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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位朋友去球馆打球，没想到

一向守时的他这次足足迟到了一个小

时。我还以为他路上出了什么意外，问

过之后才知道，他半路去花店订了两

束鲜花。在我眼中，朋友不算一个浪漫

的人，所以我对这两束鲜花的去向充

满了好奇。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朋友才
告诉我，鲜花是订在老人节那天送给

自己父母的。

“老人节？”我有些诧异。“是啊。”

朋友说，“再过几天就是老人节了，也
就是传统的九九重阳节。”真是一语惊
醒梦中人——— 过了这么多年的重阳
节，怎么就从来没想起它还有另外一
个名字——— 中国老人节呢？我们这些

“洋节”过多了、过滥了的一代，显然，

对于本该重视的“国产”传统节日有些

懈怠，有些本末倒置了。

我不禁对朋友生出几分钦佩之

情，同时又有几分惭愧。如他那般平日

里粗糙、木讷之人，对待自己的父母尚
能如此细腻温婉。而一向以孝顺自居
的自己，却从来不曾留意过，父母已是

花甲之年，他们也有了一个属于他们

的节日。

我想起了我的父母，从艰难的岁

月里一路走来，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含辛茹苦将几个孩子拉扯长大，抚养
成才，又帮助我们各自成家立业，真的

是不容易。其中的辛酸苦难，让人不忍

回想。虽然现在我们几个孩子都会尽
自己所能去孝敬他们，但是很显然，我

们做的还远远不够。

从球馆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家花

店，门前竖着一块很大的公告牌，上面

用红字写着：“重阳节(中国老人节)快

到了，别忘了给老人一份惊喜！”

