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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笔吧

建造咱们的休闲园地

《每周闲情》征稿启事
《每周闲情》版致力打造南阳人

自己的园地，刊发真实反映南阳人

尤其是南阳居民生活方式、生存状

态、情感故事的文章。“真”、“闲”、

“广”、“短”是该版对稿件的要求。

希望《每周闲情》版让人们在一个多

少有些喧闹、浮躁的氛围中，静下心

来看看自己的生活、谈谈自己的生

活、写写自己的生活，从而有所思考

与醒悟。

这是南阳人自己的一方园地，

等待着您来开垦。是否符合您的

口味，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希望

与您共同体验百味人生，感受冷暖

世情。每周五出版，敬请读者关

注。累累累7
《每周闲情》版投稿指南：

投送邮箱：nyrbwhz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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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作者

人民的名义 周梅森

解忧杂货店 东野圭吾

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 金及冲

北鸢 葛亮

嫌疑人X的献身 东野圭吾

望春风 格非

追问 丁捷

海昏侯刘贺 辛德勇

人工智能 李开复 王咏刚

追风筝的人 卡勒德·胡赛尼

20年坚守，我们始终在路上

（六十七）

马运来终于说服了林中虎。虽然林中虎心里边不是很

情愿，但也只好如此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林中虎留马运来在家吃饭，并把马运

来的儿子马大伟、儿媳小芹也叫了过来，与自己的儿子林青

松、儿媳赵小燕一边吃饭一边商量着下步该如何办。

林青松也感到很吃惊，但他相信岳父的为人，他说过

的话不可能不算数的，他也很了解自己的老岳母，那也是

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可能是一时想不开，等想开了一定

会支持他们的。一直埋头吃饭一言不发的赵小燕这时也放

下饭碗说：“我妈肯定是老糊涂了，心疼这些钱，我回去

做她的工作。”

大家见赵小燕如此说，心里都好受多了，最后都非常赞

成马运来的意见，决定他们几个人一起再去腾飞公司。

为了不引起村民们的恐慌，马运来告诉大家在事情没

有解决前，谁也不能对外说这件事，并让儿子借了一辆面包

车，马上进城去。

临走时马运来让给赵艺林带点大石头村的土特产以表

谢意。林中虎却又发起了脾气，指着马运来说：“就你的臭

主意多，我去亲家串串门还带什么礼？省下我自己吃哩！”

他不是舍不得这些东西，而是心里边有气。马运来冲他笑

了笑，像哄小孩子似的说：“你个老东西，越老越犟筋，你上

嘴片和下嘴片一碰就想要人家3500万元，你以为你是谁
啊？一个省长要批这么多钱，恐怕也没有这么容易吧？人

家老赵能答应帮咱，就把咱的屁股当脸看了，说明人家老赵

不仅看得起咱，心疼咱，同情咱们村的乡亲们不容易，还说

明人家赵艺林是个大善人哩。礼多人不怪，咱也得表表心

情，东西我准备，不让你个小气鬼出血，上次咱俩去白吃白

喝了人家一顿，这次就由不得你啦！”

