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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后，班里一向活泼好动的志
强突然变得安静了，就是下课也很少到操
场活动，不是呆呆地望着窗外，就是看书
写作业。说实话，我并不为他的“刻苦”学
习而高兴，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应该过一
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童年，我还是喜
欢他以前该学就学、该玩就玩的性格。

一天下午放学，我有意和他一块儿回
家。我们边走边聊，原来他的变化是因为
期中考试落后了三名而耿耿于怀，以前他
总是第一名，现在有了一种被人“踩”在脚
下的感觉，认为自己以前太爱玩，学习不
够努力才导致退步了。我不禁哑然失笑，
但觉得正面开导他可能会效果不好，他有
上进心，知道努力毕竟是好事呀！

旁边是一片麦地，有人为了走近道，
在麦地中走出了一条“路”。我指着那条
路，突然对志强说：“走，我们也走走近

路。”他疑惑地问：“为啥？你平时不是教育
我们要爱护庄稼的吗？”我说：“今天例外，
走吧！”我走在前面，志强在后面像是自言
自语：“奇怪，为啥这块地的主人不把这条
路堵住呢？看把麦苗都踩倒了。”我说：“这
是因为冬天的麦苗踩踩也没事，只要根不
死，等明年一开春，它会很快赶上来的。有
时候冬天暖和，麦苗长得高，人们怕春天
倒春寒，麦苗受冻，还故意把麦苗踩倒
呢！”“真的？”“真的，麦苗冬天受些伤害没
事，要是春天冻坏了，反而会造成更大损
失！”我话题一转，接着说，“就像你学习上
的退步并不算什么，只要你有一颗上进的
心，下次考试一定会考好的！”
“噢———”志强在我身后如有所悟地

说，“就像麦苗被踩一样。”
我扭过头来，笑着对他说：“这下你明

白我让你走近路的原因了吧？”

志强也笑着说：“那我们是不是踩得
越狠越好？”
“也不能那么说。”我停下来说，“麦苗

肯定不想被踩，但真的被踩了，只要根不
死，遇到风调雨顺同样能长得旺；我们学
习谁也不想退步，但真的退步了，只要不
灰心，知道努力赶上同样是好学生。何况
你只是从第一名退到了第三名，情况根本
不严重，没必要那么整天不开心，课间还
死学硬背的！”
“我知道了，老师，”志强说，“麦苗都

被踩成路了还不怕呢，我的这点儿挫折算
得了什么？等下次考试，我还会挺起来，当
个第一名的！”

“好，一言为定！”我和志强笑着击
掌为誓。

我到父母住的那栋楼的东面
小市场买午饭食材，看见有个做米
条酥的，顺便买了一袋。回家后，女
儿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 2根还想
要，但我们怕她吃坏，只好藏了起
来。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吃米花糖的
事。

确切地说，米花糖不是糖，而
是玉米制成的米条酥，只因里面加
了糖精，很甜，所以就叫米花糖。它
如同管子一般，比竹竿稍细，手臂一
般长短，整齐地插在一个圆桶里，走
街串巷地把小孩子舌尖上的那点诱
惑带到了东村和西屯、前洼和后岗。
每有小孩来买，他们就小心地从中
抽出一根。

我的记忆里有个收破烂的，顺
带卖腐乳和米花糖。那是个老头，长
得埋了巴汰的，腿脚不利索，还有点
风流眼，有些泪眼巴擦的。听说他是
西南屯的，赶个小毛驴车，车上挡着
沙箱板，车里有个坛子，里面装着腐
乳，有个桶，里面插着米花糖。他就
坐在毛驴后偏左的位置。他从来没
有下过车，即便有卖破烂和换腐乳
的，他也都是在车上完成这些小买
卖。

