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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茶盏，其中茶叶浮
浮沉沉，滚了又滚。

我想，生活就应该如一
杯捧在手里的茶，温婉，恬静，
不动声色地绽尽繁华。旧历
八月，荷花已褪，心中念头一
闪而过，去访一座老城吧，一
定要有茶。老街边有卖茶的
小店，古旧，整洁，靛蓝的门
帘，木质长桌上仿佛还有桐
油的痕迹。店外满是热闹的
行人，店内檀香隐隐，茶韵悠
然。

生活如茶，茶若人生，有
陶渊明的清淡，有屈原的苦
涩，有苏轼的浓墨重彩，亦有
戴望舒雨巷中微微湿润的柔
情。茶不能一口饮下，只可细
细地品，最初的清香，往后又
有一丝苦涩，然后才是浓烈
的香，而最后留下的，不过是
一切归于风平浪静之后依然
萦绕在唇边的那纯净的甜，
还有凝于舌尖上的那一丁点
微微的苦涩，都值得被无数
次回味。

生活中从不缺波澜壮
阔的起伏，从不缺跌宕盘旋
的曲折，毕竟是生活，怎能
始终平淡，怎能始终云淡风
轻。被质疑，被贬谪，被罢
黜，甚至是因为一句话而身
陷牢狱之灾，生命中的曲折
坎坷，逐渐被凝聚在茶叶那
纤长的芯里，每每饮下，有
痛，有眼泪，也有值得微笑
的难忘回忆。人在世间皆是
独一无二，连你见过的花都
不会再是去年那朵，总说人
各有命，说人一生的命运其
实就是一生选择的集合，到
底最后是浓烈的红茶还是
清淡的绿茶，也只有饮完才
会知晓。

每个人的路都不尽相
同，但总归都是在热水中浮
沉，从无色到有色，从无味到
有味。一生中最美的青春岁
月里，可以在阳光下肆意奔
跑、微笑，心中有的，便是对
未来生活的无限期盼。人到
暮年，所剩岁月不多，只留得
青春时候的色泽味道来回
忆，无论苦甜，无论浓淡，都
值得从心底绽出最美的微
笑。

时光匆匆，岁月无声，生
活多像一杯茶，现在的我们
正处于刚刚开始浓烈的时
候。不要辜负了大好的时光，
如一杯茶般沉下心来，笑看
窗外花开花落，风景变迁，仍
能始终怀着那份初心，向着
目标安稳前行。

□张丹旭

生活如茶

【生活感悟】

在为惩罚下定义之前，
先看一下惩罚的目的。如果
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惩罚，那
么这个惩罚在未实施之前就
已经失去意义。我想这一点
做父母的都会同意，没人为
了打孩子而打孩子，凡是动
手打孩子，其目的无非是让
孩子听话，不做危险事，或者
是给自己消气。

打孩子能否达到如此目
的吗？打就能让孩子听话吗？
即便这次听了，下次呢？父母
说的都非常正确吗？即便在
成人的世界里，谁也保证不
了都说得对、做得对。孩子这
次不做危险事，下次呢？危险
事很多，每次都打，打得过来
吗？等孩子长大了，长得比你
高了，还打得动吗？这种惩罚
显然达不到目的。也许能暂
时消消你的气，可是拿孩子
出气不公平。

打不行，骂也同样达不
到目的，经济惩罚对于家境
好的孩子无效。我认为惩罚
的目的是让孩子学会承担自
己言行的后果。很多年轻人犯
罪都是一时的冲动，做事不经
过大脑思考，不计后果。比如
李天一，若其父母在他很小的
时候就让他体会到自己的任
何行为都是有后果的，后果需
自己承担，而不是万事都替
他搞定，我想他不至于走到
今天。他也许还在想，过去做
的任何事情父母都能搞定，
这次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是一个人是否被别
人和这个社会信任的首要条

