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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临近，大街小巷的水果摊上，大多
都摆上了又红又大的石榴。有些摊主为了
吸引顾客，招揽生意，还会将石榴皮剥开，
露出晶莹剔透红溜溜的石榴籽。此情景，
让我想起老家小院的石榴树了。

石榴红了，是那种纯正的红，喜庆的
红，也是中国人向来最喜欢的红。每当秋
意挂上树梢，满枝的石榴像一团团燃烧的
火焰，点燃了丰收、繁荣、美好、红火的日
子。所以在乡下老家，家家户户都会在庭
院里种植一两棵石榴树，以祈求生活如石
榴般硕果累累，红红火火。

我家的两棵石榴树，刚好在院子正中
央。石榴树一年红两次，一次红在初夏，韩
愈说这种红是“五月榴花照眼明”，苏轼说
这种红是“榴花开欲然”；再一次红在仲秋，
李商隐说这种红是“可羡瑶池碧桃树，碧桃
红颊一千年”。
那时，初夏时红透半边天的石榴花，并

不能引起童年孩子们的兴趣。能让我们瞅
着就流口水，并深深烙印在记忆里的，却是
仲秋时伸出院墙的那一树红石榴。秋风
中，那些躲在浓郁枝叶里的石榴，伴着晚霞
夕照摇曳生姿，一会儿似羞涩的女子欲语
还休，一会儿又似痴情的佳人妆楼凝望。

儿时读书，书上说石榴不是中国本土
水果，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从一个叫“安
石国”的地方带回的种子，因此又被称为安
石榴。随着大众越发喜爱，它的名字也越
来越多，如丹若、涂林、金庞、红花……但我
最喜欢的，还是“天浆”，正如杨万里所说：
“水精为醴玉为浆。”扒拉开石榴的肚皮，露
出满满当当的籽儿，直接抓一把塞进嘴里，
丰富甘甜的汁水在口腔里喷涌而出，那一
瞬间仿佛能忘记生活中很多烦恼。一顿
嚼，几番吸，再噼里啪啦地把核吐出，吃法
虽简单粗暴不够文雅，但一家人围着吃，仿
佛品琼浆玉露，幸福地冒浆，甜美得让人不
忍下咽。

石榴那颗颗“红宝石”不仅汁多嫩滑，
味道甘甜，而且还富含许多对人体有益的
养分，同时还具备止痢和杀虫的功能，所以
众人爱它也是情理之中。石榴虽然好吃，
但却是很难种植的树种，通常需要等上4到
5年的时间才可以吃到自己亲手种植的石
榴。石榴树一旦成活，就会活出不同寻常
的姿态，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石榴有梅
树的枝干，有杨柳的叶片，奇崛而不枯瘠，
清新而不柔媚，这风度实兼备了梅柳之长，
而舍去了梅柳之短。”生动诠释了石榴树独
有的风姿和品性。
儿时，常听奶奶说：“石榴千房同膜，千

子如一，所以又叫吉祥果、团圆果。”我很喜
欢这种说法，觉得寓意很美。记得那时不
管哪家婚嫁时，常在新房案头放置切开的
石榴，寓意多子多福。一个成熟的石榴用
一层薄薄的膜，包裹着一千粒饱满的籽儿，
粒粒晶莹如透明的红宝石，挤挤挨挨在一
起，仿佛中国人的大家庭，紧紧地抱在一
起，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石榴红了，盛夏时繁花似锦，仲秋时果

实累累，它既属于夏天，又属于秋天。但无
论是夏，还是秋，总会有一颗石榴为我们而
红。那个红是最令人欣喜的颜色，那个红
是最精神抖擞的活力，那个红也是最喜上
眉梢的收成……让我们不由得相信，日子
亦如枝头上的石榴——红红火火。

我在结婚前夕，收到父亲送的力透纸
背的三个大字“幸福让”。父亲说，这是他
幸福一生的秘诀。
母亲说，这的确是他们幸福一生的秘

诀。婚姻里多的是鸡毛蒜皮，少的是浪
漫。在一个锅里搅勺，磕磕碰碰的，靠的
是谦让中的你唱我和，而不是伶牙俐齿的
南辕北辙，靠的是谦让中的你疼我惜，而
不是各不相让的争吵。在让中和气一团，
幸福一生。

这属于父母幸福的秘诀，适用当下
吗？我和父母可是存在着代沟啊！
结婚后，我和老公因谁去超市购物而

争吵。正当我越吵越勇的时候，他突然做
出停止争吵的手势说：“我幸福让。”然后
一溜烟地跑到楼下超市去了。
事后他说，他可不想看到鹬和蚌互相

咬住对方，谁也不肯抽身让步，久久相持
不下，让第三者乘虚而入，将他千辛万苦
追到手娶到家的老婆被“渔翁”捉走了。
别说，幸福让，还真管用。在让中

我们彼此心疼对方，在干活儿方面争着
干，在说话方面让着说，在你谦我让中，

再没红过脸，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红红火火。
其实关于幸福让，古人比我们更早懂

