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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身着工作服尧 满身
油漆和泥土袁满面灰尘袁约莫 40
岁左右的中年男子遥
他隔着车窗袁朝我弯弯腰袁
腼腆地笑着袁给我递了根香烟遥
看我接了烟袁他大喜过望袁
慌忙从兜里摸出打火机帮我点
上袁咧开大嘴一笑袁说院野大哥袁
您是几天来第一个接俺烟的
呢遥 冶
我一听袁就有点蒙遥
他好 像 瞧 出 了 我 的 心 思 袁
憨憨一笑袁说院野俺这烟差袁你们
城里人瞧不上眼遥 您是第一个
接俺烟的人袁俺激动哩遥 您绝对
是一个瞧得起俺们乡下人的好
人遥 冶
野有事吗钥 冶我笑笑袁为这个
中年男子的野油嘴滑舌冶遥
野是这样的袁大哥袁冶男子搓
搓手袁不住地点头袁野俺就是想袁
能坐坐您的车不钥 冶
野你要到哪里钥 冶 我轻轻皱
了皱眉袁 不是我小气不让他搭
车袁 而是他那一身的油漆和泥
土袁实在是让我心有芥蒂遥
野不不不袁冶 他把头摇的像
拨浪鼓 袁野俺哪儿也不去袁 就在

上面坐一会儿就行遥 今儿不坐袁
明天坐一回就行袁 还是今儿这
个时间遥 冶
说完袁 他那布满血丝的大
眼睛袁充满 着乞求遥
我犹豫了一下袁 还是点了
头袁说院野行浴 冶我话音刚落袁还没
来得及问他我心中的疑惑袁他
就一连向我说了几句谢谢便离
开了遥 临走前袁还特意向我车前
的车牌望了一眼遥
第二天袁 他准时到了学校
门口遥 看我在袁他一脸兴奋袁轻
轻坐上了副驾驶座位袁 和我聊
了起来遥
还没聊五分钟袁 放学的孩
子们便冲出了校门遥 他透过玻
璃袁 紧张地看着人流遥 过了一
阵袁他飞快地放开车门袁站在车
旁大喊着遥 不一会儿袁一个小男
孩跑到了他的面前袁 他让小男
孩喊了我一声野叔叔好冶袁然后
还介绍说我是他在城里刚认识
的朋友遥 他递了根廉价香烟给
我袁便带着孩子匆匆离开了遥 临
走的时候袁 他望向我的眼神里
充满了感激遥
我实在不明白袁 他为什么

只坐这么一小会儿遥 直到三天
后袁在学校门口又遇上他袁他才
告诉了我答案遥
原来袁孩子刚进城读书袁因
为农村和城里的生活习惯存在
很大的不同袁 所以一些同学很
瞧不起他的孩子遥 孩子的心里
因此出现了阴影遥
野其实俺明白袁大多数城里
人也像您一样袁 待俺们如亲兄
弟般的好袁只是孩子小袁暂时还
不能理解遥 冶他笑笑说袁野俺上次
坐您的车看着 孩子向我跑来袁
然后我就告诉孩子袁 您和我是
顺路的袁 常免费载着我一起来
学校浴 冶
他搓着手袁 又憨憨地补充
道院野别的家长给自己孩子的温
暖那么长浴 冶他张开双臂袁比画
了一段很长的距离袁 然后又接
着说袁野俺不中用袁 俺只能给他
这么点的暖浴 冶说完袁他用手指
比画了一个大约一寸长的长
度遥
野一寸长的暖冶浴 这形象的
比画瞬间就击中了我的灵魂袁
我深深地震撼袁被它的朴实袁又
被它的深沉浴
葛闪