件。惩罚的目的是让孩子承
担后果，如果把这个过程看
成是积极正面的，孩子从承
担后果中学到了东西，那么
这个惩罚就成了鼓励。

试举一例。英国小学有
Circle Time ，就是大家坐成
一圈相互谈谈自己的感觉和
想法。这个活动主要用来对
付欺凌现象。有的孩子欺负
别人，原因是还没学会考虑
对方的感觉，他们认为用武
力对付别人，别人就能听自
己的话（这和打人的家长的
想法多么相似）。有 C i r c l e
Time 时，让被欺负的孩子谈
谈自己的感觉，比如有的想
离开这个学校，有的不敢上
学，有的整天担惊受怕。这些
多是欺负他人的孩子没想到
的自己行为的后果，这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开始思考了。
老师常常不提谁欺负人了，
也不批评，而是让欺负人的
孩子去保护安慰受欺负的孩
子，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承担的后果有两种：一
种是自然后果，一种是协议
后果。比如孩子睡懒觉，与其
一次次叫他起床，批评他，不
如事先准备好闹钟，让他自
己起床，一旦赖床，就有可能
迟到，迟到就是一个自然后
果。比如全家的旅行合同，事
先商量好协议条款，拟好惩
罚措施，一旦违约，就有相应
惩罚，这就是协议后果。将来
孩子走向世界，这两种后果
他们会处处遇到，如果在成
长过程中父母没教会他们首

先认识到后果，然后学会承
担后果，那么他们会走很多
弯路，有的弯路甚至是无法
挽回的，比如犯罪。当然涉及
孩子生命安全的危险不包括
在内。孩子小的时候，他们的
安全是由父母保障，比如所
有电源插座要盖上、楼梯要
有挡门等等。孩子们稍微大
点，讲讲电的知识，让他们逐
渐学会保护自己。不懂得危
险而做了危险的事，是父母
的责任，孩子不该受罚。

要孩子承担后果，一定
要事先讲明白可能出现的后
果，而不是在孩子做了之后
去惩罚他们，不知者不为过。
英国的学校里有明文规定的
惩罚措施，孩子上学的第一
天就讲得清清楚楚，孩子家
长都要在规定上签字，所以
学校就按章办事。有的孩子
希望用现在的好表现抵消过
去的惩罚，在我这里永远行
不通，表现好自然有奖励，但
二者不能相互抵消。在家里
孩子们努力会有奖励，即便
拿到奖励时又捣乱了，我也
不反悔。捣乱自有捣乱的惩
罚，但这不能抹掉他们过去
的努力。

一种行为可能很难一次
改掉，所以学会负责也是一
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所以惩罚也是永远都有的。
我们只能相信孩子们会开始
学会思考，为自己行为的前
因后果考虑，因而避免很多
无谓的冲动，成长为一个负
责、可信、勇于承担的人。

□戴群

最好的惩罚是学会承担

【【成成长长在在英英国国之之十十】】

【快乐老年】

□孙道荣

小区里有个黄姓老太太，
人精神，也精明，她有一句口头
禅，两个字——— 划算。

出小区，往南，一站多路，
有一个菜市场；往东，三站多
路，也有一个菜市场。大多数小
区居民都选择去南边的菜市场
买菜，因为近，方便。黄老太太
不，她去东边的菜市场，因为那
里卖的菜要便宜些，比如白菜，
一斤能便宜两角钱，猪肉每斤
便宜块把钱，买一次菜，就能省
两三元。路途远一点没关系，通
公交车，黄老太太有老年卡，乘
车免费。黄老太太因而觉得很
划算。当然，她从不在上下班高
峰的时刻坐公交车，她说年轻
人工作辛苦，不能耽误他们出

行。
黄老太太和她的“划算

经”，名扬小区。
但老太太的账，有时候似

乎也很不划算。
夏天的时候，黄老太太去

买西瓜。卖西瓜的吆喝，买一个
西瓜，每斤 1 元 8 角，买两个西
瓜，每斤 1 元 5 角。老太太一
听，当然是买两个划算，于是，
买了两个大西瓜。可是，老太太
平时一个人住，一个西瓜都要
吃好几天，天热，瓜很容易坏，
另一个怎么办？老太太将另一
个西瓜抱到了物业，送给了保
安队的小伙子们。

老太太的女儿住在同城，
老太太常去，女儿一家过时的、

淘汰的衣物，她都拿回来，洗干
净，整理好，掉落的纽扣缝补
上，然后送给小区里的保洁员
或邻居家的农村保姆。

有一次，黄老太太女儿的
一件大半新皮衣，因为袖子上
划了一道口子，准备扔掉。黄老
太太说，扔掉多可惜，我拿回
去送人吧。女儿说，袖子都破
了，怎么送人啊？黄老太太把
皮衣拿回家，因为皮质的衣服
自己不会缝补，便拿到街上，
找了个修补皮衣的师傅，将划
破的袖子补好，一点也看不出
修补的痕迹，黄老太太为此花
了 60 元。这件皮衣，黄老太太
送给了小区门口摆露天水果摊
的外地大婶，大婶很感激，老太