我信步走了进去，接着就犯难了：

我该给他们送什么花？店主知道我是

买花送给老人之后，热情地向我推荐
了几种合适的花，并一一介绍各种花

所代表的花语。最后，我选了9支长寿

菊、9支康乃馨：代表我对他们健康的

祝福，祝他们健康长寿；9支百合花，祝
他们合家欢乐、一切顺利、心想事成；9

支粉玫瑰，代表我对他们的尊敬和爱。

一式四束，父亲、母亲、岳父、岳母各一
束。

我想，等到了重阳节那天，四位老

人在收到鲜花的那一刻，或许会有一
些莫名其妙。但我想，他们渐渐就会习
惯的。此后的每一年，他们都会习惯在
重阳节这天，平静安详地接受来自儿

女们最真挚、最由衷的感激与祝福！

上周的一天，我突然

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父

亲在电话里说，母亲的头

痛病又犯了，虽然吃了止

痛片，母亲的痛丝毫没有

减轻，他让我有空的话陪
母亲到医院看看。

母亲已年近七十，她

的个头不大，但身子骨还

是可以的。父亲说，他是不

得已才打电话给我的。

我匆匆地赶到母亲
家，母亲正躺在竹椅上叫

着喊着，母亲的脸也因为

疼痛变了形，看样子母亲
头痛得不轻。妹夫开车把
母亲送到医院，待一切手

续都办好后，我留下来陪
挂着吊瓶的母亲。我让母

亲闭上眼睛休息一会，自
己则拿出一本新买的杂志

看了起来。

刚挂上吊瓶的几分

钟，母亲是安静的，可是不

等我把一页书看完，母亲
喊起痛来。我问母亲怎么

办，是不是吃一颗止痛片。

母亲说止痛片不是随便可
以吃的。母亲的头痛得越

来越厉害，她的喊叫越来

越频繁，母亲说，为什么挂

着吊瓶还会那么痛。这一

刻，我发现母亲竟也像两

三岁的小孩，她根本不顾

输液大厅里坐着那么多

人，只顾自己闭着眼睛喊
痛。我实在不忍心母亲疼

痛难忍，把实情告诉了医

生。医生开了两盒既能止

痛又能消炎的药，母亲吃

了药仍一时消不了痛，我

坐在她的身边那样束手无

策。

或许是药物起了作
用，或许母亲真的累了，母

亲的喊声越来越轻微，并

且很快就消失了。趁母亲
闭目养神的那一刻，我仔
细地打量了一会身边的母

亲，灰白凌乱的头发，长满

皱纹的额头，那种特有的

味道，轻声的呼吸。这就是

我的母亲，给我生命抚养
我长大的母亲，而我竟然

已经疏远了母亲很久很
久，我记不起自己有多少
年没有牵过母亲的手了，

记不起有多少年没有靠在

母亲的怀里了，记不起有

多少年没有好好陪母亲说

一说心里话了，我甚至忽
略了母亲在一日一日老去

的事实。

那天下午，我一直握

着母亲的手，母亲的痛止

住后，就开始和旁人说说

笑笑，母亲说了一些我们

小时候的事，又说起了这

些年我们姐妹几个对她的

好，却不提半句我们对她

的疏忽，母亲是宽容的，母

亲也是快乐的，许多年以
来，我渐渐淡忘了母亲身
上的味道，但母亲那爽朗

的笑声一直荡漾在我的耳

畔。趁着双休日，我要给自
己放两天假，我要挤两天

时间给我的母亲，我会让

自己陪伴在母亲的身边，

握住母亲的手，听母亲说

我童年的故事，看母亲那

快乐的笑容。

送束鲜花给父母
文/陈亮

握着母亲的手
文/鲁月

九九又重阳
文/贾爱格

岁月匆匆过，九九往复来。如今

期盼的重阳节已经到来。金秋时节，

天高气爽。人们在丰收的喜悦中迎接

重阳。

九月九日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吉
利日子。结伴出游赏景的，登高远眺

的，观赏菊花的络绎不绝，纷纷走出

户外。使生命在民俗观念中包含了长

久，健康长寿的寓意。饮菊花，吃重阳
糕，走亲访友，和过中秋一样充满浓

厚的亲情味儿。

据《西京杂记》载，汉代时已有九
月九日吃蓬饵之俗，即最初的重阳
糕。至宋代，吃重阳糕之风大盛。糕与

高谐音，吃糕是为了取吉祥之意，因

而受到人们的青睐。重阳糕又叫花

糕，在家中与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花

糕，也有着另一番的滋味。

每逢这天，天不亮母亲就起来准
备做花糕了。首先，将面粉倒入盆内，

加温水，兑入甜酒拌匀。发酵后，加
200克白糖，用筷子搅匀。然后，将洗
沙用热水搅稀，白糖300克用热水化

开，红绿丝切成粒。尔后在蒸笼底抹

油，用三分之一面糊摊开在笼底，刷

上一层糖水，洗沙泥。再将发好的面

摊上，这一层要小于第一层，再刷一
层糖水，洗沙泥。这样重复做到九层，

并且一层比一层小，成宝塔状，最后

用面封顶加盖。上火蒸熟后，再加糖

水，撒红绿丝即成。这时另一口锅内

蒸的两只面羊也已出笼。母亲对着摆

上桌的花糕和面羊口中念念有词，絮

叨完，祭了祖，我们才切开吃。

母亲口中所念虽听不清，但我们

知道其中之意，她是在祝福子女百事

俱高，长久永昌。让我们不要忘记祖
先。然而，经常离家在外的我们，何时
给母亲做过可口的饭菜，她的百事，

每一件事又有谁细心地过问。

她满头白发，时时惦记子女前方

路途的安稳，唯独不提老来生活的孤

独。其实，他们走过来的路最为坎坷，

受苦最多。我们应该不只是过重阳
节，中秋节才回家，而是要常回家看
看，陪陪自己的母亲，也给她做几顿

好的饭菜，尽自己的一份孝心，让老

人得到宽慰。

要什么就做这么，这个逻辑很

好，可问题是，很多人偏不知道自
己要什么！这该如何是好？这个时
候不妨想想你喜欢什么，喜欢什么

就做什么。这话听着有点玩世不恭

吗？其实一点儿都不是。如果你不
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你做得一定不
开心。我到现在已经能够体会到兴