你都是对的吗
阴任悦
没有谁喜欢总被否定袁在同事关系和伴侣关
系中袁双方最在乎尧最易引发冲突的袁是要证明自
己是对的遥
在各种人际关系里袁 比较强势的人就喜欢
指手画脚尧发号施令袁在别人否定自己时袁一定
要以 各种 方式 来证 明自 己对 袁对 方 是 野没 事儿
找事儿冶或者是野成心跟我过不去冶遥 这样的人
就是比较自我遥 野自我冶是人际关系袁特别是伴
侣关系中的大敌遥 喜欢表现野我冶的人袁很难在
亲密关系中与对方融为一体袁很难尊重彼此间
的界限袁很难把我变成我们遥 野我是对的冶野我没
有必要改变冶袁 总是在冲突的刺激中袁 脱口而
出遥 其实袁这是对彼此间关系表现出来的恐惧袁
是一 种骄傲 野自我 冶袁怕在 关系 中失 去 控 制 尧失
去应得的权利尧失去面子遥 这种心态会使自己
吝于 付出 和关 注袁也 不懂得 欣 赏 和 包 容 袁 更不
会表露真情意遥
想和别人好好相处就不要总认为自己是对
的遥

只有你能欣赏我
遗失声明
钟海兰 持 有的 残
疾证遗失袁 证号院
3607811990081866205
3袁特此声明遥
瑞金市 公 安局 核
发 的 证 号 为
002336501 户 口 簿 遗
失袁户主院罗玮遥 成员院
钟俊豪袁特此声明遥

第一次参加家长会袁 幼儿园的老师
说:野你的儿子有多动症袁在板凳上连三分
钟都坐不了袁你最好带他去医院看一看遥冶
回家的路上袁 儿子问她老师都说了
些什么袁她鼻子一酸袁差点流下泪来袁因
为全班三十位小朋友袁惟有他表现最差曰
惟有对他袁老师表现出不屑遥 然而她还是
告诉她的儿子:野老师表扬你了袁说宝宝原
来在板凳上坐不了一分钟袁 现在能坐三
分钟了遥 其他的妈妈都非常羡慕妈妈袁因
为全班只有宝宝进步了遥 冶
那天晚上袁 他儿子破天荒地吃了两
碗米饭袁并且没让她喂遥
儿子上小学了遥 家长会上袁 老师说:
野全班五十名学生袁这次数学考试袁你儿
子排第四十名袁 我们怀疑他智力上有障
碍袁您最好能带他去医院查一查遥 冶
回去的路上袁她流下泪遥 然而袁当她

回到家里袁却对坐在桌前的儿子说:野老师
对你充满信心遥 他说了袁你并不是个笨孩
子袁只要能细心一些袁会超过你的同桌袁
这次你的同桌排在二十一名遥 冶
说这话时袁她发现袁儿子黯淡的眼神
一下子充满了光袁 沮丧的脸也一下子舒
展开来遥 她甚至发现袁儿子温顺得让她吃
惊袁好像长大了许多袁第二天上学时袁去
得比平时都要早遥
孩子上了初中袁又一次家长会袁她坐
在儿子的位置上袁 等着老师点她儿子的
名字袁因为每次家长会袁她儿子的名字在
差生的行列中总被点到遥 然而袁这次却出
乎她的预料袁直到结束袁都没有听到遥 她
有些不习惯遥 临别时袁去问老师袁老师告
诉她:野按着你儿子现在的成绩袁考重点高
中有点危险遥 冶
她怀着惊喜的心情走出校门袁 此时

她发现儿子在等她遥 路上她扶着儿子的
肩袁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袁她告诉儿
子:野班主任对你非常满意袁他说了袁只要
你努力袁很有希望考上重点高中遥 冶
高中毕业了袁 第一批大学录取通知
书下达时袁 学校打电话让她儿子到学校
去一趟袁她有一种预感袁她儿子被清华录
取了袁因为在报考时袁她给儿子说过袁她
相信他能考取这所学校遥
她儿子从学校回来袁 把一封印有清
华大学招生办公室的特快专递交到她的
手中袁 突然转身跑到自己的房间里大哭
起来遥 边哭边说:野妈妈袁我知道袁我知道我
不是个聪明的孩子袁可是袁可是这个世界
上袁只有你能欣赏我......冶
这时袁她悲喜交加袁再也按捺不住十
几年来凝聚在心中的泪水袁 任它打在手
中的信封上遥
龙应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