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生生如如棋棋
□于子锋

在去单位的路边，经常会
看见一位老者，每天摆几副棋
盘供象棋爱好者博弈。源于对
象棋的爱好，每天下班经过此
地，我总会观望一阵。我除了懂
得观棋者不语之外，还悟出了
这个道理：“静之棋——— 必须遵
守棋道，动之棋——— 人生也得
遵守行事做人的规矩。人生如
棋盘中的某一颗棋子，这么想
来，下棋如人生大径相同。

有一天，我正在观棋，旁边
一桌的动棋者与观棋者吵了起
来，因是观棋者不遵守棋德，帮
另一个动棋者指指点点。不过，
这事平息起来也快。俗话说“观
棋不语真君子”。看来，这下棋
者除按棋道走之外，观棋者也
必须沉得住气。就如现今为人
处事一样，不该讲的不讲，不该
问的不问，不该做的不做。别人
的事，听之，而不议论；记之，而
不传播；观之，而不近观。

人到中年，回过头来想一
想，这人生还真如一盘棋，绝大
部分人都只是棋子，真正在下
棋的，在动子的只有那么几个
人。有时候下棋者因布局需要，
把你按放到一定的位置还岗位
上，去做叶子和花，为他最上层
的根系服务，直到在自己的位
置和岗位上为全盘棋之胜负拼
尽杀绝，才算告老还休走完人
生的使命。

想到这里，我相信多数人

都有这样的心历：年轻时在校
读书，到后来进入单位上班，开
始都有满腔热情和远大的志
向，可随后的现实生活把这种
情节磨光了，走着走着，就感到
人生的疲惫，日子如同江水，一
畅而过，有时回头，连一点足迹
也寻不着……但是，即使这样，
一切还得如同江水，只有往前流
淌，而不能向后退缩。这亦如棋
中兵、卒这些角儿，在棋道中只
进不退，跑累了，可横盘休息，休
息好了，还得继续前行。所以行
事做人，我们更多的时候当把自
己放在一个兵的位置上，才能行
走棋道的规矩。当然，在棋道规
矩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也理当是

被动棋者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
发挥自己的才干，并不因为在前
进中披荆斩棘就要求升任到车
马炮繁荣位置上，要想换角色，
那又是另一棋局中的事了。

做人行事亦如着棋局中的
角色，不管你是一个兵或卒，还
是车马炮等角色，每个角色都
有自己的棋道，行走时得找准
自己的位置，才能走好自己人
生的每一步，才能在步伐中发
挥自己的潜能，作为一个社会
中人，处于社会的群体之中，现
实之于人都是平常事，若能想
到《三国演义》片头的主题歌最
后两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料
中”。那么，人生的旷达，生命的

豪放，也仿若滚滚之江水，奔腾
向前。

这样看来，人生如棋基本
上又是辛苦的，年轻时寒窗苦
读，中年是奋力拼搏，年老是准
备享福时，人却要走了，很多事
想要做而没精力。

人生如棋，走对了路，就赢
了；走错了路，就输了。但赢了
也要赢在面上，输了也要输在
表里。人生如棋，没有真正的
赢，也没有彻底的输，生命的最
终结局都是一样。所以人哪，不
管充当哪颗棋子与角色，都要
有自己的活法，如江水勇往直
前，如雄鹰搏击展翅，如兵卒至
今不退。

安安慰慰
□张军霞

踏入那条熟悉而又陌生
的小巷时，他的心情很复杂。
毕竟，离开这座城市已经快二
十年了，还是那条街，还是那
些老房子，在旁边活蹦乱跳的
儿子，却时刻提醒着，他早已
不再是那时的他了。

他犹豫着伸出手，木门却
吱呀一声开了。屋里传出浓浓
的中药味，她正靠在沙发上翻
一本书，看到他，满脸都是惊
讶，站起来，声音颤抖着说：

“怎么会是你？”
他笑笑：“去亲戚家办事，

路过，顺便来看看。”她上下打
量着他说：“你没怎么变，真
好。我却老了……”说着，她把
手伸到茶几下面，拿出一碟点

心，招呼孩子说：“孩子长得可
真像你……”

接着，她忽然轻声问：“你
好吗？”

他知道她过得不好。分手
之后，他曾发誓永远不再见
她。毕竟，当年她的父母那样
逼着他离开，闹得满城风雨，
对他实在是严重的伤害。可
是，他还是来了，他不知道怎
么回答她的问题，说自己过得
不好不坏吗？

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起
这些年的坎坷经历。当年，他离
开之后，再无音讯，她等了两年，
终于拗不过父母，将自己嫁了。

谁能想到，结婚没几年，夫
妻双双下岗，日子本来就过得
拮据，父母又先后患重病去世，
欠下很多债，唯一留给他们的，

只有这套50平方米的房子。好不
容易熬到儿子上中学了，原本
成绩不错的他，却开始沉溺于
网络游戏，想尽了办法也没用，
自己被气坏了身体，天天喝中
药调理。至于她的他，心地倒不
坏，就是心胸狭窄，家里大小事
情全靠她撑着……

说着，她的眼泪哗哗地流
了下来。

他急忙拿了一张纸巾，下
意识地想为她擦眼泪，忽然又
感觉不对，手停留在半空，就在
这时，她的丈夫推门而进……

他的手在空中划了一道
弧线，将纸巾贴到自己的鼻子
上，掩饰地说：“感冒了，真不
好意思。”

她向丈夫介绍他，说是从
前的老同学。

丈夫的语气很热情，神情
却有几分狐疑。

他借口天色晚了，急忙告
辞出来。

走 出 小 巷 ，儿 子 问 他 ：
“爸，我知道你没有感冒呀。为
什么要撒谎？”

