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唐朝诗人李绅的《悯农》，
可谓千古绝唱，简单的诗句，却道出了粮食的来
之不易。然而，如今食物被浪费的程度，着实令人
心疼，更令人气愤。婚丧嫁娶的宴席，一些政府机
关、大学和私企食堂，成为“舌尖浪费”的重灾
区。

“勤俭节约”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
为何在物质生活极大改善的今天，我们却忘记了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良好传统，使“铺张浪费”现
象盛行？

据统计，目前我国餐饮食物浪费量为每年
1700万至1800万吨，相当于3000万到5000万人
一年的口粮。这个数据，还是国家提倡“光盘行
动”、崇尚节俭几年后的统计结果，推及以往，
可想而知。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人往往只有处在饥饿之中，才能
明白粮食的重要性；只有经历过人生的苦难，才
懂得生活的可贵。正所谓拥有太多，何以珍惜？
不曾拥有，却格外看重。老一辈革命家的亲身经
历便是最好的证明，血雨腥风、水深火热的战争
年代，生命是何等脆弱？粮食是何等珍贵？

“世界饥饿日”——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日子
感到陌生。是啊，幸福家庭健康成长的人，哪有
人知道长期挨饿是啥滋味？当初，“世界饥饿
日”的设立，就是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世界各地
有几亿人在长期挨饿。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作
为新时代的代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艰苦奋斗
的本色、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和世界观，理性消费，切勿盲目攀比，或者
为讲面子而铺张浪费。要增强光盘意识，把节约
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习惯、成为文
化。 市商务局提供

增强光盘意识■想到就说

■杨晓曦
《落花赋》中，作者把小院里的边边

角角，但凡带点泥土的地上都安排了一众
植物，甚至在宽20厘米、长200厘米的一
匝泥土上也种植了一畦朱顶红。于是，窗
外热闹非凡。

窗内的人一年四季可以随时驻足窗
外，翻土施肥，间苗浇灌，之后，便有了
检阅窗外一众植物的资格和雅兴。看朱顶
红头顶火炬热热闹闹，赏秋菊在竹篱边嫣
然伸展，品草兰暗暗浅浅幽香，观竹影横
斜于窗上，想自然的造化，悟众生生存智
慧。此情此景，像桃花源，却偏偏不在世
外，就在城市一隅。

这倒也不算是太新奇，新奇的是他能
看到月影梧桐成梅影，能听出风拂竹丛生
泉声。他能晴天临窗赏流云诗情潮涌，他
能雨夜倚枕听秋雨滴梧桐赏琵琶琴韵，太
多浓得化不开的诗情画意。

新奇也就罢了，偏偏他又翻出来新花
样，看落花飞舞感受到的不是落花有情流
水无意的失落。

古往今来，以花喻人的诗词、文章很
多，多以为时光流逝，红颜老去，是不可
抗拒的力量。比如屈原的“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比如晏殊的“落花风雨
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比如李煜的

“林花谢了春红，匆匆太匆匆”，再比如黛
玉葬花时“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
谁怜”的伤感，再比如辛弃疾的“更能消
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常怕花开
早，何况落红无数”等。多是伤春悲秋的
情绪。但是《落花赋》就不一样了，作者
看到的是落花化泥更护花的豪情，悟出的
是“有花堪折直须折，莫等无花空折枝”
劝君珍惜时光、善待时光的正能量。即使
已少年不再，那又如何？

何妨吟啸且徐行！毋论顺境逆境，沿
着《落花赋》的四辑脉络，看一个年近八
旬的老人豪迈前行的踪迹：“落花之美”
里，他悟出珍惜岁月的道理，用诗词用书
信和老友唱来酬往，述说含饴弄孙的乐
趣，述说多姿多彩的生活，认真耕耘退休
后的岁月流年。并且，我从他在恩师——
中国新闻理论教育界泰斗级教授甘惜分患
病之时，不忘赠送书册长卷，带病写字，
坚持自己亲自邮寄的回忆中，读出了作者
一贯做人风骨的形成轨迹。“雪泥之痕”
里，作者多次带领各地都市报的编辑们，
足迹踏遍中原大地考察采风，以文化的眼
光呼吁保护文化遗存，从中看到他高深的
文化素养，这种素养更是一种高瞻远瞩的
眼光。“雨月之韵”里，他听茶、赋月、串
街、说巷、品花、赏闲，尽情尽意地热爱
着、分享着美妙的生活感受，发人深省。

