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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之旅·弥足珍贵

文/阿康公司 高宇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鲶鱼
效应？在挪威，人们喜食沙丁
鱼，但由于沙丁鱼喜好群集、
生性懒惰，捕到活鱼往往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渔民们想
尽一切办法，想让沙丁鱼活着
到渔港，常常事与愿违。然而
有一条渔船却总是能捕到活
鱼，直到后来大家才得知其中
奥秘。原来，这位船长每次捕
鱼时，都会在鱼槽里放几条生
性好动的鲶鱼。沙丁鱼受到
影响后便会加速游动，促进了
空气的流通，捕到活鱼的几率
就大了很多。

其实人也是如此。和正
能量的人同行，一生中晴天总
多过雨天，惊喜总会大于痛
苦。世界的美好有很多种，缺
少的是发现美好的人。在积
极向上的环境中便能发现美
好，在消极沮丧的情绪里只能
看到怨气。很喜欢《超级演说
家》里，旗袍先生崔万志的一
段话：“世界是一面镜子，照
耀着我们的内心，内心是什么
样，世界就是什么样。内心正
能量的人，就像黑暗中的一曙
光，让你明白生命的价值。他
们的积极向上，会帮你找回人

生的方向，伴你走向更大的世
界，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是啊，正能量的人，总能
让人看到好心态，纵然人生多
苦难，也可以自有一份力量。
他们的从容淡定，是前行路上
难能可贵的良药，让内心多一
丝安宁。与智者同行，路自然
宽；与高人为伍，走的更远。
与凤凰同飞，必是俊鸟；与虎
狼同行，必是猛兽。积极的人
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就温
暖，时光犹如白色骏马，稍纵
即逝，一生更是十分短暂，一
定要远离消耗你的人，也不要

去消耗别人。一著名心理学
家在《垃圾车法则》中讲了一
个故事：打车去机场的路上，
学者乘坐的出租车在正确的
车道上行驶。突然，一辆黑色
轿车从停车位上冲了出来，幸
好出租车司机及时踩了刹车，
不然就撞上了。没想到的是，
黑色轿车的司机竟然回头，凶
狠的对着他们大吼大叫。而
出租车司机见此情形，只是微
笑着对他摇了摇手，还表现出
友善的样子。学者疑惑不解，
便问司机：“你刚才为什么那
样做呢？他差点撞坏你的车，

把我们送进医院。”司机慢慢
解释道：“许多人就像垃圾
车，他们满载着垃圾、挫败、
愤怒四处奔跑。当他们的垃
圾堆满时，就需要倾倒，如果
你给了他们机会，他们就会把
垃圾倒在你身上。所以，千万
别接收他们的垃圾，真正成功
的人不会让垃圾车主导自己
的生活。”

余生苦短，远离消耗你的
人，才是真正的明智。和优秀
的人在一起，彼此成就，互相
照耀，就是最好的选择。

寒冷的冬日里，你从千里之外的
老家来看望我，你总说我们姐妹的相
见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可对我而言两
天的倾听与陪伴让烦恼抛诸脑后，让
平凡的日子显得弥足珍贵。

夜晚来到康巴什，带你去了传闻
中年轻人吃饭的聚集地，年幼的你总
是容易满足，普通的小吃就能将你“打
发”。你惊叹于这座城市的精致，同时
也无情的“嘲弄”了“大城市”给你带来
的不便。

吃完饭压马路，不远处的摩天轮
成功地吸引了你的注意，漆黑的夜里，
粉色的灯光打在摩天轮上，让其显得
格外的梦幻，就像是送给公主的礼

物。不喧闹，不拥挤，只有我们两个乘
坐的摩天轮，渐渐上升到最高处，欣赏
这个城市最美丽的夜景。

短暂的夜游就这样结束，看到了
你开心我很欣慰。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草原。第一
次来到这里，在你眼里什么都是新鲜
的，骑马、滑沙、射箭、飞椅、与骆驼零
距离接触，还有你心心念念的沙葱炒
鸡蛋等等。

你骑上了马，快马加鞭扬长而去，
我在后边屁颠儿屁颠儿的给你照相，
下马后一路发表着骑马感言，骑马时
痛快刺激有惊无险，和牧民阿姨愉快
的聊着天，唱着歌，而我，瞪大眼睛，装

作听不懂的样子。我心想，哎呦嘿！
小丫头片子，玩好了吧。

射箭的时候，你拿弓的姿势总是
不对，百发零中，我只能安慰你熟能
生巧。

接下来，我也没想到滑沙会让你
这个小傻妞笑个不停，前些天下的雨
让沙子变得软绵绵的，却未能阻止你
登上沙坡的气势，我依然在后面给你
照相，美翻了，当然我说的不是你，而
是蓝色的天，金色的沙，美哉！

