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副 刊

责任编辑：迟凤桐 电话：27509632
电子邮箱：lnsb666@163.com

有文化与没头脑



从微信里看到一个段子：某男从外面打电
微信发给远在异乡打拼的女儿，紧接着又发给
话给老爹，让他将手机绑定银行卡，给他划转一
与我们同城的在一所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弟弟，
点钱，结果迟迟收不到钱。后来到家一看，老爹
请他们帮忙。
还真的用一根粗线将银行卡与手机捆扎在一
不多时，答案相继到来。女儿：
“哈哈哈，妈
起，以为大功告成，不料闹了个天大的笑话。
妈不是在开玩笑吧，年年不都是这个规律吗？”
生活中确有此事？还是段子手
“吃了柳条编
读罢，老伴儿满面羞惭。回复女儿：
“ 嗨，还真
柳筐——满肚子瞎编”？没必要去调查其真实
是呢！见到这个帖子，我解不开，还以为是哪位
性。反正，
它形象地坐实了：
没有文化真可怕。
高人的新发现呢！”我内弟给出的答案，学院味
本文在此唱个反调，记述一件小事，一件
十足：
“ 呵呵，这是哪个孩子想出来的，的确逗，
“亲力亲为”的小事，现身说法，探讨一下，有了
明年都是 2019，后年都是 2020 啊（此处省去微
文化，是否就免于
笑符一个）。”老伴
可怕？
儿的回复，羞惭依
事情是这样
旧：
“我束手无
的：一天，老伴儿跳
策。还以为是科
广场舞的舞友给她
学无法解释的一
彭友茂
发来一则《今天全
个谜哩。”
世界同岁》的手机
我和老伴儿，
微信：
“今天的日子很特别，1000 年才会有一次： 是“文革”前入校的大学生，退休前都拥有高级
您的周岁年龄+您的出生年，每个人都是=2018 职称，得说是“有文化的人”。然而，我们双双被
（年）。特别奇怪，连专家都无法解释！亲：您看
小学数学四则运算里一道简单的名副其实“小
看是不是（此处略去一个微笑符）？真是千年等
儿科”的加法题（反过来，就是一道减法题）绊了
一回呀！自己算一下吧，我自己也算了一下，非
一跤。
常正确（此处略去三个一模一样，翘大拇指称赞
不服不行：这被绊倒的“一跤”，愚蠢复可
的手势符）。”
笑。虽远没有恶意程序让电脑系统瘫痪那样严
老伴儿一头雾水，走进书房问我，寄希望我
重，也不像医学博士制造、贩卖冰毒那样骇人听
能解开。正在电脑前敲打着稿件的我，马上停
闻，却同样说明一个问题：有文化，违法犯罪，
下来，将那则微信看了一遍。天哪，我也雾水一
可怕；有文化，没头脑——意识陈旧，思维板滞，
头，
“老虎吃天——没法下口”
，理不出思路。
质疑和批判精神缺位，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也很
没办法，只能“不耻‘下’问”：老伴儿先是将
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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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乞力马扎罗的雪》男主角格
里高利·派克将奥黛丽·赫本扶上神
位的。
派克当时已经声名大振，赫本
鲜为人知，
《罗马假日》海报刚刚印
出，派克看到自己的名字很大，便向
制片人建议把赫本名字放大，把自己的
名 字 缩 小 ，他 预 感 她 能 赢 得 奥 斯 卡 大
奖。当她真的捧到奥斯卡金像奖时，激
动万分，喃喃自语：
“ 这是派克送给我的
礼物。”
派克富有气质，绅士风度。他身边
佳丽无数，却没有一次绯闻。他曾想得
到赫本的爱情，但总是“话到嘴边咽下
去”，表面上波澜不惊。后来赫本在瑞士
结婚，派克专程从美国赶来祝贺，他送给
她一枚祖传的蝴蝶胸针，赫本一直珍藏
在身边。赫本逝世的义卖会上他购回这
枚胸针，他逝世时手里还握着胸针，温存
着他此世的情与梦。
移居荷兰的赫本母亲家族疑似有犹