“临窗之思”里，他砚边悟道，反刍阅历，
总结人生，让记忆回甘，让友情回甘。诸
事回甘，呈现诸多美好。他很充实，没有
时间感叹夕阳的寂寥落寞，也不可能去感
受这些，他有的是生活智慧，让生命每一
个阶段都灿烂得像花儿开放一样。

手捧王继兴老师的《落花赋》，我惊讶
于他深厚的哲学知识，惊讶于他对芸芸众
生豁达的认知态度，更倾心于他书本里接
地气的烟火味儿。

很长一段时间，我纠结于读书的意义
所在，我已经过了通过读书考文凭，以获
得更多生活技巧谋取功利的年龄。可是，
不求功利，只用来提升自我生命质量的阅
读又是什么？我在这本《落花赋》里面找
到了答案：读书，就是读心！从书本里读
懂作者的心，读懂世人的心。从众心中悟
懂自己的心，滋养自己的心，让心有动
力，有风向标。

通过《落花赋》里那些林林总总的事
情，能够呼吸到泥土的气息，植物花草的
气息，甚至能呼吸到灶台上烟火的味道。
这才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的真味，是真
性情流露出的人情味儿。这些味道能迎合
世上一切生活习性，这些味道，需要有情
商又有格局的高手才能调配。

《落花赋》通过一件件事，思考了众
多困扰人生的问题，给了读者一个智慧适
当的答案，形成一个强大的气场，感染震
撼着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仿佛能
感受到王继兴老师那平静祥和的目光，以
及他不疾不缓行走人生的铿锵脚步。

《庄子·齐物论》 中说：物固有所
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说的是万物都有其存在价值和存在根据，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需要接受包容。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绊住我们双脚的，困
住我们心门的，不是客观的外在条件，而
是自己的内心。说到底，人生就是自己与
自己的较真。

《落花赋》记载了一种超然的生活态
度，一种强大的正能量，那就是平静、适
应、展望。这种能量像一扇扇透着明亮灯
光的窗口，有目光从上面划过时，就会被
点亮，变得柔软坚定，充满爱意。这本书
看似在不紧不慢地述说着一位知识型老人
的退休生活，其实是在教大家一种生活技
能。掌握了这种技能，才能让骨子里的知
识和文化与生命、与岁月融为一体，才能
像王继兴老师一样，琴棋书画诗酒茶，风
花雪月度年华，才能让生命更从容，让心
灵更加丰盈。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莫等闲，自己把心窗打开吧，窗外风光无
限！

窗外有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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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奇伟：以前，过暑假，我总是一吃过早
饭就带着孩子到广场玩。自前年开始，我一到暑
假就带着孩子出去旅行。远的去不了，就到周边
走一走、看一看，如到漯河气象馆参观气象展
览，让孩子学习气象知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自去年到漯河市图书馆参加绘本故事分享会以
后，我就成了一名志愿者，在图书馆给家长和孩
子讲绘本故事。人们常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这个暑假，除了在漯河图书馆给家长和孩
子讲绘本故事外，我还和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
长。同时，到漯河市区听报告、参加读书活动也
是不可缺少的。总之，我会不断学习，努力提高
自己，为新学期更好地教好学生、成就自己继续
努力。

■王学明：对于家长来说，不妨结合孩子的
兴趣爱好和性格特点，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给
孩子报个兴趣班，既能培养孩子的兴趣，也能让
家长省心。当然，也可以多一些放养式教育，让
孩子自己去安排暑假生活，家长只需在一旁做好
指导就可以了。当然，破解家长暑期看管孩子问
题，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参与，比如，有关部门
可以推出职工子女托管公益服务、开放青少年活
动中心等；社会公益组织、爱心人士可以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通过社区活动室、图书馆等来
对孩子进行集中看护；有条件的学校可以探索开
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活动，让孩子增长知识、开
阔视野、收获快乐。

■李耀伍：暑假既要休息，更要加油，家长
可在十个方面多管齐下：一是亲子阅读：静下心
读一读有关家庭教育方面的书籍，让自己以后教
育孩子更有底气、更有方法、更有智慧，让孩子
多一些世界名著，增加积累。二是关注自身：提
升自己本职工作的专业水平，家长优秀了，会潜
移默化地带动孩子向优秀迈进。三是深化亲情：
带孩子或送孩子去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起生
活一段时间，既让老人享受天伦之乐，又让孩子
感悟亲情、感悟生命。四是补足短板：和孩子一
起总结得失，利用假期补一下孩子的薄弱学科，
增强孩子的自信。五是发展特长：鼓励孩子发挥
自己的特长，力争更上一层楼，让孩子多一项特
长，就多一份自豪、多一条出路。六是培养习
惯：引导孩子反思一下自己的不良习惯，建立清

