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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刚到，读大二回家的女儿
就叫喊着要出去打工。女儿从小到
大备受妻子的呵护，当初没让她报
考外省的大学，就是怕她隔得远，想
家，怕她自理能力差，生活上照顾不
了自己。

妻子不屑道：“打个啥子工嘛？
这么高的温度，就在家里好好地歇
着，咱家也不缺那钱。看看书，上上
网，找同学玩玩，准备以后考研，暑假
一晃眼就过了。再说工作也不好找，
外面有的职业中介还是骗子。”

我不赞同妻子的观念，觉得孩子
就是要学会独立。找工作的过程实
际上就是接触和了解社会，打工能提
高能力磨练自身。为验证她到底有
多大的能耐和韧劲，我绝口没有提一
些朋友和熟人的关系，鼓励她去闯。
哪怕经历了挫折，也比呆在家里无所
事事的好。

还别说，女儿这回还真的豁出去
了。原来性格内向的她还真的鼓足
了勇气，顶着烈日四处去找工作。

看到一家快餐店生意奇好，服务
生忙不过来，她主动找大堂经理毛遂
自荐。结果，人家见她戴着眼镜，一
副文弱的样子，以不要短工为由婉言
谢绝了。

后来见一家化妆品公司招推销
员，她交了三百元押金。正式“上岗”
前，才发现在商厦租房办公的中介是
一伙骗子，有好几个像她这样的大学
生也上了当。

忙活了一周，工没找到，女儿的
脸上被晒起了泡。见状，我于心不
忍，最后还是找了个朋友。一个电话
打过去，朋友答应让她去做超市的送
货员，以配送饮料居多。

刚一听说要女儿送饮料，妻子又
出面干涉了，说送这么重的货是男孩

子的工作，虽然有“车”坐，但小货车
里没有空调，即使有小推车，可那么
重的货物搬上搬下的有多吃力？但
女儿坚持要去。拗不过她，妻子只好
给她配了劳动手套、遮阳帽和工装，
另外还每天发三十元的午餐和降温
费，千嘱咐万叮咛，心怀忐忑地送她
上了班。

打满了一个月的工，虽然每天回
家带着疲惫，但女儿的神情满是快
乐。她向我们谈起了送货过程中的
各种轶闻趣事，还谈起了文化不高、
性格开朗、做事麻利的师傅。实际
上，跟他们的关系搞好了，很多时候，
师傅不让她出重力，就看一下车子，
做做发货记录等啥的。当然，她也要
懂得说些安慰话，拧拧湿毛巾、打打
盒饭等作为回报；由于出力少，在那个
团队里，她也只拿些象征性的工资。

临近月末，朋友跟她结算了工
钱。第一次拿回她的劳动所得，只有
区区一千二百元。

女儿感叹地说：“父母真的是不
易，劳动光荣。我这次经受住了磨
练，觉得自己成熟了很多，以后再也
不大手大脚地花钱了。我初步了解
了现代商业的运作模式对学好自己
的专业也有所帮助。”女儿还并表示，
假期结束回学校后，一定珍惜大好的
学习时光，以后走上社会才能够早点
独立创业，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在我家，妻儿的言语表白是没有
号召力的。我要做的事，甭管对错，
谁也别想阻拦。有时做事确实过了
头，妻子好言相劝，但也不顶用，话说
多了，婆婆妈妈地招人厌，我一句也
听不进去。妻子激动起来，难免言辞
激烈，我可不吃那一套。我这火爆脾
气，蹦起来能把屋顶戳个洞。但是
有年春节，妻子的那一个个温馨提
示，却软化了我的心。

那年春节，我家的客厅里挂上了
一个精致的镜框，周边还点缀着粉红
色的花朵，特别显眼。我好奇地凑上
前去，上面是妻子写的几行温馨提
示：“新年到了，让我们在欢乐的气氛
里，共同经营一个和谐而民主的家！”
唉，说起来，我这人挺霸道的：前一年
除夕，吃过年夜饭，各家各户都在看
中央电视台春晚直播，我家却发生了
分歧。我一点也不问妻子和儿子的
感受，不由分说夺过电视遥控器，将
中央台换成了地方台。地方台有个
电视连续剧让我着了迷，36集一集不
落地看下来，恰巧那天是大结局，想
让我错过时机换台看春晚，门都没
有。儿子强烈抗议，被我一句话喝
退。妻子大发一阵牢骚后，也只好偃
旗息鼓。其实，家庭成员之间，任何
人与我较劲，都是白费力。我常常在
外人面前自夸，在家里，咱是绝对的
权威。而如今妻子的这个温馨提示
新颖而独特、亲切而欢愉、耳目一
新。我眼前突然一亮，家这个概念猛
地在心里扎了根。我深刻意识到，家
是一个亟待重新思考的问题。我又
奇怪地问自己：平日里家庭之间过多
的言语交流，怎么就一点感觉也没有
呢？倒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
如此亲切地闯进了我心里。绚丽的
烟花在除夕的灯火里绽放，中央台春
晚直播就要开始了，我把电视遥控器
往茶几上一放，高兴地说：“我们家的
民主，就从今天开始吧！”