记得他卖的米花糖 5 分钱一
条，不过那时的我们对钱的概念还

很模糊，不知 5分钱是多大的数。如
果换算成现在的面值，至少要翻 10
倍。那时的土豆也就 5分钱左右一
斤，而现在的土豆要 5角至一元，所
以 5分钱拿到现在至少能当 5角甚
至 1元钱花。当时手里有一角钱，我
们都很骄傲。

他公鸭嗓子，吆喝的时候拉着
长音，而且是唱腔，很有点唱打鼓书
的味道。刚刚一进屯子，他就开始吆
喝道：“酒瓶子换腐乳、米花糖了。”
小孩子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从家里
跑了出来，手里拎着从垃圾堆里捡
来的破铜烂铁，拿给他，卖个几分
钱，换上一条米花糖，然后满足地离
开了。

他卖的米花糖蓬松，拿在手里
轻飘飘的，又酥又甜，不粘牙，入口
即化。我们买来后很少能大块朵颐，
先是玩，玩够了才吃。若两个小孩子
都买了，就拿来拼剑玩，看谁的米花
糖结实。但拼的过程也要轻轻的，力
求多拼几次，甚至为了多拼刻意地
避开撞击。所以，一根米花糖我们常
常能玩上一小天。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月尽管
生活不富裕，玩具不多，但是每个寻
找快乐的细节里，满满的都是清晰
幸福的味道。

婆婆得知我的朋友做自媒体月薪过
万，动了做自媒体人的念头。可她不会，让
我有空教教她。

那天，我终于忙完手头上的事，坐了
下来。婆婆立马讨好地端来一杯茶，对我
说：“你帮我申请一个今日头条的号吧！我
都打听过了，只要申请了头条号，我就可
以发视频了。”婆婆递过来一个本子，本子
上写着拟定的名称、密码和介绍，看她一
本正经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

我按照婆婆的要求，给她申请了一个
今日头条号，婆婆马上就忙开了。她火速
去市场买了一条鱼，做了一盘烤活鱼，让
我给她拍视频，我剪辑好后发到网上。一
天到晚，婆婆就抱着手机，看阅读量提升
了没。可阅读量只有几十个。

第二天，婆婆又做了一盘粉蒸肉，让
我拍了一段视频发在网上，那一天，阅读
人数增加到 300个。

我有些灰心，不过婆婆却安慰我：“没

事呢，说明咱有进步，加油。”
那天以后，婆婆做菜时还特意换上新

衣裳，她讲解得更加细致入微了，但是阅
读量一直没有过千。

这样坚持了十天，婆婆的头条指数在
300左右徘徊，听说到 600才能过新手期，
我心灰意冷，准备劝婆婆放弃。那天晚上，
婆婆看着电视，突然兴奋地跑到我的书房
里来，拿着手机问我：“你看这条信息，是
不是我过了新手期？”

我定睛一看，果然是过了新手期的通
知，婆婆得到肯定后眉飞色舞。第二天一
早就买了菜，让我帮她拍视频。她一连做
了五个好菜，我细心地编辑后发出去，这
次，有了广告的功能，推荐上十万了，阅读
人数明显增多了。不过，第二天，婆婆打开
手机，看到收入那栏写着一毛两分钱，婆
婆便败下阵来。

“才一毛二呢？还要一百块才能提
现。”婆婆有些失望。

“既然收入这么低，就放弃算了。”我
劝她道。帮她拍视频可耽误了我不少工
夫，我可是巴不得婆婆早点放弃。
“不行，我再坚持一个月。”婆婆却像

个倔强的孩子，“我就不信我做不了一个
自媒体人。”

没办法，我只好每天都抽空帮婆婆拍
视频。这以后，婆婆在花样上下了些功夫，
都是专捡又便宜又省时的菜做，我也在网
上搜了一些吸引眼球的标题，有好几次，
婆婆的头条号阅读人数都超过十万了。看
到上面的收益十块、二十块增加，婆婆兴
致大增，又马不停蹄地研究菜谱去了。

