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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走进心灵花园

责编：徐婉青

活在当
下，行所当
行，请看明
日本栏。

几天没吃到绿叶菜了，面对这一小把盼来的芹菜，
满心欢喜。冰箱里还有两块豆腐干，是昨天邻居支援
的。想着这把芹菜炒豆干可以有浅浅一碗，米饭入口
时搛几根，搭搭味道，是可以对付一天的。
我小心翼翼地清理着这把芹菜，老茎也舍不得丢

弃，烧不酥不是可以加点小苏打吗？这样想着，冷不防
被一嗓门震住了：侬哪能把叶子都摘了？咦，芹菜叶不
是一向不吃的么？我说。唉，现在啥情况啊？老习惯
好改了！老伴痛心疾首。这个厨房油盐从来不沾的
人，现在竟这样清醒，实在让我这个“马大嫂”惭愧了。
我赶忙把散落在垃圾桶里的芹菜叶一片片捡起来，清
洗好滤干水，装入食品袋藏进冰箱里。是呀，往后几天
再吃不到绿叶菜，这点芹菜叶不是可以
安慰一下嘴巴吗？
其实我从来是个与浪费为敌的人。

从小到大，每餐吃完，碗里从不会落下一
粒米饭，隔夜菜只要没变质也是吃的。
想起去年有熟人请我们分享凭券领取的
单位福利米，精致的包装打开，竟有一股
霉味。米没异样，也没过期，我疑心自己
过敏，让老伴也来闻，他也闻出了霉味。
怎么办？我俩都有点愣神，决定把开袋
的米，让风吹几天看看霉味会否散去。
一周后霉味依旧，最后还是老伴下了决
心：霉米有黄曲霉素的，只能扔了！夜里
老伴拎着两袋共十斤米进了小区垃圾
房，回来对我说，就像做贼一样。是呀，
我心里也不好受，要知道活了大半辈子，
从来都没丢弃过这么多米呀！
我们这代人节俭不浪费的习惯，大

多源于自身的经历和家教。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期，我八十岁的老外公常关在自己房里用晚餐。有一
次我好奇，把房门打开一条缝朝里张望，发现外公伸出
舌头在舔手中的粥碗。于是我吃完饭也开始舔起碗
来，被一旁的父亲刮鼻子笑我没出息。后来见走出房
间的外公摸着白胡子，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外公是
个读书人，一向讲究礼仪体面，想来他独自关门用餐，
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他这番举动吧。而年幼的我仿效外
公，倒不是即刻懂得了要如此节约粮食的做法，而是因
为爱着外公，觉得外公的一举一动皆可为榜样。不过
后来外公还是跟我讲了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的道理。
在食品稀缺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有件窘事是

我们大家庭里至今常当笑话提及的。那时家里悄悄养了
一只母鸡，某天已经停止下蛋多日的母鸡，突然又下了个
蛋，这让两个弟弟欣喜若狂，商量下来决定用这只蛋炖碗
蛋糊，每人可以吃上几口。蛋炖好，兴奋过度的大弟，用
两根筷子串起钢精锅两侧的把手，谁知锅一晃，一碗蛋糊
全部打翻在地，傻了眼的兄弟俩醒过来后做出同一个动
作，一个合扑身体朝下，竟张开嘴把地板上的蛋糊一块块
吃进嘴里，不一会儿，地板差不多已干净。
岁月静好的日子里，这份窘迫，这样的不成体统，

是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的。但在困难时期，一切似可
理解。我在想，如果碰到灾荒年粮食不够吃，两袋有霉
味的米，还会扔掉吗？
这次疫情困在家中，楼上一位年轻妈妈，在微信群

里告诉大家：我家宝宝现在可懂得爱惜食物了，一杯牛
奶一个面包都吃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呢。宝妈说这是
坏事变好事的例子呀。

徐
慧
芬

习
惯
改
不
改

我是一直读安徒生童
话的，它是我的常年书，最
好的中文版放在桌上，好
几十年近在咫尺。绿颜色
封面，薄薄的十六本叠成
一个很无限的高度，这个
高度并不是眼睛看得出
的，而是经常翻翻读读
间，在心里渐渐走出、量
出的。
的确是几十年了。