不几天，又一个醒目的温馨提示
出现了：“家，需要持久的民主与和
谐，迈开脚步走下去哦。”我很是乐意
接受这种方式的劝告。恣肆骄横的

我，在这样一个个小小的温馨提示中
改变着。从此以后，想事情作决断，
我不再独断独行，而是更多地为家人
着想，考虑我们这个共同的家。

我有个好习惯，就是不饮酒，旧
友相逢，也顶多喝上一杯啤酒，但抽
烟是万万不可或缺的。起初，还算说
得过去，每天一包聊以消闲。后来抽
烟成癖，每周要抽上两条。街头散
步，与人闲聊，身上揣几盒香烟，觉得
那是最为惬意的事。回到家里，依然
烟不离口，弄得大室小居烟雾弥漫，
老婆孩子极为不满。妻子无数次劝
我戒烟，我都当成耳旁风，根本听不
进去。那天，又一个温馨提示闯进了
我的视野。与往常不同的，那是一幅
漫画：一名男子仰面烟雾缭绕，身边
男孩一边剧咳，一边向妈妈伸出茫然
的手。若是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画
面，我也许会视而不见，然而它生动
地出现在我真实的生活里，怎能不令
我幡然醒悟？当这一个温馨提示出
现时，便是我发表戒烟感言的时刻。
我用沉甸甸的笔在那漫画旁边添上一
句话：“戒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会
给一个家庭带来欢乐和温馨。”

职称评比中，我的英语考试屡屡
挫败。在极大的差距面前，妻子一次
次的温馨提示，让我硬是付出了最大
努力，通过了英语考试这一关，最终
评上了中级技术职称。我常常想起
妻子用心写出来的那句话：“迈过这
道坎儿，就是桃花遍地芳香处。”那是
我美好的展望和动力。

妻子是一名教师，她想出这样的
办法，用一个个亲近简明的温馨提
示、改变着我，经营着一个和谐欢乐
温馨的家。

同样一件事情，换一种新颖可宜
的表达方式，效果真的会更好。

万家万家万家万家灯火灯火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在老家他有半亩水塘，
养养鱼、种种荷花，也能增加些收入。进城后的
父亲包揽了几乎所有的家务，他每天总是早早起
床就直奔菜市场。父亲以乡下人特有的眼光挑
菜，总能买到物美价廉的蔬菜。父亲不适应都市
里关门闭户的日子，很怀念曾经的农家生活。

父亲看到家里的露台很大，突发奇想，想在
露台上种荷花。我笑着对父亲说：“只要您觉得
有趣，想种什么都行。”父亲采用莲子种荷，刚买
来的莲子外壳密实，浸种前必须人工破口。父亲
把莲子有凹点的端部磨平，然后用小钳子夹破，
看到露出胚芽后，父亲便将莲子放入清水盆中浸
泡，此后每天还要换一次水。夏季水温适合莲子
发芽，一周内莲子出芽，父亲再接再厉，将装莲子
的盆放在露台加强光照，两周后莲子便长出细根
和几片幼嫩的荷叶，荷叶悄然舒展，显得稚嫩而
乖巧。待叶如钱状、根系形成便可以定植了。

荷叶的叶大，种荷不能用普通的花盆，必须
有大容量。父亲用我岳父家的一个老水缸种荷，
那个水缸比我的年龄还要大。岳父家的水缸口
径有一米，高八十厘米，足够养荷了。

种荷要求腐殖质丰富的肥沃土，通常为堰塘
泥。那种荷的淤泥哪里去挖？父亲在城里一连
转了几天，每次都失望而归，喃喃地说：“还是我
们乡下好，堰塘泥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恰好一位
老家的亲戚打电话要进城看望父亲，父亲高兴地
对亲戚说：“你来了什么都别带，就给我带一袋子
堰塘泥来。”没过两天亲戚便带来了老家的堰塘
泥。父亲非常高兴，他将堰塘泥放入水缸中，然
后小心翼翼地将荷的须根摁入泥中，移栽后加适
量水，以水不淹没荷叶为度。天气渐热，父亲逐