说到“兼得”，您一定会想到孟子的那句
的矛盾：一方面要帮助子女照顾隔辈人，这是
话：
“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人之常情；另一方面也很想享受一下老年生活
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里的鱼和熊
的轻松自在，比如旅游、上老年大学，这一点儿
掌，所指的两件事，或水火不容，或相去甚远。 都不过分。而事实上，他们最终放弃了老年生
人们常常把生活中的矛盾比喻为“鱼”和“熊
活的轻松自在，因为他们总是以为“鱼和熊掌
掌”，表示不可“兼得”，其实生活中的许多事只
不可兼得”。那么，二者真的不可“兼得”吗？
要我们多多动脑，
往往是可以“兼得”
的。
我看未必。比如奶奶、姥姥相互照应一下，或
网上流传着这样一道面试题：在一个暴风
是让子女请几天年假，老两口出去旅游几天完
雨的夜晚，你开着一辆车，经过一个公交站，发
全可以实现。老两口分分工，找个时间差，上
现有三个人在焦急地等公共车。其中一人是
上老年大学也并非不可想象。
位病重的老者，急需去医院
还有的老年人，为了子
就诊；另一位是医生，曾救过
女的前程，让孩子远离家乡，
你的命，你很想报答他；最后
这不是坏事。可是，需要子
一位是你的梦中情人。但你
女照顾时却感到无助。他们
加 拉
的车只能再坐一个人，你会
总在想不能因为自己的养
如何选择？有面试者回答：
老，而影响孩子的发展和前
老人病重，首先应该救他。有面试者认为：应
途。但他们从来不会反过来想想，为了孩子的
该让医生上车，知恩图报是做人的底线。还有
发展和前途就应该牺牲自己的晚年幸福和健
的面试者选择了梦中情人：缘分可遇而不可
康吗？所以，也应该找一个“兼得”的办法。现
求。每个人的选择似乎都有道理。然而最后
如今，更多的老年人投奔子女，共享天伦。我
被录用的求职者的答案是：
“给医生车钥匙，让
身边这样的老年人很多，有的为此离开了生活
他带着老人去医院，而我则留下来陪梦中情人
一辈子的天津，也有的为此来到了天津这座陌
一起等公交。”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却说明了
生的城市。还有不少老年人到国外与儿女共
一个道理，生活中的许多事情，看似矛盾重重， 享天伦。目前不少独生子女面临双方老人同
但也存在着“兼得”的可能。老
样需要照顾的困境，于是他们把双方老人搬到
門陣年生活也是如此，不要轻易地放 一起，与自己同住。我身边这样的例子也不
弃任何一种可能。关键是需要
少。关键是老年人为此要收敛一下自己的性
智慧，需要耐心，需要诚意。
格，多为子女想想，做到双方老人和子女的“兼
许多老年人都面对着这样
得”，这并非不可能。

说
“兼得”

龍

女神，没有故居
齐忠敏
太血统，二战期间，财产被纳粹没收，舅
舅被抓进集中营。尽管如此，小姑娘赫
本仍然坚持给游击队传递情报，为反法
西斯战争作出贡献。1944 年特伦斯·杨
的坦克部队解放荷兰，15 岁的赫本获得
新生。这位特伦斯出生在中国上海，父
亲是英租界总巡捕，就是他后来执导了
赫本的一系列经典影片。
赫本待人谦虚有礼，懂得感恩。她
从来没有炫耀她是英国王室后裔的贵
族身份，
《罗马假日》成名后，她才用片
酬买了一件时尚外套。后来她片酬大
幅提高，也不唯利是图，曾主动降低片
酬。相比如今我们演艺界的混乱，真是
发人深省。

时报周刊

赫本捐款救助亚非拉儿童是
出 了 名 的 。 1992 年 底 ，她 时 日 无
多，仍以重病之躯赴索马里探望战
乱中的穷苦百姓。弥留之际，全世
界修女彻夜为她祈祷，期待出现奇
迹。她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依她
的遗嘱，奥斯卡奖杯等贵重物品都捐给
了慈善事业，不要葬礼不搞纪念仪式。
人们在瑞士托罗什那兹村很难找到她居
住 30 年之久的“故居”，小房子门口没有
牌匾没有标志也不开放。粉丝们徘徊观
望，迟迟舍不得离去。
鉴于她在慈善事业方面的贡献，联
合国纽约总部为她竖立了青铜雕像，铭
刻着“奥黛丽精神”。
对 比 奥 黛 丽·赫 本 ，我 们 某 些 人 片
面追求“名人效应”，到处留有“故居”，
甚至人还活着就把“故居”安排妥当，梦
想百世流芳。这些人与低调的奥黛丽·
赫本对比，谁才能真正地名垂千古，一
目了然。