单，鼓励孩子逐个改正，可以给孩子一些奖励。
七是亲近自然：和孩子一起走向户外，旅游、参
加夏令营、拓展培训，培养孩子的意志品质。八
是共同持家：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参
与家庭事务，培养其家庭意识和责任感。九是牢
记安全：关注孩子安全，增强孩子的安全意识，
提高其自我保护能力和脱险逃生能力。十是未雨
绸缪：和孩子一起预习下学期的内容，既让孩子
轻松开始新学期的学习，又可让自己辅导孩子得
心应手。

■王春红：作为教师，很幸运能和孩子一起
过暑假，我给孩子的假期做了满满的安排：每天
一大早就送孩子去“上班儿”，回家路上我会满
载欢欣喜悦，因为这对我可是纯粹的、完全自由
的时间。回家后哼着小曲洗衣拖地、收拾家务，
待家里被拾掇得窗明几净、井井有条时，喝一杯
熬好的玫瑰花茶，开始阅读早已准备好的书籍。
累了就望望远处的风景，修剪阳台的花木，洗手
做羹汤。八月，我会带着孩子去外面的世界看
看。暑假，我们是多么幸福。

■华文菲：暑假里，父母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安全问题，水、火和孩子的情绪是父母需要
强烈关注的。二是手机问题，手机游戏是让孩子
热恋父母崩溃的产物，最好的办法是一起好好沟
通，立规矩，按规矩办事，父母先说到做到，管
好自己不违规。三是学习问题，父母要帮助孩子
规划假期课程，对薄弱的课程进行补习。四要给
孩子安排运动和玩的空间。其实孩子的假期是父
母最累的时候，做到以上几点不容易，很多时候
孩子不愿守规矩，父母一定协商一致，共同安排
好孩子假期生活，让生活更美好！

■郑曾洋：首先，将近两个月的暑假，是家
长陪伴孩子的好时光。家长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
间，陪孩子一起读书、一起锻炼、一起旅游、一
起做家务，千万不要把孩子往各种培训班里一送
了事。注意多跟孩子平等地沟通交流，跟孩子交
换对问题的看法，做孩子的好朋友，而不是严厉
的管教和不近人情的约束。其次，暑假这段时
光，孩子与家长接触的时间会比平时多得多，家
长必须要在方方面面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和行为
习惯，要展现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形象，做孩子的
好榜样。最后，家长还要在孩子学习和生活中遇
到困惑时，及时为孩子解疑答难，告诉孩子什么
是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远离的，从小引导孩子
向真向善向美，做孩子的好导师。

■薛桂梅：暑假是学生休息的大好机会，家
长们应该给学生一个休息调整的时间，让学生彻
底放松休闲一下。放松的形式多种多样，在征求
学生意愿的基础上，根据家庭的人力、物力、财
力来安排。如果家长有钱、有闲，可以亲自陪伴
孩子，那是最好的陪伴成长的机会。如果家长不
能亲力亲为，可以给孩子选择合适、靠谱的培训

班，那里是专业的培训机构，可以让学生学到知
识和技能，也可以让有共同兴趣和爱好的孩子们
组成互助学习小组，家长们轮流值班，以保证孩
子们的学习效果和人身安全。

■侯世民：孩子的暑假，家长应该这么过：
不能以报班了之，要多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给孩子营造宽松的积极向上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抽出时间与孩子一起开展户外活动，让孩子接触
自然、关爱自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培育社会
主义道德情操；带着孩子到图书馆、博物馆、文
化馆等场所去，去接触历史、了解文化，培养兴
趣爱好；给孩子一些动手动脑的锻炼机会，让他
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劳动，如扫地、洗衣
服等，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最后一项，也是最
关键的一项，增强安全意识，让孩子牢记安全，
如安全用电、河边水边安全等。

■薛文君：相比电子产品的毒害，我宁愿选
择辅导班。多希望设立专门的义务的托管机构，
不以课本知为主，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场地，让
他们回归天性，从竞争和虚拟的空间走出来，回
到属于他们的大自然中去。

