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卫荣

将日子过成诗
——读《你正美好，何必彷徨》

吸引我读《你正美好，何
必彷徨》这本书的是封面上一
行小字：“从内心寻找力量，感
受自我价值，才有永恒的安全
感。”我在平常的生活中，有时
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全
的感觉，屋门在出门时明明已
经锁上了，下楼后却感觉没有
锁，“咚咚咚”再跑上楼检查；
有时候认为手头有很多的事
情要做，真正静下心想办事
情，又感觉无所事事，理不清
头绪；有时候碰到一件很高兴
的事情，却因为太过于考虑事
情的虚实和揣摸别人的心理，
而把事情弄得很糟糕。今天
读作者芝麻的《你正美好，何
必彷徨》这本书，让我如梦初
醒：人生苦短，与其在美好时
光里彷徨，何不将日子过成诗！

很喜欢这本书序言里“怎
样的蜕变才能成为更好的自
己”这句话。确切地说，我喜

欢“蜕变”这个词，蜕变是一种
由自我认识到自我解脱，再到
自我欣赏的一个过程。无论
你是摆地摊的、开商店的、企
业白领，亦或是政府官员各色
人等，也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
扮演什么角色，你有什么样的
生活圈子，你以为都是自己的
生活模式。在读这本书的过
程中，当你真正明白与生活较
劲的坏处时，那么，你原来的
生活模式会悄悄地发生改变，
会改变得更美好。

书里每一篇文章里不是
一个故事，是由多个故事组成
一个浅显的道理，在这些故事
里，我们能读到身边的人，联
想到自己的为人处事。在《她
究竟值多少年薪》里有一个田
嫂的故事：田嫂学历是剑桥的
硕士毕业生，之前是一家跨国
公司的地区总裁。后来，生了
第二个孩子后，她当起了全职

太太，买菜，洗衣，做饭，带孩
子，等等，一切家务活都能干
得风声水起。哪怕是给孩子
冲奶粉，她都研究到水温只有
30 摄氏度才刚刚好；她不是
在空闲的时候去健身，她总会
特意为自己留出去做瑜伽和
美容院的时间。

读了田嫂的故事，我才懂
得，女人的日子不仅仅是围着
老公孩子转，无论你正值青春
年华，还是额头上增添了沧桑
的岁月，依然要给自己保留一
片自由的空间。比如健身、旅
游、读书等，这些都是有益于
身心健康的活动。在《有一种
爱永不断电》里，我读到了那
种斩不断的浓浓亲情。“我”因
为失恋喝醉了，因为停电，父
亲用打火机照亮，手都烧出了
泡子，他忍着痛，只为“我”的
安全。作为女儿的“我”，之前
有很多的抱怨，此时才体会出

父母对女儿的爱，永远都是不
显山不露水的，并且从来不会
断电的……

读完最后一篇，我长长舒
了一口气，有一种如释重负的
感觉。过怎样的日子，别人让
他人说了算，要从自己的内心
寻找力量。抱怨，彷徨，是自
己给自己戴上的一道枷锁。
积极、乐观，才是通往幸福的
康庄大道；扔掉彷徨，珍惜你
眼下的生活，将日子过成诗，
因为它正美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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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的故事

■桂孝树

《书评》《我与书的故
事》来稿请寄商丘市归德
南路6号京九晚报《读书
品书》栏目收，电子邮件可
发至邮箱：jjwbwyds@
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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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舅舅的棍子（1）
且说魏老罐得了陆忠义的计策，第二天

清早，就和麻臭一起去赶集，在集上正好碰
见了大毛和二毛的舅舅杨明德。

五十多岁的杨明德农民出身，大高个
儿，胖胖的，方脸膛；为人耿直，讲义气，但
性格粗鲁；小时候上过一年多私塾，因为贪
玩，书读得不好，父亲看他不是读书的材
料，就让他辍学从农。几年下来，他几乎把
在私塾里学到的那点学问忘完了。后来被
姐夫拉去做生意，姐夫让他记账，他有好多
字不会写，这才知道了学问的重要，空闲时
又拿起书本，把忘掉的学问再拾起来；在与
人广泛的接触中，也跟人学了不少与人交往
的客套话，有时口里也有些文词，但暴躁的
脾气却难以改掉。

因为魏老罐和他姐夫赖心诚是朋友，他
早就和魏老罐很熟；后来又通过魏老罐认识
了麻臭。三人在集上一见面，没说几句话，魏
老罐和麻臭就把他扯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杨明德见他俩神神秘秘，就问：“有啥事
儿？”

