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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有闺蜜是个宝

昨晚饿了，想做饭，发现家里啥菜都
属于“领头羊”系列。每逢周末去婆家，
没了。马上给住在同栋楼的闺蜜小夏打 “冲锋陷阵”进厨房的，肯定是她。二来，
电话。三分钟后，小夏把西红柿黄瓜送
不好意思，
结婚时，
她没查星座，
嫁了个和
上门。
我一样同属射手座的老公。据“砖家”宣
“还需要什么？”
小夏问。
称，
此星座自由浪漫，
自由得过于自我，
浪
我想了想，说：
“还缺两根金条。
”
漫得近乎散漫，
有时难免
“天马行空”
。
小夏一边笑骂“讨厌！”，一边跑开
那天小夏和我去超市，一路上两人
了……
“嘚啵嘚啵”
家长里短。
尽管他们两口子“拉帮结伙”三十多
邻有闺蜜是个宝。我幸运，与两个
闺蜜同住一楼。我这儿有啥好东西，闺
年很是恩爱，但难免也有针锋相对的时
候。讲到一件“天马行空”的事，小夏不
蜜比儿子先尝到：周村的烧饼、滨州的冬
枣、黑河的野生大鲤鱼……闺蜜家的，俺
由得抱怨起老公：
“这个射手座啊！”
也没少吃。比如，我这些年从没买过香
说到“射手座”三个字时，小夏加重
了语气。
油，小夏回山东老家一趟，
齐活。
俺一听，
耳朵猛然竖起！
今天，花开两朵，先表一支，就说说
形势严峻，必须马上提醒：
“喂喂，别
住得最近的小夏吧。
忘了，现在你身边也有个射手座哩！”
我俩住得有多近？楼上楼下，直线
小夏愣了一下，立刻声明：
“ 我说的
距离 3 米。这么说吧：她家地板，就是俺
是男射手，
不是女射手哈！”
家天花板。
艾玛，脑筋急转弯！瞬间从天津跑
小夏可是真正的家庭劳动模范。每
天，只要我竖起耳朵，
“ 沙沙沙……沙沙
回北京。
沙……”毋庸置疑，这家伙又在拖地了。
而当我们从超市购物回来，场面更
我还不能告诉她“听见动静了”。否
加动人。
则，这妹纸会送上一百个道歉。搞得我，
只见小夏同学左手一大包，右手一
好像欠她多大的情。
大包，英姿飒爽地在前面雄赳赳。而我
只要小夏在国内，白天我们各自忙
跟在后面，两手空空，整个一个“甩手掌
完了，通常会在傍晚一起遛弯。其实，就
柜”
。
是在小区里走走，不到五千步不回家。
诸位，不是俺不干活，是“劳模”不允
健步的好处毋庸多说；还有一个“项
许啊。
目”，
小夏最开心，就是：
听我
“神侃”
。
小夏永远的说辞是：
“我比你小！”于
不知 O 型血、射手座的家伙是否都
是，司马同学除了跟在后面抓耳挠腮、亦
这德行：严肃说教，我不会；
“胡说八道”， 步亦趋，就只有端起手机，对着劳模的后
俺在行。听众十人以上，俺舌头打结；听
背一通乱拍，
然后发朋友圈了。
众十人以下，俺纵横驰骋。想当初，本人
“劳模”
不仅能干，
也够泼辣。
在北京晚报开过专栏：
《萌姐支招》。从 9
那天，俺去剪头发。因为临近春节，
岁到 90 岁的，都请
“萌姐”
支过招。
理发的人多，理发师有点凑合，效果比较
这几年，俺“变本加厉”，努力“潜移
牵强。
默化”几位性格忒沉闷的哥们儿。成绩
最不满意俺发型的，
是小夏。
显著。如果说，现在他们有时过于“癫
这个素来严谨的高级会计师，绝不
狂”，
俺是有责任滴。
允许“敷衍了事”的行为发生。她一反往
呵呵，笑死人不偿命。
日的淑女形象，使出高八度的嗓音，嚷嚷
至于小夏对我的影响，就不止于口
道：
“你好歹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瞧瞧
头了。
后面，剪得算个啥！！！”一边说，一边忿忿
据本记者“职业病”式的张口就“查
地掏出手机，给俺后脑勺“咔嚓”拍了个
三代”，小夏来自山东某县一个干部家
照。大有“立此存照”、
“ 秋后算账”的意
庭。从小受到百般娇宠，是个“大小姐” 思。
式的角色。大学毕业后小夏在北京工
我觉得，
她太抬举我了。
作，和一个同为干部家庭出身的同乡结
还有，要是理发师在跟前，我担保，
了婚。从此，小夏发生了“突变”，从“大
小夏会把他批判得，宁可去挖煤，也不当
小姐”变成了
“铁姑娘”。
理发师。
按说，她老公可不是一般的能人，其
厉害了，
我的闺蜜。
光辉业绩，可以给你说上三天半。那么，
实践告诉我们：最幸运的，不是你和
“铁姑娘”
是如何练成的呢？
家人住得多近，而是你周围有几个贴心
一来，小夏在婆家的排位是大儿媳， 好友。
据《北京晚报》