■贾鹤：放暑假，对我意味着日常秩序的打
破，要根据自己的工作时间，妥当安排孩子近两
个月的学习和生活，重新建立一种短期有序的秩
序。我家孩子常年报有美术班和舞蹈班，假期都
会有一个月的集中培训期。整个七月周一到周五
都需要按部就班，只和平时上学的时间略有差
别。我认为，在给孩子的假期安排上，既不能撒
手不管，也不能事无巨细。我家孩子考试结束
后，只是比平时上学的节奏稍微放慢了一点，但
仍然坚持每天早读、做奥数和口算题卡、认真阅
读的习惯。我经常因为管理孩子严格而被同事戏
称为“虎妈”，每天早上送孩子时，看到大街上
形形色色的家长，我就知道，为了孩子未来的人
生更闪光，我会将虎妈进行到底。

■张一曼：对于家长而言，最怕的其实也是
过寒暑假。家长既希望孩子能在假期好好放松一
下，又怕孩子过于懈怠；既希望孩子利用假期好
好查漏补缺，又苦于不得方法抓不住要领。而我
们每个人又是有限的，那么，我们不妨就简单一
些好了。洗衣拖地在孩子眼里就是爸妈辛劳的代
名词；爸妈制作的美食看在孩子眼里便是暖暖的
爱意；读读书看看报能让孩子明白什么是学无止
境；每天运动可能就教得会孩子坚强和执着；一
次旅行能让孩子看到世界的精彩，顺带也许就懂
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真谛……

■下期话题：说说无用之美
欢迎读者朋友展开讨论，最好能整理成300

字左右的文字。以“姓名+文字内容”的形式，
发到邮箱 siying3366@163.com里，我们会择优
刊登。

孩子过暑假 家长怎么办

每年暑假，对孩子们是放松，对家长却
是考验和挑战。别人的家长是如何度过暑假
的？让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你言我语你言我语

■西贝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

的人民开始当家做主，我们的国家实力逐步增
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愈发强烈，我们的日子越
来越好。就从出门坐火车这个点来说，我们祖国
的发展变化可见一斑。

1997 年 12 月，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我第一次离开生活了十九年的家乡，入伍。当时
是去一个从没有听说过的地方，甘肃一个县城
——临洮，要坐火车去。当时那种心情是我一辈
子都忘记不了的，很高兴，终于可以坐火车了。
一群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大多是第一次坐火
车，都激动得很。在车上坐着，听着“咣当咣
当”的声音，心里美透了。就这样，我迷迷糊糊
地坐上了人生的第一列火车，晃晃荡荡地坐了不
知道多久，白天黑夜白天，吃了睡睡了吃，三四
个人挤在一张硬座上，看外面的风景，大家叽叽
喳喳不停，而后在一个半夜到了兰州，连夜乘坐
大巴车到临洮。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临洮比较落
后，不通火车，只能转坐大巴去。那时，谁会想
到那么多呢？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出行。

后来，坐车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入伍第三
年考上军校，我开始了独自一人坐火车的经历。
以后每年的休假，从西安到漯河，来来往往中，
我对火车已经熟悉了，知道了有各种类型的列
车。我每次休假坐的都是那趟从汉中至宝鸡没有
字母打头的普通列车，没有空调，只有几个风
扇，特别是暑假一来一回，人又多，天又热，风
扇也只能是无奈地来回摆摆头，起不了多大的效
果。

2009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

武广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列车最高时速
380公里以上。

我的第一次高铁之行是在2015年8月，天气
最热的季节。当时是去郑州学习培训，我们一行
六人都是第一次坐高铁。一踏进车厢，首先给人
的感觉就是舒服、干净、豪华、大气。大家落座
之后，都是激动不已，座椅可以自动调节，坐上
去舒服自然，像自己家里的布艺沙发一样，不，
比那个舒服多了。列车缓缓而行，几乎没有噪
音，也没有普通列车那种“咣当咣当”的奏乐
了，车厢门口上面还有液晶显示屏，显示着当前
室内温度和列车运行速度，设计是那么完美，行
驶过程中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颠簸。大家叽叽喳
喳议论个不停，都还沉浸在兴奋之中，可能有三
四分钟的时间，列车时速已达301公里了，放在
桌椅上的水杯几乎没有任何晃动，真是极稳极稳
的。果然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子弹一样的速度，
你喝杯茶的功夫就从漯河到郑州了，太令人震撼
了。此次出行共用时34分钟，比普通列车提前了
1个多小时，真是令人叹服。