你一边往上爬，一边还朝我挥挥
手，那架势好像在说“同志们幸苦
了！”终于开始了你的滑沙大业，或
许是沙子的原因，你的轨道总是跑

偏，令我捧腹不止。旁边坡度略陡的
地方还没有人划过，我开始唆使你去
挑战，但你始终有些害怕，我说“别
害怕，我会在前面护住你。”有些忐
忑，但你还是勇敢的滑了下来，然后
破音的喊出了“成功！”

一天的游历后，你对我说，在草
原上哪怕一天什么都不做，心情也会
很好，来到这里就感觉很放松。没错，
草原就是有这样的魔力。

离别总是伤感，可能这就是人生
吧，我们总是背负了太多的无奈，可是
谁的人生又是一帆风顺呢？大家都在
为了明天而努力呀。

泰戈尔说：“当我们大为
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近于伟
大的时候。”做人要保持谦逊，
不能自作聪明，不要总以为自
己比别人多一点智慧，巴甫洛
夫说：“绝不要骄傲。因为骄
傲，你们就会在应该同意的场
合固执起来；因为骄傲，你们
就会拒绝别人的忠告和朋友
的帮助；因为骄傲，你们就会
丧失客观方面的准绳。”

谦虚是一种美德，是一种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心胸宽
大，虚怀若谷的人，才能谦虛
谨慎。

真正有大作为的人从不
自满。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
文 是 一 个 十 分 谦 虚 的 科 学
家。达尔文与别人谈话时，总
是耐心听别人说话，无论对年
长的或年轻的科学家，他都表
现得很谦虚，就好像别人都是
他的教师，而他是个好学的学
生。1877年，当他收到德国和
荷兰一些科学家送给他的生
日贺词时，他在感谢信中写了
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很清
楚，要是没有为数众多的可敬
的观察家们辛勤搜集到的丰
富材料，我的著作根本不可能

完成，即使写成了也不会在人
们心中留下任何印象，所以我
认为荣誉主要应归于他们。”

身为安全干事，面对自己
找不到的安全隐患，同事提出
的意见要积极采纳，乐于听从
别人的建议，不因自己的岗位
而不理睬。现在的我阅历浅，
安全专业知识掌握的不扎实，
一些安全问题看不到。认识
自己问题的同时，也要掌握自
己的时间，不经历风雨怎能见
彩虹，不努力学习怎能胜任岗
位。谦虚待人、谦虚做事，只
有这样，才能做好每一件事，

才能做到人上人。
不管是周查、夜查、月查

还是节前大检查，每一个检查
过的问题都要进行复查，谦虚
做事。没检查过的问题更要
认真排查，把不安全行为消灭
在萌芽状态，为公司营造良好
的工作环境。

做人要谦虚，不可自大。
有些人总是看不起在某些方面
不如自己的人。其实每个人都
有其长处和短处，而恰恰在此
时有人只看到他的短处，看不
到他的长处。谦虚是尊重他人
的一种表现，只有谦虚的人才

能发现别人的优点，知道自己
的不足。老子说：“江海能成百
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社会上真正成功的人，往
往懂得谦虚待人，他们真正理
解世事艰难、行为处事的重
要。凡唯我独尊、目空一切、
夸夸其谈、不可一世的人，定
是阅历太浅、经历磨难太少之
人。有时我们总会发现一个
不起眼的人在不经意间成就
了他的不平凡，他不会说我有
多么厉害，只是默默地努力
着，等待着时机，而后厚积薄
发地有所成就。

村 上 春 树 在《1Q84》里
说：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
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
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
经和从前不一样了。是啊！
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不过多
留恋过往，不迷茫纠结当下，
不过分忧虑未来。

有人说，成熟是一个日渐

老去的过程。其实成熟不是
看你的年龄有多大，而是看你
拥有什么样的心境和心态。
人生在世，每个人都要经历属
于各自的喜怒哀乐，悲欢离
合。而成熟，就是一个去芜存
菁，逐渐剔除的过程，是认清
并接受自我的存在，然后努力
在繁杂的世界里做一个简单

的人。
有这样一句话：给时间以

时间，让过去成过去。每段经
历，好与不好，都是人生的一
部分，都自有它的意义。当美
好的事物来临时，我们就用最
真诚的心对待它；当它不在属
于我们时，我们也从不纠结，
做到潇洒转身，拿得起也放得