心灵感悟

享受简单
多年来，我都按作息时间表简单地生活：上学时，背个
书包匆匆赶往学校；住校时，只有一个小箱子，装衣装书；工
作时，兜里揣个月票夹，里边是饭票和一点零用钱。直至结
婚生子，一人变俩人，再增至一儿一女四口之家，再到儿女
结婚，再到老伴去世，再到“孤独”、
“空巢”成为我的代名词
……我一直过得简简单单。
我的工作简单。上班去下班回，不用烟酒奉承、无需饭
局陪伴，不看人脸色、不琢磨手段。上班前轻松一身直奔教
室，下班后一身轻松乘车回家。这也是我健康愉快的晚年
生活阶段最充满自豪回味的地方。
我的家居简单。除去书柜、书桌、床等日常用具，室内
没有更多摆放，身外杂物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儿时，属于我
的私用物品不多，因为妈妈生了九个儿女，不论衣服、尿布
或是鞋子、书包、课外书，都是大的用完小的用。哪像现在，
一个人有数不清的衣服、鞋子、包包……连我的小重外孙都
是大汽车、小马车、轮滑车、自行车……占满一屋子。我小
学时，男孩儿一个铁环，女孩儿一把小布包、一根细跳绳，就
是全部玩乐所用了。
我的姥姥姥爷，在年近九十岁时，每人只多了一根自制
拐杖，既不能伸缩也不会亮灯和报警。现在可不同了，很多
老人像是被各种各样的推销催了眠，有用的没用的、需要的
不需要的、吃得了的吃不了的，买回家一大堆……我的一个
朋友，家里养个小狗，狗鞋居然有 25 套总计百只之多。
如此这般
“不简单”，
是不是对有限资源的严重浪费？
我妈生了九个孩子，生每个孩子都只有我姥姥服侍两
三天；我生了一儿一女，生完头胎儿子，两天半后从医院走
回家。那时没有月薪一万多的月嫂，更没有只看孩子不做
饭的保姆，也没有把医院搬进家的复杂医疗器械。老人和
孩子活得更自然。
简单生活，于心灵，是健康享受。
年过八旬的我，
爱
“想当年”。
想当年，我和我的同学，从离家很远的学校上下学，手
里拿块窝头，夹上咸菜，早上匆忙出门，放学匆忙归家。那
时哪有小饭桌？更不用校长老师陪吃。小学阶段，我从没
请过假，那时的冬季特别冷，大雪天，我穿着小棉袄、小棉
裤、小棉鞋，进院后掸掸身上的雪，跺跺脚上的泥，进屋后坐
炉子边写作业，写完帮妈妈干家务，这样的童年，简单却也
丰富。
想当年，老师轮班去学生家做家访，不论穷家富户，一
视同仁。我妈在我上小学、中学时，都不知道校门往哪头
开。我爸也只是一年级开学时送过我，毕业后接过我。开
学，我自己拿着钱去交学费；放假，我自己带了作业回家完
成。现在的孩子，
可没那么简单了。
我继续我的简单：吃得简单、穿得简单、用得简单、摆设
简单，常规生活，早睡早起，适当劳动……
我，
适应不了
“不简单”。
据《北京晚报》