林中虎虽然倔强，但是个论理的人，听马运来说得有道

理，也就不再坚持了，便吩咐大家快做准备，今天就去腾飞

公司。

宋玉琴听说林中虎他们又来了，知道他们来干啥，就推

托说自己身体不适，不愿和他们见面。赵艺林依旧很热情

地接待了他们一行，但一见到林中虎和马运来却感到非常

尴尬，觉得对不起他们。

吃饭的时候，他不停地劝林中虎、马运来他们几个吃菜

喝酒，就是不提投资的事。弄得林中虎又着急了起来，几次

张口欲止。

马运来怕林中虎把事情弄砸，不停地去踩林中虎的脚，

生怕他发脾气说错话，示意他吃菜喝酒，不要急于说正事。

倒是林青松机灵，他心里明白岳母宋玉琴有病是借口，她是

故意在躲避这件事，就把赵小燕叫到一旁悄悄地说了些什

么，小燕便高高兴兴地找母亲去了。

饭吃得很快，林中虎无心喝酒，心里边总在惦记着那件

事，所以就显得有点闷闷不乐。但他还是听了马运来的话，

吃饭期间一句也没提投资的事。

赵艺林的心里边其实跟明镜似的，他见林中虎不说话，

自己也不好意思开口说什么。老婆子现在是死活不同意，

自己总不能硬逼她吧。他心里边也并没有打退堂鼓，他了

解自己的老伴，那可是个要强的人，来硬的肯定不行。可她

也有一个特点，刀子嘴豆腐心，如果她想开了，这件事还是

有希望的。他也非常理解老亲家林中虎，这个时候领着大

家一起来，那肯定是作难不小，这件事是他林中虎牵的头，

全村几百口人都在看着他，眼看正月都快过完了，大家都留

在家里等待项目早日开工，如果资金弄不到手，拉倒不干

了，你让他怎么向全村人交代？所以赵艺林也十分心焦，这

几天连觉都睡不稳。他心里一刻也不停地在思索着如何才

能让老伴转变态度。这段时间女儿赵小燕一直陪林青松在

大石头村里忙，他知道老伴最疼爱女儿，本想打电话让她赶

快回来劝劝她母亲，想不到今天就回来了。席间林青松的

那个小动作他也看到了，知道女婿很聪明，心知肚明他把女

儿打发走是什么意思，他也希望他们这样做。

赵艺林是个德高望重的人，在这大川市的商界里就数

他的口碑最好，除了经营自己的月季花外，他没有涉及其他

高利润低道德的行业，为人正派厚重，身上没有沾染一点坏

习气，不像有些发了家的“土豪们”，有了几个糟钱好像这地

球上也装不下他们了！

赵艺林平时为人比较低调，不太喜欢过多的应酬，给人

们的印象总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农民企业家。因此，在这近

二十年间，他从区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一直

做到全国人大代表，这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他不愿意做

大川市的形象代言人，却默默地资助过无数贫困大学生，建

过希望小学，投资修建过敬老院。汶川地震时全市企业界

就属他捐的款最多，因此深得市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如果在开发大石头村这件事上卡了壳，林中虎无法交代事

小，他可是亲自去过大石头村的，又当着村民们的面表过

态，他这张老脸那可不是说丢就丢的。所以，他心里的压力

并不比林中虎小多少。

马运来心里也很着急，但能稳着阵脚，他见大家都坐在

客厅里不说话，就站起来说道：“赵董事长，您为俺们大石头

村的事操了这么大的心，俺们真是过意不去。您也不要太

着急，好事多磨，我们等着您的好消息。”

马运来脑子好使心眼灵活，虽然心里着急，可嘴里却说

得很轻松。谁知他的话音刚落，憋了一中午的林中虎再也

忍不住了，忽地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接过马运来的话头

开口就说道：“这事不能再等了，能干就干，不能干你老赵说

个痛快话，大不了村民们还出去打工去。只是你老赵在俺

们村考察项目时把大话都说出去了，这说出去的话可就是

泼出去的水，你忽悠我是小事，忽悠了那些老百姓，他们会

不同意！”说完，林中虎双眼跟牛眼似的瞪着赵艺林。

【作者简介】党栋，南召县人，笔名一凡夫，中国散文学

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有散文集《深夜静

悄悄》，随笔集《和你没商量》、《青青校园》、《我和我的村

庄》，长篇小说《追梦》、《足疗》等文学作品。累累累4图片 杨萌 摄

生活笔记

它闹得也当然有理……

我的葡萄“牙”

修身养性 智言慧语

做人不能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难以成人。

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没有良心犹如畜禽。

做人不能没有诚信，

没有诚信寸步难行。

做人不能没有金钱，

没有金钱无法生存。

做人不能没有才能，

没有才能难以打拼。

做人不能没有健康，

没有健康一切等零。

要自信，不要自负；

要自尊，不要自大；

要自重，不要自傲；

要自强，不要自高;
要自谦，但要自卑；

要自珍，不要自赏。

人有信仰，不会迷茫。

人有志向，不会彷徨。

人有才能，不会无望。

人有修养，不会张狂。

人有信用，不会凄凉。

人有目标，不会鲁莽。

人有情趣，不会忧伤。

人有主见，不会莽撞。

人有节制，不会撞墙。

人有付出，不会白忙。累累累7
(惠民)

