解释了许久，她才接受我的
意见。之后深情地对我说，路上要小心，别让
孩子着凉了。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相信每位游子在此时都会有强烈的回家欲
望。哪怕是偏僻的乡村再穷，那也毕竟是生
你养你的地方；就算你没买礼品回家，父母
亲也不会责怪你，他们只想听听你真实的声
音，看到你真实的面孔，甚至想看你喝醉的
样子，帮你叠叠被子……

四年没有回湖南老家探亲，我有许多苍
白的理由。工作太忙，孩子太小，资金紧张，
路程太远，天气太冷等等，也许这些理由会

骗得父母亲的理解和宽容，但自己摸摸良心
想想，这些理由真能站得住脚么？我是快四
十岁的人了，应该知道跟父母亲在一起生活
的时间少得可怜。他们把我培养出来，一是
希望我有个好归宿，二是希望我能为他们扬
眉吐气，三是希望他们在年老时有个精神和
物质上的依靠。这些，我都有做到了吗？在某
些人眼里，我算个孝子，能够逢年过节时想
到父母，给他们寄钱寄衣物。然而，我把大多
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上，有时候还
过着比较奢侈的生活，这与他们一辈子过着

朴素的日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得不汗颜。
一天清早，我送女儿出门上学时，见她背

着笨重的书包，弯腰穿漂亮的波鞋，我逗她
说：“爸爸老了，你给爸爸买新鞋吧？”女儿回
答：“不，我给你买名牌皮鞋！”我又问：“爸爸
老了，你给爸爸买酒喝吧？”女儿干脆地回答：
“不，我给你买茅台酒喝！”我望着女儿清澈明
亮的眼睛，感慨万千，如果不是要赶着去上
班，我肯定要抱起她，说一声：养女儿真好！
不过把话说回来，我和妻真没有想要女

儿将来报答我们，就像我的父母亲当初辛苦
地供我上学，却从来没说要我报答他们一样。
这就是真爱，这就是浩荡的真情。真爱是埋在
心里的一团火，在你最需要温暖的时候，它会
让你微笑着面对生活，不致于在茫茫人海中
找不到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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