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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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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诚实守信，很多人
会滔滔不绝，讲出一大堆冠
冕堂皇的道理。其实，真正能
做到那些大道理的又有多少
人？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是每
个人心中的明灯，是一种品
德。拥有诚信品德的人，不论
在事业还是生活方面，都容
易取得成功。

曾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哈里斯是美国纽约一家知名
广告公司的女高管，一次和
朋友吃饭时，在餐厅外遇到
流浪汉瓦伦丁。瓦伦丁对哈
里斯说他失业三年，靠乞讨度
日，想得到哈里斯的帮助，希
望能给他一些零钱，让他买一
些生活必需品。哈里斯动了恻
隐之心，伸手去口袋里掏钱。
遗憾的是，身上的确没有携带
现金，只掏出一张无密码的信
用卡，这让她有点尴尬，不知
接下来要怎么办。

瓦伦丁看出她的难为
情，小声问她能否将信用卡
借给他，他除了买些生活必
需品外，还能不能再买一包
烟。哈里斯答应了他的要求。
瓦伦丁拿着那张无密码的信
用卡离开后，哈里斯去餐厅
吃饭。十分钟后，她后悔了，
因为那张信用卡不仅无密
码，里面还有十万美元，流浪
汉一定拿着信用卡跑了。朋
友也埋怨她不该随便相信一
个陌生人。无心吃饭的她，在
朋友付账后默默地走出餐
厅。令她意外的是，那位流浪
汉居然等在门口，双手将信
用卡递给她，并恭敬地将自
己消费的数额一一报上，说
他一共花费了二十五美元，
买了一些洗漱用品、两桶水
和一包烟，并请她核查。

面对那位流浪汉，哈里
斯和朋友诧异的同时更多的
则是感动。她不由自主地抓
住流浪汉的手，连连道谢，而
流浪汉则一脸疑惑：哈里斯
帮助了他，应该是他感谢哈
里斯才对，为什么她会感谢
他呢？

哈里斯和朋友将发生的
故事登在《纽约邮报》上，顿
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
响，很多人都愿意帮助瓦伦
丁，给他寄钱和物。一位商人
给他六千美元，以奖赏他的
诚信。一家航空公司还招聘
他担任公司的空中服务员。
作为当事人，流浪汉瓦伦丁
当然感慨万分：因为从小母
亲就教他做人一定要诚实守
信，即使身无分文、流落街
头，也不能把诚信丢掉。他之
所以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帮
助，是因为他始终相信，诚实
的人总会有好报。

人无信不立，诚信是立足
之本，是生存的保障，谁都丢
不下它。诚信可以使自己身心
得到提高，也可以使自己一举
成名，帮自己在事业上取得成
就，获得生活的快乐。

世上永不缺投机取巧之
人，面对利益，诚实守信的人，
总是让旁观者们萌生敬意。正
所谓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就
如流浪汉瓦伦丁一样，他用发
自内心的诚实与守信，赢得了
他人的敬意与援助。

据《河北日报》

我出生在哈尔滨市一个建筑
工人家庭，兄妹五人，为了抚养我
们五个孩子，父亲在我很小的时
候就到外地工作，每月把钱寄回
家。当时父亲的工资很低，每次寄
回来的钱都无法维持家中的生活
开支。我们五个正处在成长时期
的孩子经常挨饿。

我家虽然穷，但母亲还是非
常支持我读书。我从同学那里借
来《红旗谱》，读过后才知道还有
下集。我非常想看这本书的下集，
下了很大的决心才鼓起勇气去找
母亲要钱。

那天下午两点多，我来到母
亲做工的小厂。进去一看，原来母
亲是在一个由仓库改成的厂房里
做工。厂房不通风，也不见阳光，
冬天冷夏天热，每个缝纫机的上
方都吊着一个很低的灯泡。厂房
很热，每个人都戴着厚厚的口罩，
空中飞舞着红色的棉絮，所有母
亲戴的口罩上都沾满了红色的棉
絮，头发上、脸上、眼睫毛上也都
是，很难辨认哪位是我母亲。

我一直不知道母亲是在这样
的环境下工作，后来还是母亲的同
事帮我找到了她。见到母亲，本来
找她要钱的我，竟说不出话来。

母亲说：“什么事说吧，我还
要干活。”

“我要买书。”
“梁嫂，你不能这样惯孩子，

能给他读书就不错了，还买什么
书呀。”母亲的工友纷纷劝道。

“读书反正不是什么坏事。”
母亲说完把钱掏给了我。

拿着母亲给的钱，我的心情
很沉重，本来还沉浸在马上拥有
新书的喜悦中，现在一点儿买书
的念头都没有了。当时我心里很
内疚，就用母亲给的钱给她买了
罐头。母亲看到我买的罐头反而
生气了，然后又给了我钱去买书。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以