那是我上大学一年级时，
住在郊区的子明在镇上的
书店买到的。那时，这一
套书刚出版，它和其他一
些大经典文学的出版一
样，都是对一个新的文化
时代的庆祝和欢呼，半夜
三更在书店门口排着长
队，第二天开了店门欣喜
若狂奔进去买。漫无目标
地度过了乱荒的十年，没
有书读，语句已生硬，都非
常想念文学想念童话了。
那个夜晚，住在对面

寝室的子明，走过来轻声
问我：“安徒生童话你要
吗？”我说：“要！”他说：“下
个星期我带给你。我是在
镇上书店买到的，没有几
套，我认识经理。”
从第二个星期开始，

每个星期日晚上返校，他

就带一本给我。一共十六
本，他几乎带了十六个星
期。最后一本是《幸运的贝
儿》，拿到最后一本的时候，
我心里也有些像幸运的贝
儿，终于全了，放心了。

价钱是六块五毛六。
那时的钞票真是贵重也很
有尊严。
我数着钱付给他的时

候，他又说：“很难买的，我
认识经理！”
我谢谢他的时候，他

说：“我知道你会喜欢！”
他买下了又卖给了

我，他也一本本读了，读完
一本给我一本，我一本一
本得到，方式很奇特。我
是带薪上学的，他是学校
发补贴。我的工资是33

元。农场知青考取大学可
以带薪。
《幸运的贝儿》第一段

写一幢漂亮的房子，主人
非常富有，他可以在客厅
里摆出两桶金子，也可以
在房间门口放一桶金币，
作为他儿子将来的储蓄。

这一套童话从此成为
我生活里的金子、金币，放
在桌上。
绿封面上印着安徒生

的名字，也印着叶君健的
名字。他们是我桌上每天
都在的两个名字，几十
年近在咫尺，天天看见，
一个灿烂，一个耀眼。
用安徒生般的文笔

来写，可以是这样：“从
前有一个会写字的人，他
的桌上除了笔和纸，还有
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名
字印在一本书上，一个在
前，一个在后。至于这个
人自己的名字当然是写在
他自己的书上，这个道理，
从他没有开始写书时就已
经知道，这是一个可以让
人光荣的道理。不过他的
书永远不可能比这一本伟
大，可他还是努力写，因为
至少他可以把它们放在伟
大的书旁边，放在伟大的
书旁边，会被光芒照到。
他会喜悦地对人说：‘我的
书上有光芒！’即使没有人
愿意读他的书，他也会对
自己说。这样说说，也是
活着的意义。活着总得有
个意义。”
在中国，叶君健的名

字是和安徒生的名字最搭
的，他把安徒生的童话译
得太像安徒生写的，丹麦
也是这么认为，为他颁发
了奖。就如同巴尔扎克的
小说在中国，他的
名字旁边必须出
现傅雷，如果不是
这样，那么连翻开
阅读的热情也会
低落。
文学翻译家，是让你

读懂另一种语言的文学的
人。如果正好他又很杰
出，那就不只是转述出大概
的故事、意思，两种语言，被
他牵牢在一根缰绳上，前后
左右都在手中，上马是全
景，下马在细节，原本的那
个文学是个完美艺术，他牵
了走必定处处风光。领略
不尽，所以流连不离。缭绕
成你心空晴朗的一块，或是
淋湿了你，说不清究竟是因
为那个原文字的写成人，还
是现文字的这个译成者，反
正你的确是读着走着在你
认识的文字里。
从前的人都是用笔写

的，那支笔也是他们各自
的缰绳，牵着心里的大马，
朝着一个方向，安徒生和
巴尔扎克都是用鹅毛笔。
巴尔扎克的小说叠在

一起太厚了，安徒生的童
话不厚却叠成无限高。读
着它们不是为了找到发财
指南、写作秘诀，现实也
好，浪漫也好，都是为了人

的眼睛、心里……人
是活在平常人间的，
文学把平常人间写
成枝头站立，写成
更高的空中漫步，

能和它近在咫尺，顺手捧
起，放下在身边，说不上究
竟会有多少意义，至少会
有宁静，诗性向往，和度过
的光阴愿意相处和气，不
是总怒火冲天，更不干出
恶事……这都不属于文艺
学里的描述，我现在也不
是在上文艺学的课。
《海的女儿》也是写给