魏老罐说：“明德弟，俺俩好管闲事。你知
道，我这人也好多嘴，今儿又得向你多多嘴。”

杨明德爽快地说：“有啥事儿就说，咱又
不是外人。”

魏老罐就小声问：“恁姐的事，你知道
不？”

杨明德一惊。他没有更多的兄弟姐妹，
只毛他娘一个姐姐，整天把姐姐挂在心上。
听魏老罐这么一说，觉得一定有严重的事，

立即问：“俺姐咋了？”魏老罐和麻臭就把实
情告诉了他。

杨明德不听尚可，一听，立时火冒三丈，
拾个坷垃朝地上狠狠一摔：“恁俩管不了，我
管！这俩龟孙……他娘把他俩白拉巴了！
我这就到他家去，非用棍子夯他俩不中！”说
着猛地站起，立即就要去长毛屯。

魏老罐和麻臭伸手拉住了他。麻臭说：
“明德舅，别急，听俺罐叔把话说完。”

杨明德忍了一下性子，停了下来。
魏老罐说：“外甥不孝顺，当舅的咋教训

他都应该。可你知不知道，你俩外甥的魂儿
都在你两个外甥媳妇手里攥着嘞？你外甥
媳妇叫他俩上东，他俩就不敢上西。你当舅
的能夯你两个外甥，总不能夯你外甥媳妇
吧？再说，你帮恁姐给恁两个外甥娶上媳妇
容易吗？你就是能打她俩，把两个外甥媳妇
打跑了，咋办？”

杨明德一想，也是。于是又和魏老罐、
麻臭一起蹲了下来，听魏老罐怎么说。

魏老罐又说：“即使你打了没事，打了以

后，你外甥和你外甥媳妇要是更不孝顺，苦
的还是恁姐。你咋办？”

杨明德觉得魏老罐说的满是道理，觉得
这事情还真鲁莽不得。便问：“那有啥法
儿？”

魏老罐就说：“我有一计，我说说你看咋
样。”就详细把陆忠义出的主意说了出来。

杨明德一听，顿开茅塞，对魏老罐肃然
起敬，不由得转怒为喜，暗想，怪不得人们给
他魏老罐送个外号叫“圣人蛋”，他的点子就
是多。便满赞成地说：“这法儿中！”十分佩
服地问，“这办法你咋想出来的？”

“嗨嗨！”魏老罐一笑，说：“这样的好办
法，我就是再长俩脑袋也想不出来。这是俺
庄的‘老私学霸子’陆忠义想出来的！”

“陆忠义？”杨明德一听这名字，心里就
浮起了敬仰之情。他早就知道陆忠义的大
名，景仰陆忠义的为人和处事，崇敬地说，

“是恁庄陆氏的老掌把的那个陆老先生？”
“可不！就是他。”魏老罐说。
“怪不得嘞！”杨明德感叹说，“陆老先生

不但学问深，名望也大了去了！我在曹县的
亲戚都向我打听过他。没想到我姐的事也
惊动了他老人家！”

魏老罐说：“陆老先生仗义，谁家的心都
操，俺庄不管谁家有了事，他都热心帮忙。
我跟玉发为恁姐的事儿，啥法子都使了，可
啥法子都不灵，万般无奈，俺俩才去找陆
老先生。陆老先生说，别的法子不中，只
好用这个办法了。”接着便嘱咐杨明德说：

“陆老先生说了：这法儿好是好，但是‘一锤
子买卖’，千万不能玩漏了，还不能走了风。
不然就没法办了！”

杨明德虽然粗鲁，但粗中有细，深深点
头说：“这我知道。恁放心好了。”

魏老罐说：“事儿办成了，我请你喝酒。”
杨明德感动，爽快而真诚地说：“老罐

哥，你说哪儿去了！恁都是为俺姐的事操
心，事情要是办成了，客咋能叫你请？到时
候我请！咱没二话，就这样说了。别的事，
回头咱再说。”

之后，杨明德给姐姐买了两个烧饼带
上，就去了长毛屯。

像陆忠义说的，这里自古的风俗，舅舅
和外甥是特殊关系。舅父对外甥的权威有
时真的会高过外甥的父亲。特别是在管教
孩子、引导孩子尽孝的问题上，如果外甥对
父母不孝，尤甚是对母亲不孝，舅舅知道了
就要去教训他们，有的手里提着根棍子，外
甥如果不听话，舅舅可以任意用棍子揍他
们，外甥是不敢说什么的。所以常有一些不
孝子谈“舅”色变。 （173）