渐加高水深，至立叶长出后，随着叶柄的伸长逐
渐将水缸水加满。

荷喜温喜光，露台上光照充足，适合荷生
长。夏日阳台上养荷一怕滋生蚊虫，二惧水变
质。父亲买来几尾小锦鲤放在缸中与荷共养。
小鱼以浮游生物为食，可以清洁水质，清水碧叶
间，锦鲤摇摆身姿，悠然嬉戏，真如同一幅诗情惬
意的画卷。父亲还在水缸中摆放了假山、小桥、
小屋等人工造景，极富雅趣。

那天夜里，下了整夜的雨，到了清晨雨变小
了。我下夜班回家，一进家门就闻到阵阵悠然的
清香，沁人心脾，原来是父亲种的荷花开了。我
去露台仔细端详，看那荷叶满缸，清波翠盖，细观
荷茎似翠绿玉柱，亭亭玉立，无枝无蔓，再看那刚
开的荷花粉红粉红的，娇小玲珑，芙蓉遮羞，轻轻
柔柔立于清波之上。我宛如置身于荷塘之畔，贪
婪地享受着足不出户的赏荷之乐，久久不愿离
去。父亲轻声说：“孩子，你刚下夜班，该睡觉
了。”我这才辗转回到卧房躺下。在梦里，我又闻
到了幽幽的花香，起身睁开眼发现父亲已经把露
台上的“荷塘”挪进了我的卧房。荷花在我身旁，
花香萦绕在我的小屋里，我又静静地睡去。睡梦
里有荷花的清香，睡梦里还有悠长岁月里父亲操
劳的身影。

傍晚，我去工地看正在建造中的
新房。路过民工房时，便听到了从屋
内传来的阵阵歌声。

“回忆是折磨人的东西，想得太多
会变得无力。所有的往事都化成叹息，
看透爱情也看透了你……”唱的是时下
流行歌曲《看透爱情看透你》，歌唱得虽
然不是很动听，但很深情。这引起了我
的兴趣，迫切想看看是谁在唱。

一进屋，便见昏暗的灯光下，一名
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正拿着话筒随着音
响的伴奏深情款款地唱着，一招一式
颇有些明星的味道。从音效来看，这
音响够廉价的，声音有些嘈杂。环顾
四周，地上放着几个凉席，显然这是他
们简易的床。有几个民工正坐在上面
打牌，也有的民工在不远的厨房炒菜，
炒菜声、打牌的叫喊声、年轻人的歌声
汇集在一起，这可能就是最生动的生
活写照。

唱歌的年轻人见到我，笑着挥了
挥手，算是打招呼，然后继续歌唱。我
则找个角落静静地坐下来听。一首歌
结束，到了吃饭的时间。一块空地成
了简易饭桌，几个菜、几瓶啤酒、一包
烟，这是他们的晚餐。“大明星，快来吃
饭！”年轻人听到同伴的呼喊，便关掉
音响跑过去。也许是唱歌渴了，他拿
起一瓶啤酒，用牙咬开瓶盖，“咕咚，咕
咚”仰头一阵猛喝，喝完，用手抹了抹
嘴。他很热情地对我说：“一起喝点？”
我笑道：“吃过了，你的歌唱得很好。”
他咧嘴道：“瞎唱，纯粹图个开心。”说
完，与我聊了起来。

原来，年青人是从邻省来的，在工
地上粉刷外墙，哪里有活就去哪里，转
战各个城市，这里的工友也是来自四
面八方，也都是刚认识不久。他还告
诉我，民工的业余生活很单调，不是打
牌就是吹牛，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唱

歌，一套从地摊上淘来的音响设备陪
着他四处打工。每当唱歌时，他就会
忘记烦恼，虽然打工很苦，但有音乐陪
伴，便不觉得苦了。

他说，还有一个星期，这里的活就
要干完了，这也意味着，这一帮临时组
成的粉刷队即将解散，他将与这些民
工兄弟们分别，有的则是永远不会再
相见了。

吃完饭，音乐又响起，年轻人拿着
话筒说：“把这首《久违的哥们》送给大
伙，望各自珍重，以后的日子一帆风
顺。”“久违的哥们，现在你好吗？生了
娃娃的时候别把我忘脑后。久违的哥
们，现在你好吗？陪着新娘的时候别
忘老朋友……”他唱得很专注，坐在凉
席的工友们也跟着节拍拍手鼓掌。唱
到动情处，年轻人走到每个工友面前，
像大明星一样，一一握手。听着、听
着，我也不禁跟着拍手，心中涌起的是