人的眼睛和心里的。给想
成为人的人。它是一篇长
诗般的童话，叶君健译成
了童话长诗。深海中的小
鱼觉得人高贵，想成为一
个人，寻一条实现之途，结
果却落得命也难保。活着
的法则在无数的人那儿就
是活着，可是小鱼却断然

拒绝为了活着而让另一个
生命死去。她扔弃刀子，
自甘化为泡沫。她难道真
的成为泡沫了吗？她分明
成了真正的人！她在哪儿
呢？请往长着双腿的无数
人群望去，那些活出了人格
的都是她！这样的人一直
不很多的，所以还需要很久
的进化。近在咫尺地放着、
读着，正有进化的意义。
安徒生的铜像我是倚

靠着站过的。巴尔扎克的
家我也到过，见过那张小书
桌。站在同学家的窗口看
见过傅雷先生家的窗口。
那都是瞻仰。但是叶君健
先生我是真见过，两次都在
海边，参加相同的会。
第一回那次，我走在

路上，猛然看见前面走着
他。我不好意思超过，放
慢脚步。我是想找个文具
店买本子，他也在找文具
店，走了蛮不近的路才找
到，就先后走了进去。
他问店员有没有圆珠

笔的笔芯。他买了一支，
好像是一毛钱吧？然后他
就离开了。
几年后，在另外一个海

边，和他合影，我对他说起
上一次的行走，说起他买一
毛钱的笔芯。他说：“那个
文具店还不近，走了好久。”
我还说起了那套绿封

面书。他说：“是一九七八
年出版的。”
我说：“我每天都放在

桌上。”
他高高个子，智慧十

足，眼神清高，笑容却温
和，帅得十分少见！现在
想想，也还是瞻仰。
安徒生年少时站在家

乡河边练歌喉，有人告诉
他，东方有个古老国家，那
儿有个很漂亮的王子，一
定听得见他的歌声。
他的确听见了，就把

他的歌翻译成了古老国家

也喜爱的书，文采特别年
轻和飘逸，还充满孩子气
的滑稽，他翻译得太好！
他走了很不近的一段路，
认真地去买一支一毛钱的
笔芯——太普通的缰绳，
我在他身后的背影里。
我的这个童话也写

完了。
（2022年5月13日）

梅子涵

童话小事

疫情期间，随着上网课的
时间延长，亲子相处的时光也
明显增多。让很多家长郁闷的
是，花了不少时间精力陪孩子
写作业、玩游戏，孩子却不领
情，不是横眉冷对，就是伺机偷
懒。家长不禁提出疑问，到底
怎样的陪伴才是有效的？
由陪孩子写作业引发的家

庭矛盾大概是很多父母都经历
过的烦恼，有网友调侃：“不写
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
飞狗跳。”这其中有一方面原因
是孩子心智尚未成熟，自控能
力较差，尤其是低年级孩子，注
意力集中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
半小时。另一方面原因则是很
多父母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问题，
在陪孩子写作业时，不是严防死
守就是一心两用。前者让孩子
反感，引起他们的逆反心理，即

使不敢抗议，也会用拖拉磨蹭来
表示自己的不满。后者更糟糕，
孩子写作业时，爸妈看似严厉，
转身就看手机，刷视频非但无法
起到陪伴的作用，还会对孩子形
成干扰。
家长想要做

到有效陪伴，首先
要掌握好陪伴的
分寸感。对孩子
每天的作业量做好规划，根据不
同的学科，不同的任务进行分
类，预算好时间由孩子独立完
成，如果超出规定时间，孩子没
有完成作业，可以收走孩子的作
业本并告诉他：“时间已经到了，
写不完也不用写了，你明天自己
和老师解释”。让孩子承担拖拉
造成的后果。父母要让孩子明
白学习是自己的事，父母能够陪
伴，但无法替代孩子学习。