自从婆婆做了自媒体人后，我家饭桌
上的菜，越来越丰富起来，她老人家的精
神也爽朗了许多，朋友也越来越多。她常
笑着对我说：“做自媒体人，收益虽然是微
薄的，但收获是巨大的。”

静思录

□ 河南 程应峰

1
一弯弦月
如永恒的蓓蕾
于冷寂的夜晚
在白雪茫茫的山野
开成相思的花

2
有形无形的诺言
总难逃离
被时间剥蚀的命运
广袤天空下
永远流动着
赏心悦目的彩云

3
钟声 伴失眠者
在夜色中逡巡
阳光如此遥远
可以亲近的
是想象中的爱人

4
相思的滋味
无论寒来暑往
无论风雨阴晴
总将人置于
一轮圆月的意蕴中

5
月牙 躲进云影
黎明的窗前
打开爱的思绪
有风吹过 是谁
诉说着尘世的甜言蜜语

曾在一个不知名的深山里，遇到一个
特别的女子。一个宁静的小小院落，种着
花和菜，养着猫儿狗儿。她衣着朴素，相貌
平平，在院子里劈柴、浇菜，看起来跟任何
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她一开口，你便知道，这是个内心
芬芳的人。她的举手投足之间，有着淡淡
的优雅。屋内的陈设也极简单，一床一桌
一椅，一个木条钉成的书架，上面一排排整
齐地码着书，《诗经》《浮生六记》《闲情偶
寄》《论语》《古文观止》……桌上摊开着一
张纸，是未抄写完的《金刚经》，是秀丽又劲
峭的小楷，搁在一边的毛笔散发着隐隐墨
香。

我很想问她，既如此有才，为何默默隐
居在这深山，如一朵野花，自开自谢。然而，
我终究没问。因为我知道，这世上有一些
人，只愿将一朵绚烂的花，静静开在心里，
不宣扬，不炫耀，只自顾自独守这一脉心
香。

外婆家世代做酒，我小时候常在堆满
烧酒坛子的院落里穿行嬉戏。那些酒坛子
一个个毫不起眼、灰不溜秋，外表粗陋不
堪，一个个挺着胖胖的大肚皮，我总觉得它
们很丑很丑，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

到了开封的日子，外公启开坛口，一股
醉人的香气便浸满了那个古旧的小小院
子，丑丑的酒坛也顿时可爱起来。当过保

长的外公呵呵笑着：你知道酒坛子的外号
吗？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回答。外公摸着酒
坛的胖肚皮，慢悠悠地拉长声调说：就叫
肚———里———香啊。我恍然大悟。多年后的
现在，我才领悟，大概外公是要告诉我做人
要内秀吧。

这让我想到一个词：精神颜值。高颜值
的人固然更容易受到注意和喜欢，但是如
果没有鲜活丰富的内在，那恐怕和欣赏美
女帅哥的照片没有太大区别。有这样一个
故事：一对姐妹，姐姐奇丑，妹妹美极。姐妹
双双嫁人，后来，妹妹被离婚，姐姐的摄影
师丈夫却越来越爱她，竟然宣称：我老婆是
世界上最美的人！

原因在于，姐姐是一个内在丰富的人，
她会在陪丈夫摄影的途中，自己发现一些
独特的风景，并试着把它们写下来，在漫长
的行程中，她为开车的丈夫讲笑话、说趣
闻，她让每个接近她的人，都感觉到快乐；
而妹妹，不过是一只苍白的花瓶，她的眼
里，只有生活琐事和无尽的抱怨，她不仅单
调，而且充满负能量。生活是公平的，精神
的高颜值才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每个人的心，都是一口深邃的井。请让
我们努力开掘，静静守护，让这井里永远涌
动着鲜活的清泉，拥有源源不绝的活力，永
远香醇如酒，绚烂如花，永远散发着一脉淡
淡的心香。

阴 陕西 王海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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