下。有些事情不必在意，因为
无法改变；有些人无须告别，
因为只是过客。很多时候，让
人感到痛苦与难过的，并不是
事情的本身或单纯的某一个
人，而是自己的执念与较劲。
之所以会经历这些正是因为
还不够成熟，还需历练。没有
哪个人的人生是无憾的，但我

们可以选择从失去中获得经
验，迎接成长。

往后余生，善待自己，不
亏待每一份热情，不讨好每一
份冷漠。生命来来往往，没有
来日方长。不乱于心，不困于
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放
下随风而逝的曾经，珍惜朴实
真切的现在。

寸心连千里（一）
云山隔万重，寸心连千

里。2022 年的春节和往年有
些不太一样。为了响应“就地
过年”的政策，很多人因为难
以全心全意陪伴父母和孩子
而感到些许遗憾。

“外公外婆，新年好!”稚
嫩的童声，通过手机视频传送
到了家乡的父母耳边，“好好
好，新年好!”父母开心地回应
小 外 孙 。 当 新 年 的 钟 声 敲

响。我们只能通过小小的手
机屏幕向远方的亲人送上新
春的祝福。我们选择“云上”
守岁，短视频拜年，让祝福不
少、亲情不减。

千言万语，惟愿安康!我
们将继续风雨同舟，守望相
助，共同期待家人团聚的时刻
尽快到来!

一席素食（二）
屋外爆竹声声，屋内其乐

融融。过年讲究的是气氛，更

讲究的是年味，对于通讯发达
的今天来讲，年三十还有一个
不约而同的举动:朋友圈晒年
夜饭。

朋友圈里的年夜饭，牛
羊猪肉有之，鱼螺虾蟹有之，
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但
我家则不然。自记事儿以来，
我家的年夜饭一直都是素食，
素到什么程度呢?连葱姜蒜之
类的调味菜蔬亦不可食。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母亲

会精心准备一些鱼肉水
果及其他祭品非常庄重地
举行祈请祭拜祖先仪式
并教导我们不忘来时路永
记他人恩儿时的我嘴馋不
理解想不明白母亲的做法
总抱怨说好不容易过年了吃的
却比平时都素自大学毕业
后对母亲的做法颇为理解
也很支持也因此我基本承包
了我们家年夜饭的厨房虽然
仍是一席素食却从最早的四

道咸菜逐渐增加且变换着菜
肴的风味在食素的岁月里也
逐渐加深了对年对家风的理
解也更加明白年味儿不只是
美味佳肴年味更多的应该是
团圆味儿思念味儿抑或是对
未来的期许味儿

疫情原因，今年没有回乡
祭祖，也没有走亲访友，但相
较辛丑年，或许壬寅年我们会
更懂得珍惜和感恩，也会感到
庆幸生于华夏。

散文两则

文/驾检总公司 樊亚静

都 好

文/东康公司 苏梅

谦逊的人最高贵

文/综合服务公司 张浩

不念过往

文/综合服务公司 王悦

孔雀舒展了羽毛，
麻雀说亮丽，
林鸡说妖娆，
都好，
我不在乎你的喜好！
狮子巡视了领地，
鲸鱼喷出了虹桥，
都好，
世间广阔，万物逍遥！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来到
了，大街小巷热闹非凡，每到
过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
贴春联。春联多用红纸书写，
代表着吉祥和幸福。

到了年三十晚上，新年钟
声敲响之际，整个城市的上
空，爆竹声震响天宇。在这一
刻，有的人家还在庭院里垒旺
火 ，以 示 旺 气 通 天 ，兴 隆 繁
盛。在熊熊燃烧的旺火周国，
孩子们放爆竹，欢乐地活蹦乱
跳。这屋内是通明的灯火 ，庭
前是灿烂的火花，屋外是震天
的响声，把除夕的热闹气氛推
向了最高潮。每到过春节的
时候，也正是主妇们在厨房里
最忙碌的时刻，这时每家都在

喳噎噔地剁肉、切菜。此时，
剁肉声、爆竹声，再夹杂着人
们的说笑声，此起彼伏，洋洋
盈耳，交织成除夕欢快的乐
章。吃年夜饭是春节家家户
户最热闹的时候，丰盛的年菜
摆满一桌，合家欢聚，围坐桌
旁，共吃团圆饭，心头的充实
感真是难以言喻。人们既是
享受满桌的美味佳肴，也是享
受那份快乐的气氛。春节一
般少不了三样东西——炖肉，
火锅还有鱼。火锅热气腾腾，
说明红红火火;鱼和余谐音，是
像征吉庆有余，也喻示年年有
余。最后多为一道甜食，祝福
往后的日子甜甜蜜蜜。

春
节

文/综合服务公司 冯雅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