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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落归根，是绿意对大地的回报；鸟

反哺、羊跪乳，是动物的“孝心”；“滴水之

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人类永怀的一颗

感恩之心。在西方，每年十一月的最后一

个星期四是感恩节，其重视的程度，堪与

传统的圣诞节相比。其实，对于经过儒家

文化熏陶的我们来说，感恩无节，因为它

贯穿在生活的每一天，感恩就是一种品

德，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社会责任。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一首《感恩

的心》，是对母爱、父爱的最好诠释，感

恩从父母开始。父母的爱是无私的，无

价的，从“呱呱坠地”、蹒跚学步，到求知

长识、成家立业，我们无时不感受到这

种温暖而细腻的爱。其实，对子女，父母

并没有很高的期望，平安幸福就是他们

最大的满足。为此，不管你现在是功成

名就，还是普通平实，只要好好珍惜自

己，不要让父母担忧，那么这也算是一

种感恩。可是，我们在父母心中永远都

是长不大的孩子，于是牵挂也就成了永

远。世上虽然有“母亲节”、“父亲节”、

“重阳节”等感恩父母的节日，但母亲无

节，父亲也无节，他们在为儿女没日没

夜地操劳着；对我们来说，感恩无节，每

天陪他们散

散步，听一下

他们的唠叨，

或一句深情

的问候，一个

幸福的眼神，

这些足以让

父母陶醉，难

道这不是我

们最好的感

恩方式吗？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如果要说

感恩，除了父母，还可以开出一串长长的

名单：国家、老师、朋友、同事、素不相识

的人……感恩祖国，无论国际国内风云

如何变幻，你总是用温暖的胸怀将炎黄

子孙揽入怀中；感恩老师，你播散知识的

种子，我们收获成功的果实；感恩朋友，

你说蕴含信任、真诚、理解、友谊的“朋

友”一词就是拿来“麻烦”的；感恩那些素

不相识的人，无论高贵与卑微，你们用自

己的方式奉献着自己的爱……“知恩不

报非君子”，感恩应该是一种习惯，我们

要揣着一颗感恩的心，时时刻刻、年年岁

岁到永远，感恩无节！

在我国的传统结婚礼仪中，新人有

三拜，其首便是“拜天地”。天地，自然万

物也；“拜天地”，就是敬畏自然，感恩自

然。大自然赐予我们土地、水源、空气、

动物、植物等人类活动所需要的一切元

素，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大自然心存感

激。感恩自然，不是仅仅在“世界环境

日”、“世界地球日”、“世界水日”等日子

才让我们记起不要做既“伤天”又“害

人”的事，而是要每天低碳生活，尊重自

然、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感恩自

然，没有节日，没有时间表，只有持之以

恒，这是为了自己，为了子孙，为了人类

的生存。

感恩可无节，报恩要用心，这样，父

母、社会、自然便会悄然觉知。

孙小芬在名义上是孙大老爷家

的一个小姐，可是实际上却是孙大

老爷家的一个丫头。

有一年，孙大老爷到孙家林这

个佃客家去收租谷，忽然一眼看上

了孙家的大女儿孙桂芬，立马要讨

她回孙公馆去做不知是第几房的姨

太太。第二年，孙桂芬就生了一个胖

娃娃，是个女的。这一下，她的身价

更是一落千丈。孙桂芬生的这个女

儿取名叫做孙小芬。名义上说当然

是孙家的小姐，其实不过是个小丫

头。母女二人在破柴房里搭个铺，多

少晚上，俩人低声诉苦，抱头痛哭。

连在隔壁长工屋里住的长工们也为

她们的悲惨命运伤心落泪。铁柱第

一个不安逸，对她娘俩说：“你们本

是穷人家的骨头，他们哪里会把你

们当人待！”

孙小芬听到隔壁长工屋里的长

工们同情的叹息，特别是听到铁柱

的安慰，她哭得更厉害了。穷人的骨

头穷人的血，还是只有穷人才能怜

惜。

“孙小芬！又躲在你那狗窝里偷

懒。上屋里在叫你哩！”管家孙二鳖

在院子里号着。

孙小芬硬着头皮跨进门槛，还

没有走近前去，大太太就吼叫：“哼，

我以为要用八人抬的大轿才把你请

得来哩！”说着就顺手拿起竹鞭，向

孙小芬没头没脑地打下去。

孙小芬是老挨鞭子的人，她已

经挨惯了，觉得没有什么。在门外听

挨鞭子的孙桂芬却受不住了。孙桂

芬扑进门槛，她并不想去向那个母

老虎求情，只是抱着孙小芬哭起来：

“苦命的女儿呀！”