太很开心。
但是，这样的话，岂不是很

不划算吗？白贴 60 元的修补
费，还不如直接扔掉呢。

黄老太太咧开嘴乐了，怎
么不划算？你 60 元能买来一件
那么好看的皮衣吗？

可是，你修补好，却送给别
人了啊。

黄老太太笑眯眯地说，这
就更划算了啊。那件皮衣，比她
平时穿的单薄衣服是不是保
暖多了？看着她在冷风中不再
冻得发抖，我的心里啊，可美
可乐了，你说，这到底划算不
划算？

的确，这是大划算，也是人
生大智慧呢。

到底划算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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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媳妇分娩在即，家中添丁
加口本是喜事，可我却忧心忡忡：
母亲年岁大了，过度操劳已使身
体严重透支，颈椎腰椎也时时压
迫神经，以致腿脚经常处于麻木
状态，伺候月子是件特别劳神的
事儿，她能吃得消吗？之前我们也
曾和母亲商量雇个月嫂，可母亲
摆摆手说：“那怎么行？这可是我
的任务，得由我来完成！”

母亲的脾气我们了解，只好
作罢。四个儿女，是她永远未完成
的任务。

三十年前，母亲患上了腰椎
结核，当时医生建议手术，母亲态
度坚决：“四个孩子初中的初中，
小学的小学，我哪能就躺倒呢？”
就这样，一边照顾我们，一边坚持
药物治疗，几年后，总算有所好
转，病根儿却落下了。那些年，母
亲起五更、睡半夜，日日操劳，她
起床后忍着疼痛、手扶墙壁艰难
挪动的情景就这样深深地刻在我
的记忆里。

儿女们一个个长大、成家立
业，按说，母亲的担子早该卸下
了，事情却远远不是这样。

二十年前，姐姐出嫁了，当时，
那个偏远的小山村交通不便，条件
也差，外甥女出生后，母亲义无反
顾地把姐姐一家接到自己身边，洗
衣做饭带孩子，反倒又多照应了两
个人。直到十年后姐夫自己盖了新
房，生活稳定，母亲这才放了心。

接下来是我。十年前，我怀孕，
母亲知道后，白天下地，晚上做了
好几套小背心小夹袄，还有小被褥，
夹的棉的，一应俱全。她知道我不会
针线活，买来的，她说又贵又不好。
生孩子的时候，她提前从百里之外
赶来了，儿子满月后，我们跟着她回
家。之后几年，儿子总有大半年是送
去由她照顾的，可每次我们前脚刚
离开，她后脚电话就来了，叮嘱这个
记挂那个的，总也不放心。

母亲说过，为两个儿子成家，
是她最大的任务。八年前，大弟结
婚了，然而母亲的心还得继续操。
弟媳妇不会做饭，母亲只好手把手
地教，从蒸馒头到炒菜，耐心到了
极点。菜园子里的活，撒籽、栽秧、
打掐，她也一样样不厌其烦地教。
她不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她只是知道她陪不了我们一
辈子。我曾经笑话她：“操那么多心
干啥？这年头，啥买不到呢？”母亲
却说：“谁有不如自己有，谁会不如
自己会。”两年后，大弟另立锅灶，
过起了令村里人羡慕的小日子。

去年，小弟也成家了，那天，
母亲笑得特别开心，她人生中最
重要的事终于都妥当了。事后，我
们姐弟几个围在一起劝她：“妈，
咱那地就不种了吧？以后，你和我
爸的任务就是想吃就吃，想玩就
玩，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母亲乐
呵呵地说：“每天啥也不干，那不
成傻子了？我还得给你们种点蔬
菜杂粮呢，自己种的，吃着放心。
就当锻炼身体了！”可不嘛，仔细
算算，这些年，我每次回家，用车
拉走的南瓜土豆白菜大葱，都该
以吨计了吧？还有能力为儿女做
些事，这是母亲自豪又欣慰的。

如今，小弟媳妇也要坐月子
了，照顾的事，母亲自然当仁不
让，虽然有些担心她的身体，不过
我想，含饴弄孙，对母亲来说，这
应该是“累并快乐着”的一件事，
那么，就祝母亲的人生任务完美
收官吧！

□潘彩霞

母亲的任务

【家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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