至后来参加工作后我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母亲买回所有款式的罐头
和点心。母亲把这些罐头擦得很
亮，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

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几乎
没有过一天幸福的晚年。老舍在
写他的母亲时说，我母亲没有穿
过一件好衣服，没有吃过一顿好
饭，我拿什么来写母亲。萧乾在写
他母亲时说，他当时终于参加工
作并把第一个月的工资拿来给母
亲买罐头，当他把罐头喂给病床
上的母亲时，她已经停止了呼吸。
季羡林在回忆他母亲时写道，我
后悔到北京到清华学习，如果不
是这样，我母亲也不会那么辛苦
培养我读书。我母亲生病时，都没
有告诉我，等我回到家时，母亲已
经去世……

如果我们的父母能长寿，到
街心公园打打太极拳，提着鸟笼
子散散步，过生日时给他们送上
一个大蛋糕，春节一家人到酒店
吃一顿饭，甚至去旅游，我们心中
也会释然。爱是双向的。只有父母
对孩子的爱，没有孩子对父母的
爱，这种爱是不完整的。父母养育
孩子，子女尊敬父母，爱是人间共
同的情怀和关爱。 梁晓声

人生以年龄计算，多活一
年即是少了一年，所以除了将
要诹吉行聘、交换庚帖，对于别
人的真实年龄根本没有多加探
问的必要。

女人的年龄是一大禁忌，不
许别人问的。有一位男士在咖啡
厅里邂逅一位女士，在暗暗的灯
光之下他实在摸不清对方的年
龄，他用臂肘碰了我一下，偷偷
地在桌下伸出一只手，张着五
指，低声问我有没有这个数目，
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向我借五
万块钱，原来他是打听对方“芳
龄”有无半百。我用四个字回答

他：“干卿底事？”
人到了迟暮，如石火风灯，

命在须臾，但仍不喜欢别人预
言他的大限。丘吉尔八十岁过
生日，一位冒失的新闻记者有
意讨好地说：“丘吉尔先生，我
今天非常高兴，希望我能再来
参加您的九十岁的生日宴。”丘
吉尔耸了一下眉毛说：“小伙
子，我看你身体挺健康的，没有
理由不能来参加我九十岁的生
日宴会。”

胡适之先生素来善于言辞，
有时也不免说溜了嘴，他六十八
岁时，在一次欢宴中遇到长他十
几岁的齐如山先生，没话找话地
说：“齐先生，我看你活到九十岁
绝无问题。”齐先生愣了一下说：

“我倒有个故事，有一位矍铄老
叟，人家恭维他可以活到一百
岁，他便愤然作色曰：‘我又不吃
你的饭，你为什么限制我的寿
数？’”胡先生急忙道歉：“我说错
话了。” 梁实秋

近几年，传统节日的味道
越来越浓，但并没有什么浪漫
的氛围在里面。我们是一个古
老的民族，文化里面沉淀了太
多不轻松的东西。比如过端
午，总会想到屈原，那是一个
脖子硬挺，在统治者眼里死
不悔改的文人；在寒食节会
想到介子推，那是一个为了
实现个人归隐决心而被活活
烧死的倔货；至于七夕，则是
牛郎和织女被王母分开的无
情个例……

前一段时间，排斥圣诞的
声音不绝于耳。这虽然对于我
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我总感
觉，生活应该是多元的。这是
现代社会应有之义，也是个人
的权利所在。就像人吃饭，可
以吃米饭、炒菜，也可以吃面
条、包子，还可以吃面包、烤
肉。钱是人们辛辛苦苦合法所
得，选择权应该在自己，还是
不要排斥的好。多元、包容的
文化，应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
面面，过节只是其中的一个窗
口。 据《今晚报》

下班了，看我依旧没有起
身的意思，同事提醒我赶紧收
拾东西准备坐班车，我让同事
先走，说今天准备走回去。同事
很意外：“明明有班车可以坐，
为什么要走着回去呢？”我笑
笑：“隔一段时间得自己走回家
一次，这是我给自己定的规则
啊。”同事摇摇头离开，一副无
法理解的样子。

坐班车十分钟的路程，步行
我可能需要花费半个小时，明明
有更高效的方法，我却选择原始
方式，甚至不惜浪费在路上半个
小时，怨不得同事不理解，但我
却很在意这半个小时，并且觉得
这花费很值得，也很必要，隔一
段时间总要给自己创造一次步
行回家的机会。