当前，我国的高铁技术发展迅猛，已经冲
出国门，走向世界，是我们为之骄傲和自豪的
一张耀眼名片。高铁的到来扩展了人们的生活
半径，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让过去有
些奢侈的长途旅行，变成了一件平常事。早上
7 点从北京出发，你可以赶到天津的包子铺吃
一顿热腾腾的早餐，如果选择去石家庄、济
南、郑州，你还可以体验一下当地早高峰的忙
碌。如果你想午餐换个口味，去郑州、南京、
沈阳、上海、武汉、长春、西安，都不会错过
饭点。现在“朝辞北京西客站，夕至深圳亚龙
湾”或“朝辞北京西客站，夕至昆明滇池畔”可
以轻松实现。

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之国，像我们的铁路
发展一样，像奔驰在广袤大地的高铁一样，正在
飞速发展。毛泽东同志在《七律·到韶山》中的
一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表明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豪情壮志。我相信，在中
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华夏儿女们齐心协力，
伟大复兴中国梦一定会早日实现。

坐火车 说变化

■魏得强
表哥一般是遇到了难处才找我喝酒，

这一次也不例外，来我家喝酒，我不仅
要赔上酒菜，还要给他解决问题。最后
得到的是他一成不变的一句表扬：兄弟
不错。

三杯酒下肚，我马上进入状态，表现
出很同情的样子，说：“有什么难处你就
说，天塌下来有我这个兄弟给你扛着呢！”
奇怪的是，这次表哥并没有开始他苦大仇
深的倾诉，反倒还有些得意。这不像是他
的一贯作风呀？表哥眯起了他的小眼睛，
用手旋着酒杯，给我玩起了高深：“也不算
是个难事，只是我有问题总想找你这个秀
才验证一下罢了。”

说这话我信，表哥开着两家超市，比
我这个当教师的有钱，但生活中有很多
事，是钱解决不了的，还真得靠我来开导
他。

原来表哥这一次遇到的是喜事。表哥
家的姑娘小莹到了当婚的年龄，竟同时遇
到了两位求婚者，小莹姑娘拿不定主意，
但也不能脚踩两只船，所以才征询父母意
见，表哥自然想到了我。

关系到表侄女的前途大事，我不敢怠
慢，赶紧问明情况。原来，两个小伙子都
是小莹的高中同学，三个人还是好朋友。
关系一旦挑明，两个男士也不绅士了，一
下子成了情敌，这才让小莹拿不定主意，
答应了这个，那个怎么办？

我又不是婚姻专家，这事放我身上，
我也没办法。我只好和表哥边喝酒边看电
视。我忽然想到了两年前电视上热议的

“家风”话题。我眼前一亮，一杯酒一仰脖

子就喝了下去，拉过表哥：“有了，你只让
小莹问两位帅哥一个问题，我就能帮你解
决了。”表哥自来信我的，一拍大腿，一杯
酒也“吱”的一声进了肚里：“兄弟，就知
道你有办法，你说，我听！”

我把嘴凑近表哥说：“嘿嘿，跟着电视
节目学的，让小莹模拟一次电视台记者，
问两个小伙子的家风各是什么，问题就解
决了。”

表哥似信似疑，挠着后脑勺走了。
一周后表哥破天荒地搬来了一箱好酒

陪我喝。反馈过来的信息是这样的：帅哥
赵然的爸爸是某局的二把手，他爸爸信奉

“有钱能使鬼推磨”，当然了，这钱得来的
正道。另外，只要小莹嫁过去，好工作任
她选，而赵然早晚会走上仕途。帅哥王武
呢，名字起得和身材有出入，白白净净的
小伙子，还有些腼腆。家里是做钢材生意
的，这两年生意不好做，有些没落的样
子，小莹问到他们家的家风时，王武搔了
半天头才总结出来，他家里做生意一直信
奉诚信为本。但人太老实了容易吃亏，家
里生意被骗了两次，这才不敢对小莹许下
大愿。

看在表哥一箱好酒的份上，我准备给
他认真分析一下。小莹嫁了赵然，日子会
舒服自在，但是有风险，这样的家风移植
到赵然头脑中，早晚会出事。小莹如果嫁
了王武，表面上看着吃亏，时间长了可是
个优绩股。我的看法是……

没等我分析完，表哥举杯打断了我：
家风永远不过时，选女婿不能靠别人的家
风，我家的家风你知道的，那就是做父母
不独断，让孩子自己做主。

家风不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