□汪翔

朱熹《观书有感》云：“半亩方塘

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把

读书和人的知识更新比喻得非常形象

生动。作者把打开的书页比喻为一方

池塘，水清如镜，能映出天地万物美

景。池塘为何如此清澈？原来源头活

水涓涓不绝。

书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智慧的结

晶，进步的阶梯。读书有诸多益处，对

人的成长影响至巨，一本好书往往能改

变人的一生。

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

提高人的素质，使人跨越时空的长河，

与古今中外的哲人、智者倾心交流，让

人俯仰天地、探索自然、认识社会、洞晓

兴衰、拓展视野、开阔心胸、净化心灵、

提升精神境界。

书中有人生百态，阅读的本质在于

关注人生。清代文学家张潮说：“少年

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

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

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人生的不同阶

段，读书的境界是不一样的。少年时读

书是从字面上理解，就好像是在门缝中

看月亮，自己渺小，月亮又大又圆，觉得

月亮很神奇。中年时读书是用人生的

历练去理解，就好像背着手在自家庭院

中望月，对月亮充满亲切之感，充满着

自信。老年时读书是用全部人生去理

解，就好像在台上玩月，觉得月亮就在

自己的把握之中，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所

读书的内容相交融，这是阅读的最高境

界——从容的人生。

山有玉则石润，腹有诗书气自

华。一个人持之以恒读书，含英咀华，

才华气质自然不俗。汉代刘向说：“书

犹药也，善读之可医愚。”读书让人睿

智优雅。一个人的气质风度和相貌是不

一样的，相貌可以遗传，气质风度只能

靠后天培养，而书本是培养气质风度的

沃土。一个人的精神成长，与他的阅读

息息相关。大而言之，一个民族的精神

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

读水平。

读书丰富人生。读书不能改变人

生的长度，但可以拓展人生的深度与广

度。读书能让人的精神世界无比丰

富。一位哲人说：“谁能以深刻的内容

来充实每一个瞬间，谁就是在无限的延

长自己的生命。”只有勤读书，多读书，

才能让人生变得充实多彩。莎士比亚

说：“生命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

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

翅膀。”于谦说：“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

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

无一点尘。”

读书可以养德。书是人们不可缺

少的精神食粮。古人云：“不读圣贤书，

难有圣贤德。”美国发明家爱迪生说：

“读书之于思想犹如运动之于身体，运

动使人健壮，读书使人贤达。”英国萨克

雷说：“读书能够开导灵魂，提高和强化

人格，激发人们的美好志向，读书能增

长才智和陶冶心灵。”读书使人品行端

正，志趣高远。累累累4

读 书 的 益 处

□吕炳华

人上岁数，毛病多。读书不坐书

房，偏爱床上。

盘腿坐在床上看书，心率随着书页

的慢动作而不急跳，血压在文字的浸润

中平稳。阅读中，踝部的肌腱在柔软拉

长，延缓了人老腿先衰的过程。同时，

臀部也不受木头座椅的挤压之苦。每

日盘腿坐床上看书半小时，血压降，心

率缓，腿脚轻。

平躺在床上阅读，又是一番景致。

双手举书，两臂在半曲和伸直状态中变

换，字小，双臂半曲，离眼近；字大，双臂

伸直，离眼远。臂力在伸屈中锻炼，视

力在远近中调节。劳损的腰，平直在松

软的床上，免去了长坐的困乏，预防了

颈椎病的发生。这阅读运动，超越了街

舞健身祛病的作用。

侧卧阅读。右侧卧如弓，是古人践

行的睡眠姿势，是延年益寿的一种良好

习惯。侧卧阅读，可缓解手捧书的劳

累，腰长时平直的不适，腰腿在屈曲中，

敛气聚神，书香在怀抱里蒸腾，筋脉强，

经络活。

腹卧阅读。翘头，背屈小腿至臀

部，练腿力，拉腹肌，心胸在阅读中开

阔，虚软的腹部在阅读中紧缩……

床上阅读随心随意，没有伏案的劳

形。远离市井亦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食人间烟火，感世态炎凉。文在心中，

心在文中。书香在心灵供养，情志在阅

读中顺畅。

岁月远行。“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

忧乐每相亲”的阅读气质在涵养；“衣带

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阅读

境界在提升，思想沐浴在阳光中，生命

的厚度不断增加，人生更从容。累累累4

偏 爱 床 读

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带孩子走进书店，享受亲子阅读的乐趣 本报记者 董志国 摄

□程黧眉

“牙牙相关”，是我去年在“欧洲杯”