趣爱好是一切创造力的源泉，它也

是你今后能在职场上走得更远的

基石。2010年春晚，王菲的一首《传
奇》让人听得如痴如醉，现在很多

人知道了，这首歌其实是八年前的

一首老歌，它的原唱就是今年出镜
率颇高的李健。他1994年被保送清
华大学，毕业后在国家广电总局担

任网络工程师。两年后，他毅然离

职，与校友卢庚戌一同创办“水木

年华”乐队。在“水木年华”风头正

劲的时候，他再次选择了离开……

今年春节后，我在MSN《职场

人生》中采访了李健，他说当年之

所以离开大红大紫的“水木年华”，

是因为他与卢庚戌在音乐理念上
产生了分歧，他无法容忍把自己不
喜欢的音乐放入唱片。他说现在的

音乐更像奥运会，都在追求“更高、

更快、更强”，但是他喜欢优雅的，

他喜欢把声音控制得很细、很

远……他的新专辑叫《音乐傲骨》，

他说自己一直在坚持着这份傲骨，

在音乐的问题上，他从不妥协。

李健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他只

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完全是在按照

“内心的召唤”行事。访谈中，他的

话不多，但是很精练。网友问他为
什么新专辑中没有了手记，他说是
因为写不出来了，不喜欢写就不
写；他说他之所以能一路走到今

天，还是源自心底的那份“热

爱”……有的朋友可能会提出质

疑：所有的爱好都能当工作干吗？

凡事无绝对，但只要你能把自己的

兴趣与当今社会中的行业有机结

合起来，不愁找不到属于你自己的

那片天地。比如有的朋友说，我就
喜欢玩网络游戏，除此之外对别的

都不感兴趣，但是这个能当工作来

做吗？回答是当然可以。眼下互联

网公司中最赚钱的产业非网游莫

属了，如果你痴迷于网游并有独到

的见解，在史玉柱眼中你就是个难

得的人才。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中都

设有“用户体验中心”这个部门，主要
的任务就是研究用户的需求并改进

产品，从而使更多的人喜欢自己公司

的产品与服务。如果你是资深的玩

家，你肯定明白这群用户的需求；如

果你加入网游公司，一边玩游戏，一
边提意见，一边拿高薪，岂不乐哉？

还有的朋友看起来像抬杠，他

说自己就喜欢睡觉，这个也能当工

作吗？答案是当然可以。不知道你

有没有听说过“酒店试睡员”这种

职业，它不仅是一份非常舒服的工

作，而且据说最高月薪可以拿到万

元以上，其基本工作就是到各地的

酒店轮流住宿，然后撰写住店评

论。“酒店试睡员”要求应聘者具有

敏锐观察力与感受力，热爱旅游，

乐于分享所见所闻。这种职业最早
在国外出现，不过目前已经进入

中国，很多旅游网站已经开始试
水这种业务。就连这种最简单的

“玩”与“睡”都可以成为工作，只

要你喜欢你就可以做，但玩也要

玩出水平，睡也要睡出感悟。怎样
做得比别人好呢？如果你不喜欢、

不痴迷、不专业，那恐怕这种美差
就与你无缘了。

可以说，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差

异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我们的

血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血型，就
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一样。并

且不同血型的人，也有自己适合自
己的养生方式。

O型血人——— 适合剧烈运动
O型血的人是最可以放心吃肉

的一类人，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和

自愈系统很需要从肉类中获取营

养。但是他们的消化系统也比较脆

弱，容易患胃炎等肠道疾病。这类

人最适合做剧烈运动，像足球、长

跑、游泳等都是很好的健身方式。

建议食物：牛肉、羊肉或鹿肉；

鳟鱼、鲑鱼、沙丁鱼、鲈鱼、鳕鱼、鸡

蛋、牛奶或豆腐；新鲜奶酪；洋蓟、

大蒜、萝卜、莴苣、洋葱、欧芹、甘薯
和南瓜等；橄榄油或亚麻子油；苹

果、柚子、葡萄、梨、西瓜和桃子。

可减肥的食物：海生贝壳动物、卷
心菜和菠菜等。

A型血人——— 警惕心脑血管疾病
A型血的人多是完美主义者，

身体灵活，忍耐力强，能忍受长久

的孤独。A型血的人较少生病，但

是有两个薄弱环节：一是消化道，

二是心脑血管。所以A型血的人要
警惕消化方面的疾病，如呕吐、腹
痛、饱胀、身体消瘦、食欲减退、便

血等症状。A型血的人生活不要过

于“优越”，最忌大鱼大肉及蛋、奶

类食物，不宜食煎、炸、炒的食物。

A型血的人可以选择瑜伽、太极拳

等锻炼项目，注意控制运动量。

建议食物：鳕鱼、鳟鱼、鲑鱼、

沙丁鱼、鲈鱼、鲤鱼等；一周3个鸡

蛋、奶酪、豆奶、天然酸奶、奶油等；

葡萄子油和亚麻子油；洋蓟、萝卜、

洋葱、南瓜、菠菜和大蒜等；柠檬、

菠萝、李子、苹果、桃、番石榴、葡萄

干、樱桃、柚子和芹菜等。

可减肥的食物：橄榄油、大豆、

绿叶蔬菜和菠萝。

B型血人——— 不要多吃鸡肉
B型血的人动作灵活性比较

好，创造力强，具有强烈的好胜心。

在疾病方面，除了容易得龋齿外，

还容易得结核病、痢疾、口腔癌、乳

腺癌、关节炎和白血病。对于吃蔬
菜来说，B型血的人与A型血的人

差不多，都要占到总食量一半以
上，但不要超过60%；B型血的人吃

水果应该比A型血的人少，只要占

到总食量的1/10就够了；对各种谷

物的需求也少一些，大约也是 1/

10。可适量多吃一些根茎类食物，

如红薯、土豆、笋类、萝卜、藕等。

建议食物：各种肉类；海鲜；新

鲜奶酪、奶油；橄榄油和鱼肝油；燕

麦、大米、谷物等；洋白菜、胡萝

卜、欧芹、青椒、花椰菜等；葡萄、

香蕉、苹果、番石榴、葡萄、菠萝

或木瓜。

可减肥的食物：绿叶蔬菜、肉

类、鸡蛋、奶酪、酸奶。

AB型血人——— 消化系统很敏感
AB型血的人的消化系统比较

敏感和脆弱，容易患有肝炎、糖尿

病、精神分裂症和急性呼吸道疾
病。吃饭的最佳策略就是少吃多

餐，豆腐、绿叶蔬菜和奶制品都是
他们适合吃的食物。AB型血的人

要稍微增加杂粮的比例，减少水果

的食用量。最好不要食用烹调过的

油，也就是说，不要吃太多炒制的

菜。这类人要特别注意少食用贝

类、虾蟹类食品。

建议食物：鱼、豆腐、绿叶蔬菜
和奶制品都是他们的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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