人的一生不如意事情十之八九，每每
遇到烦心事时，打开书，就会发现，现实生
活中许多故事总是出现在那些跳跃的铅字
中。可以说坐拥书城，如同饱览一道道美
不胜收的风景，那些清新动人小语、发自肺
腑的人生感悟，总是让人赏心悦目。读书
不仅让人心灵得到洗礼而净化，而且使人
意志因磨炼更加坚强，从而提高了自身的
情操和修养。

书中的言语映入眼帘时，如此厚重的
文字分量如同砂粒般落入眼帘便再也挥之
不去。明代于谦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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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的日子，在绿树掩映
之下，一边看书，一边品茗香茶。看书看到
疲惫，充满惬意地舒舒服服伸个懒腰，活动
活动僵硬的筋骨，望着窗外的树影婆娑和
远山的披彩戴霞，滋溜一口茶水，眉飞色舞
之间，是何等的美妙。

总喜欢在雅致环境里看书，特别是在
宽敞明亮的图书馆，这时候人人神态都是
那样端详、那样静穆，听不到一丝嘈杂，唯
有翻书的那种“沙沙”声，像是春蚕吐丝。
一个个充溢着幻想和憧憬的未来的梦想在
纸页上一一呈现，在跳跃的文字音符中，痴
痴寻觅着生命的美丽和神奇。从中让人读
到了人间的真情所在，读到了智慧与美的
瞬间。畅游书海总是那样甜津甘美。让人
百骸俱畅、如沐春风。北宋诗人张载曾说：

“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若
有所成，必然有梦想指引，有目标追求。读
书会让人的生命智慧不断修炼，是人生体
味的升华。

夜深人静时，独守青灯黄卷，窗外明月
高悬，室内书香袭人。通常这个时候是看
书效率最高的时候，书看得兴起之时，如痴
如醉，拍案称奇，间或在书的缝隙留下自己
的观感。有时看到自己的观点被旁人所佐
证时，或者虽有顿悟，却远不如对方高深透
彻之时，就恨不能怀揣一壶酒和对方会饮
三百杯，一醉方休。

读书开阔了我的视野，涤荡着我的身
心，让我变得稳重起来。在书房里，手捧心
仪已久的书，细细品味、慢慢咀嚼书中的宁
静和快感，其实是一种幸福的享受，一种只
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绝顶快乐。

把一本带着墨香的书贴近胸口，即使
不打开阅读，感觉也是幸福的。遇到自己
喜欢的书籍几乎可以通宵达旦地读，阅读
胜过美酒香茗，滋味回味悠长。人生的旅
途里只要有书伴随就是一种无言的幸福，
读一本好书无疑就是一种最美的享受。

阅读是一种幸福的享受
《疯狂的榛子》首次用文学的手法重

点关注了中国抗战时期一支重要的飞行
队伍“飞虎队”的战斗情况。《疯狂的榛
子》对“二战”中中美空军联合飞行联队
的历史的书写，建立在对第一手资料的
大量细致研读的基础上。其中的《战事
信札》是书中的核心，既详实记录了飞虎
队的真实作战情况，同时也是男女主人

公彼此思念的情书，最终又因时事各自
分离，男方随军到了台湾，后又架机回到
大陆，女方为了爱情一路追寻而归。之
后他们以及他们的儿女，历经多个运动
与事件，各自成长，直到第三代去到美国
学习，努力探讨几代人在历史过程中的
生活和命运，以及我们民族心理在千年
没变的社会结构下的演绎与诠释。

《疯狂的榛子》：中国空军飞虎队猎日传奇

袁劲梅，美国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哲学教授。在海内外发表大
量散文、诗歌、小说及哲学论文。曾多次
获“汉新文学”小说、散文首奖。中篇小
说《忠臣逆子》获 2003年台湾联合文学奖
新人奖中篇首奖，并入选《北京文学》

“2004年度中国文学排行榜”，获第一届
《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奖；纪实文学
《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获 2005 年《侨
报》五大道文学奖；中篇小说《九九归原》
入选《北京文学》“2006年度中国文学排

行榜”；中篇小说《罗坎村》入选《北京文
学》“2008年度中国文学排行榜”，并先后
获 2009 年人民文学奖、2010 年《小说选
刊》奖以及第四届《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
报》奖；长篇小说《疯狂的榛子》获中国小
说学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
小说五佳、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
双年奖。近年出版有中篇小说集《忠臣
逆子》，长篇小说《青门里志》，散文集《东
邻西舍》《剪烛西窗》《父亲到死，一步三
回头》以及逻辑专著一本。 据搜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