母老虎叫起来：“这上房没有你

踩脚的地方，你给我滚出去！”接着，

对孙小芬也吼叫：“老娘今天没有那

么多力气来教训你，等老爷回来了，

拿棒棒来启发你。你也给我滚出

去！”

和母亲感到一样痛苦的还有那

在隔壁长工房里沉默着的长工领班

铁柱。当孙小芬从上房回来，投进她

的亲妈妈的怀抱痛哭的时候，铁柱

已经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他去摘

取许多片苦楝叶来，放进嘴里，细细

地嚼，嚼成末末，吐了出来。苦楝叶

是非常苦的，据说这苦味便是大凉

性，用嘴嚼细，敷在伤痕上，便可以

减少灼伤的痛苦。

他径直走近孙小芬的床边，把

那包苦楝叶末放在床边，几乎没有

看孙小芬地对孙桂芬说：“把这个敷

在伤口上，要好过一点。”

孙小芬隔些日子，要上柴山上

去打柴，一去要半天才回家。有一

天，孙小芬上柴山打柴去了，铁柱正

带着伙伴们一块儿在坡上出工，几

个青年长工就怂恿铁柱，要他偷偷

到柴山上去会孙小芬。

铁柱忽然在孙小芬面前出现，

孙小芬简直骇呆了。然而她也早已

有死也不怕的心理准备，无所顾忌。

孙小芬过去梦中的情景成为现实

了。她果然投身在铁柱那宽阔、结实

的胸怀中去，铁柱的双臂果然是那

么有力，把她紧紧抱住，叫她几乎喘

不过气来。可是一想起他们两个的

前程，就心乱如麻。要把他们俩相好

的事公开，是不可想象的。一块儿逃

走吧，也有难处，光光两个人到哪里

去过日子？

8月下旬，肖琳请假回石家庄开

结婚证明。在她走的第三天中午，我

接到了忆婷的电话。忆婷说：“李海

涛你给我出来，我有事找你！下午3

点半，三里屯77号见！你不来就不是

爷们儿！”

见了忆婷，不听则已，一听之下

瞠目结舌。就在上次之后叶子怀上

了我的孩子，而且为这个孩子和那

个船王起了争执，结果被那老头踹

掉了肚子里的孩子！而且分文未要

地离婚回来了！

我听着忆婷讲，她的每一句话

都是把大锤子，一下一下狠砸着我

的心脏。

我随忆婷来到了兰苑国际公寓

9A。小云开的门。我至爱的叶子就躺

在那儿，沉睡中的叶子像个不食人

间烟火的仙子。她醒来，待看清楚是

我，微微一怔，说：“你来干什么？你

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叶子！

忆婷都告诉我了，一切都是因为

我……”我一把把叶子搂在怀里，嘴

里喃喃说道：“我不管了，你既然回

来了，我就不会再让你走……”叶子

在我怀里哭了，她说：“老天啊，你帮

帮我吧……”

那天晚上，我搂着叶子坐了一

宿。谁都没有提到过肖琳，只是那么

相拥着，看着窗外。

第二天，我和肖琳去领结婚证

书。走到登记处，我停住脚步，突然

说：“肖琳，能不能……能不能……

反正今天别登记了行吗？”肖琳一惊

之下，脸色泛白，在我面前足足站了

两分钟，然后转身走了。她下车回了

家，肩膀一抖一抖的。我跟着进了家

门。肖琳坐在卧室的床上发呆，后来

哽咽着问我：“为什么？”我掐灭了香

烟，说：“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给你

讲个故事吧。”

从叶子的那句“给我一支烟”开

始，我一直讲一直讲。肖琳默默地听

完，第二天决定离开我，她说：“我爱

你，但是叶子比我更需要你……”