婚恋密码

老爸“失联”后的反思

家长里短

□记者 那宁宁
一直以为老爸可以一直让我
任性、撒娇，是我坚强的后盾，但
如今他老了，渐渐地有了我所不
知道的朋友圈，身体也大不如前，
原来，我对老爸的关心远远没有
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多……这些感
悟，在我近日接通老爸电话的那
刻开始便充斥于脑中，泪水夺眶
而出，只能哽咽地问一句：
“ 老爸
你在哪里？
”
那原本应该是平静充实的一
天，自从我们一家三口搬到老爸
老妈所在的小区成为邻居后，我
就很少早起。那天，我 5 点半去
小区广场健身，碰到了一个老朋
友，她是我的忘年之交，有一个和
我一样大的女儿留学在外，是小
区太极拳教练。我们从健身聊到
家常，谈到了身边近来离去的故
人，唏嘘过后思考到一致的观点：
“为了家人得锻炼身体，只有自己
健康了才能照顾家人。”早上 6 点

多，我给老爸老妈打了个电话，老
妈去遛弯早早出门，老爸电话却
一直打不通，直接转到了小秘书
语音留言系统。
开始我并未在意此事，以为
是老爸不小心碰到了手机设置
键，打不通而已。直到老妈回来
说早晨起床就没看到他，路上碰
到经常和他一起遛弯的朋友也说
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们才感觉
有 些 不 对 。 全 家 总 动 员 —— 找
人！可是我一翻手机通讯录，老
爸的朋友只显示一个电话，打过
去问，那位叔叔说已经一年多没
和他联系了，翻看老爸通讯本，电
话打了 20 几通，还是没找到人。
老爸心脏不好，并患有高血压，一
旦出门在外发病后果不堪设想。
急得我都想报警了，还咨询了通
讯公司和公安部门能不能手机定
位找人。
在我们已经胡思乱想，沿着

小区道路找人的时候，老爸电话
打通了，电话里，他说最近手机总
卡，前一天晚上存储空间满了导
致手机黑屏，不得已起早去维修
店修手机了。
“ 我这一路走来，着
急带上火的，找错了维修店，差点
迷路，这血压当时就上来了，满头
的汗，走路腰直疼。幸好我这腿
脚还算利落，找到了路，维修师傅
也挺好，给我修好了手机，还让我
在他店歇会聊会再走……”老爸
的语气还有点小得意，我却哽咽
得一时难以说话。
这一次，我和老爸
“失联”近 4
个小时，有惊无险后，我进行了深
刻的反思。老爸的喜好是什么？
平时有什么难题？作为儿女有没
有关心关注他的需求？有没有了
解他的朋友圈？有没有随时在意
他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通过
这件事，我告诉自己要多关心呵
护他，像他曾经照顾我一样。

餐桌上的温馨
记不清从何时起，妻子喜欢上了打理餐桌。
每周，她都会团购鲜花，摆到我们的餐桌上。一年
四季，每次坐下吃饭，都会在鲜花的绽放中，感受
到温馨的暖意，真是吃嘛嘛香。有一次朋友聚会，
白酒喝完后瓶子本来是不要了，但妻子慧眼识珠，
拿回家摆在餐桌上插花。还别说，那宝葫芦样式
的造型，配上小菊花，很有中国风。
妻子挑选餐具也很有心得。餐具都是整套购
买，再就是餐具基本是素简的白色。妻子说：
“餐
桌上有鲜花，已经色彩纷呈了，所以餐具一定要淡
雅，这样才能突出菜品的颜色。”我仔细想想，确有
道理。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不就说过，
“美食不如
美器。”妻子不一定知道此说，但她专注于此，无意
中就与大师不谋而合。
可能我们的食材不高档，我们的厨艺也不高
超，但餐桌上的几枝鲜花，搭配和谐的餐具，总是
会把一桌寻常餐食，衬托得美美哒，让人心情愉
悦。开始我还说，不就是吃个饭吗，不用那么多讲
究。慢慢地发现，是我错了。餐桌布置得有仪式
感，是用心感受美好生活的表现，我们活在世上，
是为了让生活成为生活，而不只是为了生存。想
到这一层，我不由得对妻子刮目相看。
据《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