步行回家的时候，我可以
有一整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
光，看路边的月季花一朵比一
朵绚烂，看蔷薇花上有蝴蝶飞
来飞去。看乡间的偏僻巷陌开

出的不知名的小花，心里便有
繁花朵朵盛开，行走在美丽尘
世间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儿。
走过的每一步，都可以自己和
自己的对话，遇见风景，遇见
美好。

步行回家的时候，我会遇到
从菜场提着菜篮子脚步匆匆的
妇人，她带着红色的番茄、绿色
的生菜、紫色的甘蓝、白色的萝
卜……颜色五彩缤纷，就像我们
的生活明艳可口。也会遇到带着
孙子在广场上跳舞的老人，祖孙
两人随着音乐舞蹈着，小孙子的
舞姿萌化了我的心。还有街边下
棋的男人、骑着滑板车呼啸而过
的孩子、抱着鲜花袅袅婷婷走过
的美女。经过的每一个人，都是
生活画卷中一帧帧灵动的风景，
活色生香。

步行回家的时候，我每次都
有新发现，每次都有新遇见，每
次都有新想法，可以散漫发呆、
可以轻声哼歌、可以自言自语，
可能遇到一朵花、可能遇到一片
云、可能遇到一只小狗。这些经
过的风景都如一缕清风让我忘
记了生活中的纷纷扰扰，更为美
妙的是，不知道这次又会偶遇什
么，这种未知的期待，更让我万
分好奇。

有些时候，步行回家对我是
一种平凡生活的调节，更是一种
精神饱满的重新回归。释放压力
之后，我可以满血复活，像刚充
过电一样，活力满满。

苗君甫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那时
候，农村大都是原生态的，大自
然有许多馈赠，供我们享用，勤
劳的母亲既要田间劳作，又要
操持家务，她劳作是一把能手，
操持家务又有一大特色——— 煮
四季茶。

春天，是万物复苏生长的
旺盛期，一阵春风一场春雨后，
大地铺上了一望无际的绿绒
毯。菜园四周的竹围栏上，移植
过来的野生金银花藤率先领
长，这种茎攀植物疯一般地往
上蹿，绿油油一片，风一吹，叶
子银铃似的摆动。

母亲瞅准时机，把藤头摘
下来洗得净净的，晒得干干的，
剪得短短的。“雨后春笋”，新笋
长出的同时，老竹上也有新叶
绽放，摘几片竹叶芯，与金银藤
一起泡出来的“金银花竹叶
茶”，有清香淡雅的感觉。

夏季，饮茶量大。五月麦
收，母亲把收获的大麦精选二
升淘净，晒干，炒焦。再加些许
焦锅巴碎末，用以泡茶，不仅有
大麦的清香，还有米饭的甘甜。
母亲把茶泡在铜茶壶里，又用
绳把茶壶吊在井里，在酷热的
夏天吃上一口这样的凉茶，真
是舒爽到心，我们戏称这是母
亲牌“冰镇米麦茶”。

秋季，大地到处是野菊花，
母亲不失时机地把菊花采集
下来，晒得干干的，加上薄荷
叶，泡成菊花薄荷茶，喝一口，
既有菊花的醇香，又有薄荷的
清凉。

还没到冬季，母亲就把挖
起的生姜切成片佐以白糖、桂
花腌制了。腌到八成熟时，又晒
干。这就是“桂花生姜茶”的原
材料了。寒冬里，吃一口这样的
茶，嘴里甜甜的，肚里暖暖的，
心里满满的。

母亲煮的四季茶，与自然
同步，与天地齐心，当然，更是
一份爱的美味。

据《新民晚报》

莫莉的妈妈买了一条鱼。
莫莉发现烹调前妈妈拿了把
刀，把鱼头和鱼尾全部割下来，
这才放进锅里煎。

“妈妈，为什么要把这些割
下来呢？”莫莉问道。“呃，这个
我也不知道。你外婆就是这么
做的。我是学着她的样儿。”妈
妈答道。

等下次去外婆家，莫莉就
这个问题向外婆请教。外婆答
道：“呃，这个我也不清楚。反正
我记得我妈妈，也就是你的太
姥姥也是这么做的。”

等莫莉和妈妈一道去探访
住在医院里的太姥姥时，莫莉
又一次提到这个问题，并问这
么做有没有什么讲究。太姥姥
想了想说：“讲究倒是没有。关
键是我们那时候家里的条件太
差了，锅太小，装不下整条鱼。”

据《环球时报》

母亲是最朴素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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