蚊香灭了，出乎我的意料。原本烧
再合在一起。可他说我的方法太麻烦，
得很好，可老婆觉得每晚都要拆换很麻
于是在网上搜了个妙招。
烦，就在网上找了方法，说根本不用拆，
他那高兴地给我讲了方法，说只要
直接点燃其中一圈就行。说的时候老婆
再往里多加几张纸或者垫上纸片，保准
还一个劲地埋怨，怎么用了这么多年蚊
能打穿。
“打不穿还多加纸？”对于这样的
香，竟然不知道这个方法，太笨了。是
方法，
我还真有几分好奇。
啊，我也恍然大悟。
“这你就不懂了吧？只要垫厚一点，
当晚就按照网上的方
针就会往里走一点，然后
法点燃了一盘，可半夜却
再把多加的纸张拿掉，不
自己灭了。老婆不相信，
就行了？”说着，他开始实
第二天又重新点了一盘，
践“好方法”。可奇怪的是
熊兴国
结果还是自己灭了。你说
竟然还是打不进去，而且
这么好的方法，怎么就不可行呢？这确
比没有加厚之前更糟糕。
实是怪事。不过细心研究后，我发现了
人生路上，我们总在找捷径。小到
问题，原来越往里烧蚊香接触的氧气面
一盘蚊香，大到实现理想。我们总希望
积就越小，自然不能继续燃烧。
有一条大道直通理想的彼岸，然而结果
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件事。同事打印
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是万丈深渊。何
完材料后要装订，可是纸张太多，订书针
为捷径？其实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踏踏
怎么也穿不过去。我告诉他先分开订， 实实地去努力，
才是最好的捷径。

捷 径

欧洲行摄

袁 军摄



数场秋雨。小李在朋友圈说：半夜
被新凉惹了清梦。我打趣：可借身旁那
人的被窝暖暖。小李嗔怪：本想借来，可
伸手一摸，人家对着我的背冰凉冰凉的，
不得不悄悄起来给他盖了被，又给自己
盖上。
本想逗逗这对小夫妻，却瞬时被因
新凉而生的暖意所感动。瞅了一眼熟睡
在侧的她，不觉心头悦然：苦苦追寻的幸
福，
也不过如此。
向来对浅秋新凉甚是喜爱，不仅因
为熬过暑热迎来的一派舒爽，更是尤爱
这新凉之下对自然、对人生、对生活的那
份敏感、体悟与珍视。仰望云卷云舒，慨
叹世事无常，心也豁然、淡然；树叶由绿
转黄，感叹秋叶绚烂之余，不免心生悲秋
之意……一不小心，一个个被新凉召唤

着奔走于野、广步于庭的人们，都成了诗
人、摄影师、哲学家。
新凉，同样惹了老家母亲的心。母
亲在电话那头儿又嘱咐：一早一晚溜达
穿件儿长袖，晚上睡觉盖好被子。我虽
听得耳朵生了茧，又鹦鹉学舌般地嘱咐

新 凉
张金刚

女儿，可越来越不觉得烦。几十岁的人
了，还有母亲在唠叨，是何等幸福？
母亲又说：家里的菊花开得正旺，喇
叭花串满了院墙，你不拍照吗？丝瓜结
了很多，花椒晒得特红，花生该刨了，枣

子压弯了枝，南瓜滚了一地……记得回
家拿呀！新凉时节，故乡的美景美味召
我归乡，母亲便是故乡最忠实可信的“发
言人”。
只是新凉，母亲却已套了褂子。一
顿热汤面、南瓜粥之后，陪父母上山割茅
草。阳光已不再灼热，晒在弓起的背上
有了沁心的暖意，时而思绪恍然在儿时
与现实间来回切换。是呀，一茬又一茬
的茅草翻新茂盛，而割草人却难抵岁月，
难伴永远。可不嘛，去年还在地里收玉
米的大伯，今年坟茔也被荒草包围，真怕
哪天对父母也只剩回忆。
夏已止，秋未满。新凉，似曾相识，
却又是新岁新景。
“ 黄莺也爱新凉好，飞
过青山影里啼。”如此，何不寻得片刻闲
情，静享“江山风月”，
顾念“烟火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