足球赛期间的创举。

因为熬夜看球，日夜颠倒，体力不

支。一颗坏牙终于在一场球赛后大闹

口腔，它闹得也当然有理，因为那场球

赛就是匈牙利对葡萄牙，“牙们”惺惺相

惜。从凌晨0点，到3:3打平结束，最终
葡萄牙淘汰了匈牙利获得出线权，彼时

我的牙也已痛得天昏地暗炉火纯青。

天蒙蒙亮就赶到医院，医生看一眼就判

了它死刑。

那颗牙被当场拔掉，医生预约几周

后来种植新牙。由于那天葡萄牙的侥

幸出线，我开玩笑说，如果这次“欧洲

杯”葡萄牙队夺冠，我就把这颗预备种

植的牙，命名为“葡萄牙”!谁想到，葡
萄牙果真拿了冠军。

这就是足球，它是圆的，它是没有

方向的，它想让谁当冠军，从来不用讲

一二三四的。

我的看球生涯30年有余，虽然那
时锦绣年华，但是也年少轻狂，我对足

球的态度一如我对男人，从来不看颜

值。男人懂的我知道，女人不懂的，我

也全都懂，所以在足球方面，我绝对是

男人的知音。我甚至怀疑自己空长了

一个女人的身体和面容，其实心是属于

男人的。我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些是伪

球迷。我喜欢和高手过招，欧洲杯的几

个夜晚，恰巧先生出差，我独自守在电

视机前，一直与懂球的男同胞在微信上

讨论，如果第二天上班不能坚持看到终

场，就请人将比分放到我的窗口，以便

一睁眼就能知道比赛结果。除此以外，

似乎还没有任何一档电视节目能够让

我如此疯狂。

想到我的牙“闹”。可笑的是，将近

一年过去，因为生活的各种打扰，我居

然到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去种植我的

那颗葡萄“牙”。言而无信，也是我们人

生无奈的常态了。累累累7

生活漫笔

□徐岩

一个人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南阳

工作已经7月有余了，时间一长，架不
住朋友们的邀约，于是也加入了“遛街”

一族。

夜晚的光武西路，路面整洁，车辆

稀少，稀疏的店铺分散在街道的两旁，

散落出斑斓的光亮，明暗交错中，让人

感觉到了暮色的柔和。各色行人分散

在没有灯光的路上，影影绰绰的，远远

看去，像极了我在油画市场上见到一幅

画。

跟随着人群，行走了大约1公里的
样子，见远方的天际，并行矗立着两道

橘红色的巨型拱桥，似彩虹，似天梯，很

是气派，询问路人，讲这就是光武大桥，

但走近跟前一看，旁边有一牌子，上写

“中兴大桥”，顿时心生疑惑，中兴大

桥？过后一查资料方知，西汉末年，光

武帝刘秀光复汉朝，开创东汉，由于政

绩可嘉，汉朝重现欣欣向荣的社会景

象，史称光武中兴。

走到桥上，低头望去，桥下是一

渠潺潺的河水，横穿大桥，宽阔的水

面静静地流淌着，远处高高的坝房

上，朦胧的灯光散落到水面上，粼粼

波光时隐时现。站在大桥，抬头仰

望，宏伟的桥顶将天穹分为橘红的方

框，点点星光镶嵌其中，仿佛又回到

了儿时的梦境……

夜晚的暮色越来越浓，汽车从桥的

远方缓缓驰过来，宽阔的桥面上洒下一

束束柔黄的光亮，照耀着回家的路，人

们陆陆续续离开桥面，开始朝家的方向

走去。

细细思量，散步也如人生，世间本

没有多少可以偷懒的地方供我们享乐，

每个人都得爬坡负重、怀揣梦想地走完

这宝贵的、唯一的一趟人生，正如天边

的云霞，朝起夕落，但从未退缩。站在

光武大桥，看落日云霞交替的那一时

刻，一切都释然了。累累累7

回到了儿时的梦境……

光武情思

品读孔子的女子观
本报讯（记者董志国 特约记者鲁钊）孔圣人“仁怀天下”

的家国情怀、何为君子小人、小人在中国社会中的表现、女子

对家庭和社会的牺牲奉献、女中奇人对历史的推动……近日，

由市读书协会、卧龙区作协联办的南阳书香大讲堂开讲。

当天，数百文友济济一堂，静享我市文化学者张兼维品读

《孔子的女子观》，从人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角度，体味孔子

的人格追求和天下担当抱负。张兼维涉猎广泛，书法篆刻、文

学摄影、编辑设计、中医养生、古琴演奏等都有造诣，颇具社会

影响。累累累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