早上7点多，我一顿乱捶敲开了

叶子的家门，带她去见肖琳。

三个月后，2001年元旦过后，肖

琳远赴英国求学。也是这个时候，叶

子获得了第一个电视剧里的小角

色。电影学院的进修班正式结业那

一天我向她求婚。婚期就定在明年

国庆节。

遇上小玉的那天我清楚地记得

是9月11号。那天叶子在街头发现蹲

在地上卖盗版DVD的小玉，找机会

将她介绍给剧组。我提醒叶子要提

防她。

小玉后来还真接了一个广告，由

于做事圆滑，八面玲珑，又肯在某些

方面豁得出去，很快她摸到了一些娱

乐圈的门道，她隐去了“钻石人间”的

小姐生涯和两年半的牢狱生涯。

2002年元旦，我和叶子收到了青

青的结婚请柬。新郎是某个电视台

的节目采编。

大约一个月以后，叶子正式跟

香港永宙影业签约，然后公司安排

媒体大肆炒作，关于新人叶玲珑的

报道充斥了各类娱乐媒体。今天某

首页的娱乐头条就是：永宙影业老

板承认与叶玲珑的私人关系。

有几条留言还引起了争论，说

叶玲珑以前是某个夜总会的坐台小

姐，而且说得有板有眼。

那天晚上叶子很晚才回来，嘴里

还有酒味，我心里本来就老大不高

兴，就偷偷背过身去装睡，也没理她。

叶子胡乱洗把脸，倒在床上一

会儿就睡着了。

都是醉酒惹的祸
文/程春艳

朋友喜欢体育与喝酒。这天，他一兴

奋又喝高了，傍晚回家时正碰上警察在

查车。朋友心里暗自叫苦：真倒霉，晚上

是广州亚运会开幕式直播，再迟到可就

错过时间了。就在他暗叫倒霉下车接受

检查的时候，这时警察接了个电话。他捧

着手机，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话题都是

关于开幕式的内容预测。

朋友看警察那一脸兴高采烈相，觉

得有机可趁，就悄悄返回车里，趁打电话

的警察不备，一鼓作气的把车开回了家。

还好，2010年16届亚运会开幕式直播刚刚

开始。朋友乐得手舞足蹈：多亏我聪明，

随机应变能力强啊。

半夜，酒性发作，朋友觉得嗓子痒痒

得想呕吐，便赶紧走向卫生间，可卫生间

的门怎么也推不开。他急得大喊：老婆，

你怎么在里面把门锁上了，快开门，我已

经憋不住了。说完“哇”的一声吐在了门

外的地板上。老婆闻声起床后，却是哭笑

不得。原来，朋友把衣橱的门当成了卫生

间的门，衣橱的门是从里往外拉，卫生间

的门是从外往里推，难怪他怎么也推不

开了。

第二天清早，一个警察来敲朋友家

的门，他老婆很奇怪。朋友刚从卧室出

来，看到来人正是昨天傍晚的那个警察。

这时朋友的酒已经醒了，他自然理直气

壮地质问警察：你来干什么？有什么事？

警察无奈地说：你的车我已经给你开到

小区门口了。现在，你得把警车还给我

吧，要不，我怎么去上班啊？

朋友夫妇一惊，赶紧探头窗外小区

停车场自家的停车处，可不是吗！好家

伙，一辆白色的警车正神气活现地停在

那里呢！

家里的大米吃光了。上个周，

太太吩咐我下班途中买回家，结果

好几次，我都当成了耳旁风。

今天下午下班后，我没头没脑

地进了家。太太见我两手空空，当

即怒目圆睁，横眉冷对。我意识到

情况不妙，连忙笑脸相陪。太太忍

无可忍，冷嘲热讽恰如疾风骤雨扑

面而来。我自知理亏，咬咬牙，心

想：忍了吧。

小儿嘉璇见我们吵架，看架势一

边倒，还没开战，已经高下分明。他知

道打不起来，也不上前劝解。儿子若

无其事地大声喊道：“我到李阿姨家

找大毛做作业去啦。”没等我们表态，

径直去了对门邻居家。

果然不出所料，太太喊累了，

也就恢复平静。家里硝烟散尽，拨

开乌云见太阳。

晚饭时分，儿子眉飞色舞，屁

颠屁颠从邻居家返回。太太一脸狐

疑，问道：“这孩子，高兴什么？”儿

子卖了一下关子，“嘿嘿”一笑：“刚

才，我在对门做作业，李阿姨一个

劲儿给大毛爸上政治课，说我爸爸

是 她 的‘ 偶 像 ’，好 男 人 的 典

范……”太太一撇嘴，一声冷笑。

我一听来劲了，饶有兴致地

问：“儿子，真的吗？”“当然，李阿姨

还叫大毛爸虚心向你学习呢。”儿

子一本正经地回应。

我扬眉吐气，得意地说：“太

太，别把我贬得分文不值。看到没

有，我优点还是很多的，有很多忠

诚的‘粉丝’，人民群众的眼光可是

雪亮雪亮的……”太太瞪大眼睛，

打破砂锅问到底：“你李阿姨到底

怎么说？”儿子狡黠地看看我，似笑

非笑地回答：“李阿姨竖着大拇指

说，瞧瞧人家老刘，媳妇数落大半

天，愣是没反抗一个字儿，作为一

个大老爷们，这么好的修养，真是

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