育儿心理学中有一种说法
叫“直升机父母”，意思是父母
好像直升飞机一样盘旋在孩子
上空，时刻监控着孩子的一举
一动，纠正孩子的错误，指点孩

子的行为，企图让孩子按照自
己设计好的航线行进，这种类型
的父母有很强的控制欲，他们恨
不得一天24小时都掌握到孩子
的行踪。结果父母筋疲力尽，孩
子却一心想要逃避，这种陪伴已
经变质，变成了一种监督，孩子
在这种密不透风的陪伴中无法
呼吸，疫情中，父母居家办公，孩
子更有这样的压抑感。
高质量的陪伴需要亲子之

间的互动，而不是军事化地发
号施令，爸爸妈妈在陪伴孩子
的过程中，要创造一个民主的
家庭氛围，把孩子当成独立的
个体，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尽量

用询问的口吻：
“你觉得……怎么
样?”或者是“你认
为……可以吗？”
不要用肯定的句

式，如“你应该”或“你不准”。
很多父母认为，给孩子创

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就能给孩
子带来快乐，孩子物质上的需
求，只要在能力所及，都想方设
法满足，却很少和孩子有精神
上的交流。
他们站在家长的视角俯视

孩子，觉得孩子还小，什么都不
懂，从未想过融入孩子的世界，
去了解孩子的想法，这样的陪

伴是无效的，只能说是一种陪
同，即使投入再多物质，孩子也
感受不到父母的关心，只觉得
父母居高临下。
孩子更多时候需要父母精

神上的鼓励和关心，因此，无论
有多忙，都不能忽略和孩子的交
流，对孩子的问题，认真回答。
如果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也
要真诚地表示：爸爸妈妈现在还
没想到，需要考虑，明天再答复
你。不要用草率的话敷衍孩子。
陪伴，说到底，是一个目送

的过程，看着孩子慢慢长大，渐
渐远离自己的视线，成为一个
独立的更好的自己。

小 树

不做“直升机”父母

疫情带来的一大变化是许多公司
实行了弹性工作制，有些机构还允许职
工居家办公。初看之，这些措施非常人
性化，很有利于职工，特别是当职工有
年幼孩子需要照顾，或是经常要陪伴年
迈多病父母去医院看病等，居家办公模
式会成为首选。
切勿高兴过早，凡事都有正反两方

面。当“朝九晚五”的办公室作息时间不
再存在，当公司的组织架构不再清晰，当
办公室的规范不再具有约束力，导致个人
生活和工作的界限趋于模糊等等现象的
出现，对于雇员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
表面上看，居家办公可以自己决定

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工作效率较高，但
这仅仅是自我感觉而已，很多情况下，
其实并不是工作效率高，而是工作时间
更长而已。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对
疫情时期的网上上班时间作了研究，根
据对2.1万多家公司的调查，平均工作
日增加了8.2%。
推行居家工作的机构有一个特点

——管理模式越来越扁平化。这种扁平化意味着上层
的员工可以直接给一线工作的人下达指令，而不用像
以往那样一级一级地照章办事，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减
少了中间环节，提高工作效率，但它有弊病，那就是雇
主可以从容地在非正规的工作环境中让员工承担更多
的工作，而不用提升他们的职务。
居家工作离不开视频

会议，同事之间可以互相
看到对方的居室、客厅等，
而某些私人生活的场景人
们原来是不愿意公开的。
另一方面，居家工作使这些
新员工缺少正规的培训，他
们容易违反公司的常规，因
为隔离的环境使他们难以
得到老员工的言教身传，也
难以和上司及时沟通。
界线模糊带来的另一

个问题是容易使人不堪重
负，因为职场竞争激烈，员
工大都倾力而为，力争好的
工作业绩，以满足奖励机制
的要求。没有“朝九晚五”
的作息时间，容易连续工作
直至透支健康。所以，不要
笼统地说“朝九晚五”好，还
是“居家工作”好，应当去做
的是审视一下，哪些对职工
有利的规定由于新冠流行
没有得到执行？现在就应
该恢复这些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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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谁在某本书里振振有词地说，
春梦是无序的，而冬梦有序。
其实，所有的梦都是有序的，只是人

们无从知晓，愚蠢地以
为梦是飞翔着的，其实，
梦是踏踏实实走来的，

有着无数叫人拍案惊奇的细节和情节。
一直以来，梦都有着它自己独特的

气质。是的，有谁做过一模一样的梦？

詹政伟梦其实都是有序的

《彜女》（局部）（中国画） 崔楚昕

子涵夜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