他叹了口气说：“你还小，
不懂。”

儿子摇了摇头说：“阿姨
哭了，你本来是想安慰她的，
对不对？”

他拍了一下儿子的肩膀，
仍然坚持说：“你不懂。”

十二岁的儿子，却意味深
长地安慰他说：“其实，我懂，
就怕阿姨的丈夫不懂呀。”

他还是不说话。
没想到，儿子又总结了一

句：“也只能这样了。”

儿儿时时的的腊腊八八粥粥
□陈亮

小时候，每进入腊月天，我
们就盼望着过“腊八”，因为每
到这天，母亲就会给我们煮腊
八粥吃。

在过去那缺吃少穿的年
月，尽管喝碗稀粥很平常，但吃
顿腊八粥可是件非常奢侈的事

情。因为这天的粥要加入许多
特别的原料，对于我们这些娃
娃来说，这天就好比是过年一
样开心。

每到腊月初八这天，母亲
就会打开箱子，取出我们平日
里难得一见的土特产。什么核
桃、板粟、花生、红枣、红豆、绿
豆……此时，我们这些馋嘴的

娃娃也会趁机围着母亲要几个
核桃或板栗解解馋。但很快就
会被我们消灭光了，往往母亲
在剥核桃和板栗时，我们又会
在一旁假装帮忙，时不时地就
往自己嘴里塞一口，等一大堆
东西剥完了，也才剩下不到半
碗了。这时母亲总会笑笑地骂
道：“真是一帮馋嘴猫，等不得
了？待会儿做好了不会再吃
啊？”母亲端走了碗，我们就一
股脑儿开溜了！

再回到厨房时，只见母亲
已将淘洗好的核桃、板栗、花
生、红枣、红豆和绿豆等下进了
锅里。母亲说：“这腊八粥呀，应
该凑够八样子原料的，我们家
买不起别的，就只有凑合凑合
了。”母亲边说边仔细地切着老
南瓜和胡萝卜，洗净后再倒进
沸腾的铁锅内。不一会儿，满屋
子就会弥漫着阵阵香味儿，我
们就再也舍不得离开灶房半

步，纷纷给母亲帮忙淘米，拉风
箱，往锅底里添柴。

束着围裙的母亲更是忙得
不亦乐乎，边往锅里下米边用
筷子搅动着锅里，生怕一不小
心糊了锅。还不时提醒我们，锅
开了，火要小些。

当一锅喷香的腊八粥熬好
后，不待出锅，我们就围着灶台
转圈圈，望着锅里五彩斑斓沸
腾翻滚的腊八粥，我们早已耐
不住诱惑，不时地直吞口水。母
亲每舀一碗，不待搁糖，我们就
争先恐后地各自端走自己的一
碗，趴在门槛上大快朵颐起来。
生怕和平日里吃饭一样没了自
己的份。

现如今，腊八年年过，花样
和口味也年年翻新，但我再也
没有了像儿时那分盼望过腊八
节的激情和憧憬。只是每每吃
腊八粥时，倒是对那时的气氛
和情趣还有些许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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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不愁嫁

□李克红

时间真快，一转眼就 3 0出
头了，不知不觉成了“剩女”，每
次和亲戚们聚会是我最烦的时
候，他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关切
地对我说：“小红呀，别挑了，有
满意的就嫁了吧！”“小红呀，要
不要我帮你介绍一个呀？我们
村有个谁谁谁，在县城有房有
车，生意做得也不错……”

这所有的关心和劝导，对
我来说就像是唐僧念经一样，
让人头疼不已。前两天，我有个
表弟给孩子摆满月酒，亲戚上
下自然都要赶过去祝贺，席间，
有几个半生不熟的亲戚又开始
好心地来劝说了：“小红，我们
村那个‘老瓜皮’还记得不？你
们小时候还经常一起玩的，他
现在有自己的公司，车子房子
都有，就是没本事找老婆，你有
没 有 兴 趣 ？我 帮 你 介 绍 一 下
呀！”“小红，我们村有个年龄和
你差不多的男的，事业也做得
很好，可就是离过婚，还带着孩
子，不过人家有能力，跟着他不
吃亏，有兴趣的话我带他来见
见你……”

我支支吾吾地应付着，如
果不是为了顾忌到形象，我恨
不得立刻起身就走，就在这时，
我一个远房的表姐也来了。这
表姐虽然是远房，但却是我在
城里的小姐妹，和我在同一幢
写字楼上班。她一到来，我立刻
就觉得救星到了，因为她比我
大 5岁，至今单身一人。她一出
现我就有垫底的了，谁还会留
意到我？

可是没有想到，事情根本
不是我想像的那样子，只见她
一进来就捂着胸口大喊：“哎
呀，你们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
对象呀，你看连最小的表弟都
结婚生孩子了，我的同学们都
生二胎了，可我还是一个女光
棍，我好痛苦呀，没人要我了
呀，我的命真苦呀，看来我要打
一辈子女光棍了，哎呀……我
明天就当尼姑去算了……”

我看着想笑，心想亲戚们
这下可有得忙了吧！谁知，看着
堂表姐那捶胸顿足的样子，亲
戚朋友们一个个都是这样安慰
的：“急啥？缘分没到嘛，不要
急！”“你还年轻，急些啥？这年
头 比 你 大 的 人 还 没 结 婚 多 的
是，感情这东西要慢慢来的！”

“就是，年轻不愁嫁，喜欢你的
男人总有一天会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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