得。你看，自古流传下来的成语和典故就
很多。比如，广为人知的孔融让梨；负荆
请罪的廉颇和蔺相如；每当战斗结束时，
将领们开始争功，他却躲在大树下，被人
称为“大树将军”的冯异。他们让出的是
名和利，收获的却是载入史册，流传后
世。还有比这更幸福的谦让吗？

诚然，在不同境遇中，在不同时间
里，每个人对幸福让都有着独特的理解
和认知。
年初，父亲因脑溢血做了开颅手术。

术后昏迷不醒，每天都处在无知无觉的状
态。我只能静静地握着父亲的手，虔诚地
守在病床边。倾听着同样做开颅手术却
能说话的邻床患者，在病房里大声吵闹，
用目中无人的态度，大呼小叫，胡言乱语，
自说自话。而他妻子对他喋喋不休的表
现很是温和，不反驳，不气愤，相反很殷勤
地一会儿给他倒水，一会儿给他剥香蕉
皮，一会儿顺着他的话和他一起胡言乱

语。我心疼地安慰她说：“你真是不容易，
要忍受这样神志不清的人……”母亲却用
无不羡慕地语气说：“你爸爸要是能像他
这样，开口骂我几句该有多好啊！”
原来，我们总是抱怨生活多么不公，

日子过得多么没有滋味，可比起那些躺在
病床上的患者和期望被“骂”几句的亲人
来说，我们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幸福啊！
邻床患者的妻子给我讲了她和丈夫

年轻时的故事。那天，他们在逛街，碰到
一个摇摇晃晃的醉汉，不知是无意还是
有意撞了她一下，厌恶中她想跟醉汉好
好理论一番，眼见醉汉张牙舞爪，面露凶
色，他拽着她的手二话不说就跑，跑到一
个安静处，他问她：“你不幸福吗？”“啥意
思？”她问。“如果醉汉把我们打死了，幸
福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值吗？”他很认
真地对她说，所以呢，“谁幸福谁让步。
越让步越幸福。”这就是她为什么始终能
这么温和的原因。因为她心里装着满满
的幸福感，珍惜还来不及，哪还有时间计
较呢？她笑着说：“对家人让步，则家庭
和睦；对爱人让步，则感情美满；对朋友
让步，则友谊长久；对愚者让步，则惜命
惜福。”
就在那一刻，我的心底一下子开满了

大片大片的不知名的小花，香香白白、细细
碎碎的，像荷，亭亭玉立，像梅，暗香浮动，
温暖却不招摇地弥漫在四周。我想，它应
该就是幸福让，让幸福中开出的花吧……

时光荏苒，往事如烟。然而，记忆中
的陈老师一直都在。

陈老师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残疾
人，右眼失明，却活成了一束光。

记得他第一次到班上上课，面容平
静，丝毫看不到一点自卑。他笑着说：
“我姓陈，从今天开始担任本班的语文老
师，希望与大家一起共同进步，开启一次
语文的漫长旅程。”

全班同学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只
不过掌声过后，后面有两个捣蛋鬼叽叽
喳喳的，讨论陈老师的右眼。

陈老师听到后，没有发怒，而是平静
地走到捣蛋鬼面前，笑着说：“我的右眼
是看不见了，但是我可以‘一目了然’。”

两个捣蛋鬼顿时羞愧地低下头，双
颊红红的。

教室里陷入安静，许多同学露出敬
佩的眼神，当然也包括我。

陈老师的豁达、机智引起了我的注
意。每天清晨，我走过陈老师的住房，远
远地听到陈老师大声朗诵诗歌。那声音
抑扬顿挫，有时慷慨激昂，有时缠绵悱
恻，传达出老师对诗歌的热爱，对教育事
业的热爱。

事实上也是如此。陈老师博学多
识，讲课生动，金句迭出，常常引得同学
赞叹。他批改作业更是一丝不苟，连一
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比如，的、地、得
的区别。他告诉我们一首歌：“的、地、

得，要区分，左边白，右边勺，名词跟在后
面跑；左边土，右边也，地字站在动词前；
左边两人就使得，形容词前要用得。”这
样一讲，大家立刻心领神会，掌握了的、
地、得的区分。