阵阵感动。
这群可爱的民工兄弟，很多人衣

服上斑斑点点还留有粉墙时溅到身
上的涂料印迹，在这简陋的民工宿舍
里，他们用歌声唱出平凡真挚友情，
唱出苦中作乐的乐观。往往最能打
动人的声音，不是出现在舞台上，而
是出现在社会的每一个不起眼的角
落。生活是一种态度，他们还会继续
漂泊流浪、四海为家，但只要有这种
乐观向上的态度，无论在哪里，都会
像这歌声中传递的情绪那样，充满希
望与快乐。

久未谋面的同学在微信群里提议，找个时间
聚一聚。组织者考虑甚是周到，把聚会位置分享
在了群里。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手机导航
的指引下，由四面八方往一个中心聚拢了。

出门最怕迷路，迷路就需要问路。问路的对
象多是素昧平生的人，好多骗子就是由“问路”打
开话匣从而实施诈骗，新闻中也有报道，因此，人
们的安全意识逐渐增强。面对问路者，一部分人
除了目光的斜视，身体方面还会呈现出一种往后
趔的姿态，能用手指方向的从不多说话。遇到谨
慎的人，甚至连头也不抬，佯装没有听见，只给你
留下一个匆匆而去的背影，不得不让人感慨世道
人心。

我是一个标准的路痴，以前出门，全靠问路。
大概在十几年前，有一次去某地出差，身上零钱不
多又赶上饭点，想在附近找一个自助取款机，分别
往不同的方向走了几里路愣是没有发现。那时候
没有手机支付功能，支持刷卡消费的店面也不太
多。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找了一位面
相看上去还算和善的中年人问路。没想到，我诚
恳的语气换来的却是他连连的摆手。我在心里安
慰自己，或许他也是个外地人，并不能给我提供帮
助。又来到一家门店，问老板。老板上下打量了
我足足有一分钟，然后直勾勾地看着我，并未说一
句话。无奈，只好转身离开，还暗忖：这人都是怎
么了？此时，背后飘来一句蹩脚的普通话：“东西
都不买一样，还想问路？”我顿时茅塞顿开，赶紧掏
出两元钱购得一瓶矿泉水。结果，在老板的指引
下，终于找到了自助取款机。

听身边的朋友说，不给指路还算好的，碰上恶
作剧的，专门给你往反方向指路，那才叫一个悲
催。我听过类似的事情，但未核实真假，反正自己
没有亲身遇到过。不过，如果真有这种情况的话，
我相信也应该属于极个别现象，世上毕竟还是好
人多嘛！或许对方真的记错了，也是有可能的！

问路，也会产生温情故事。那年到杭州公
干，急需找一家复印部。我问到一位等公交车的
老婆婆，她说她家楼下就有一家，但却不太好
找。老婆婆带着我走了十多分钟，终于找到那家
复印部。尔后，她又颤颤巍巍地原路返回，此事
令我感动至今。

碰到有人向我问路，我必定会详细说明，为了
中间不出现偏差，说完之后还会让对方重复一下，
以便核准。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尤其是陌生人之
间，通过问路这样的小事搭建和谐、信任的氛围，
是一件再美不过的事情。

现在机场、车站出口，仍可见挥手卖地图的
人。见此情景，我就在心里嘀咕，现在谁还看纸
质地图呢？那次等人来接站，我注意到，近一个
小时的时间，五六个卖地图的小贩，一张都没有
卖出去。

科技给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自从有了 APP
导航软件，问路的问题一下子不成问题了，可以说
是“一机在手，走遍全球”。但是，由于设计研发、
数据更新等问题，手机导航也并非“万金油”，也有
失灵的时候。有新闻报道有人在导航的指引下开
车出行，已驶到大海跟前，导航却说继续前行，真
是让人哭笑不得。我也亲身经历过在导航引领下
走冤枉路的情况。看来，有时候也不能完全依赖
高科技。

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句诗：“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时候，没有地图，没有导
航，少见戒备，鲜有刁难，寻路全凭一张嘴，虽不方
便，但问与被问都是那么自然，那么暖心，那么顺
理成章。

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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