我记得那是秋天，学习一篇有关干
将莫邪的文章，陈老师让我们发挥想象，
写一篇读后感。当时我被侠客一诺千金
的精神所触动，就写了人要有大义的文
章，没想到得到了陈老师的肯定，还把我
的作文当成范文在班里朗读，甚至说出
语句的文采，大加赞赏。那些幼稚的句
子我如今已经全忘了，只清楚地记得，陈
老师说：“写得好有灵气。”他还竖起了大
拇指，眼神中流露出莫大的肯定。当时，

我的心激动得怦怦跳，脸上直发烧，幸福
得头脑有些发晕。陈老师的肯定仿佛一
阵春风，吹开了我学习作文的窗户，从此
像突然开了窍一般。我想，我今天能够在
报刊上发表一些“豆腐块”，跟当年陈老师
的鼓励、教育是分不开的。

其实，陈老师不仅对我鼓励，他对每
一位学生都倾注了极大的关心，不论是尖
子生，还是成绩一般的学生，他都会一视
同仁。他对我们说：“有些事是无法选择
的，比如失明，但是不能失去生活的信心，
即使身在沟渠，也要仰望星空。”在陈老师
的教育下，我们班的语文成绩一直在年级
排名第一。有一次，参加全市中学生征文
比赛，我们班获得了两个一等奖。

陈老师多才多艺，会写诗，善朗诵，
拉胡琴，还是一个篮球高手。每次学校
举行篮球比赛，他总是当仁不让的主力
后卫。整个篮球场仿佛是他的后花园，
只见他左突右投，快速带球，满场飞奔。
闪电般的速度，超高的投篮命中率，翱翔
拉风的身姿，如一只展翅的雄鹰，引得全
场一阵阵的喝彩。
这就是陈老师，虽然上天给了他右眼

失明的缺憾，但是他从不怨天尤人，而是
把事业做得蒸蒸日上，把生活调理得活
色生香。他活成了一束光，温暖了身边
所有的人。

我的励志老师
王晓阳

给生活加点盐
董国宾

现在生活变好了，时光变美了，步
入了大步快跑的新阶段。在快节奏的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一些人只顾往前
冲，机械地做着自己永远做不完的事，
似乎忘记了什么似的，有的人茫然地觉
得日子忽然间寡味了许多。这其中主
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生活情调。就像
做菜一样，别忘了往菜品里加点盐。若
缺少了这一样东西，特级厨师烹出的菜
肴，也难以下咽。

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忽然来访，他
是典型事业男，这些年只顾为生活打拼，
加班加点，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挤不出
来。因为他努力勤奋，又爱钻研业务，他
的小生意慢慢红火起来。后来越做越
好，自家住上了公寓，还开起了豪车，事

业倒是兴旺起来。可他却变得性格固
执，他的世界里好像只有生意这一个心
思，如同在单一轨道上走出来的人。中
午，我当然会留客就餐。饭间，朋友似乎
是在婉叹：“衣食无忧了，反倒觉得无趣
和无聊了。”他顿了顿说：“我仍会一如既
往用心打理生意，时刻想着能一直保持
这样的好势头。”

我一听，就看出了朋友的心事，转
身回到厨房，做了一道糖醋菊花鱼。我
示意朋友拿起筷子，品尝一下餐桌上冒
着热气的形色俱佳的菊花鱼。朋友吃
了一口，立马从嘴里吐出来，直呼：“不
好吃。”我故作惊讶地问：“为何？”“没加
盐，一点味道没有。”我取盐过来，只往
菜里放了一点，朋友吃过，直夸：“好味

道，好看又好吃！”
我一边和朋友吃菜，一边提醒他：

“生活不要缺少情调，就像做美食，若
无盐这一样小东西，海鲜大餐也寡淡
无味呢。”

朋友悟性很高，在以后很多次的
交往中，我了解到，他时刻提醒自己，
别忘了给生活加点盐，把生活这道菜
的口味调理好。朋友完全像变了一个
人，说话幽默风趣多了，连头型也梳理
得略有个性。驾车出差途中，若不急于
赶路，他会停下来，走到佳景处，拿出手
机拍下收藏起来。兴致浓了，还会将所
见所闻写成小诗和随笔，往当地报刊投
稿呢。做起事来，也更有精神和劲头
了。朋友说：“大千世界，万千云锦，时
时处处是精彩！”

给生活这道菜加点盐，饱含人生的
乐观和通达。任何脚步匆匆的人，年长
的、年壮的，走近的、走远的，不妨将人
生菜肴中的盐带在身上，必要的时候加
上一点，适时调整好状态，再把信心牢
牢攥在手心往前走。

美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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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钩沉

石榴红了
马庆民

王必旭 摄

幸福让，让幸福
逄维维

漫画 作者 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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