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曾经在她五岁那年!来过她家"

他们两家原是世交! 然而那次会面的实际
情形到底如何!经过了这几十年!真是怎么也记
不起来了! 只是两人都因而有了一种朦胧的认
定#在她五岁那年!他们就已经见过面了"

在父辈的筵席上! 她偶尔会遇到那样的场
面#父亲举杯向一位朋友劝酒!那位伯伯坚决不
肯喝!父亲就会说#$怎么% 五十年前就认得了的
朋友!竟然连一杯酒的交情都没有了吗% &

说也奇怪! 原来千推万辞说是有心脏病有
胃病的伯伯忽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马
上举杯一饮而尽!并且容光焕发地
在众人的鼓掌声中转过来笑
着要父亲再来干一杯了"

那时候!她的心

里总会有一种温热的感动" 五十年' 五十年' 而
且是怎样流离颠沛的五十年啊' 在那样漫长艰
困的岁月之后还能与年轻时的朋友再相见!再
来举杯!这样的一杯酒怎能不一饮而尽呢%

她慢慢能体会出这种心情了" 在已经进入
中年的此刻! 能够有个像他那样的朋友坐在面
前! 听她一五一十地把最近种种苦乐的遭遇都
说了出来!实在是一种幸福"

而无论她说了什么!他都会默默聆听!间或
插进一两句话!剩下的时间!他总是用一种宽容
的眼神瞅着她!唇边还带着笑意!好像是在说#

(随你怎么闹吧!反正!我是从你五岁的时候就
已经知道你了" &

在那种时刻里! 她不禁要感谢那一直被她
怨恨着的飞驰的时光了" 就是因为时光飞驰!她
才能在短暂的几十年里! 一次再次地印证着这
种单纯的幸福" 她喜欢这种感觉!就好像无论在
多么阴沉的天空里! 总有人肯为她留下一块非

常干净又非常透明的蔚蓝"

那是只有五岁时的天空才能
有的颜色吧!而五岁时所有其
他的朋友们呢%

!席慕蓉"

聪明人也干蠢事
(聪明人总是比一般人多知道些事情!&纽

约市洛克菲勒集团的副总裁布兰丹)塞克斯顿
说!(因此很容易就会以为自己无所不知" &

!""#

年! 有人揭发名校斯坦福大学要纳税
人负担一些与政府研究工作无关的开支! 例如
买了一艘

$$

米长的游艇! 以及为大学校长唐纳
德)肯尼迪的新夫人举行了一个欢迎酒会"可是
肯尼迪不认错!他承认曾用公费支付一些(间接
研究费用&!包括购买餐巾*桌布以及在他住宅
里举行一次晚宴的开支" 他还说#(我甚至可以
理直气壮地说! 这屋里每一朵花都应该用间接
研究费用来购买" &肯尼迪用这种狂妄态度处理
这宗引起公愤的事!结果是自掘坟墓" (他似乎
认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完全正当的+++因为
是他做的!& 斯坦福大学里一个熟悉内幕的人
说" 不到几个月!肯尼迪宣布辞去校长职务"

(当一帮聪明人一致同意了一个计划!&美
国高峰通讯公司的执行总裁詹姆斯)韦斯利
说!(他们会对这个计划坚持到底!即使其他人
都已看到方向错误!他们也不会回头" &

不久前!万国商业机器公司就发生了一个
这样的例子" 几十年来!这家公司在电脑工业
中一直独霸一方" 后来!大型电脑的市场开始
衰退!消费者转为需要较小*较便宜的系统"然
而!万国商业机器公司的经理阶层没有料到这
场革命的步伐那么快速" 结果如何% 该公司在
过去两年共亏损了

%&

亿美元! 创下了空前纪
录!被迫要大量裁员"

要和别人合作顺利!听取别人的意见是非常
重要的" 可是!有些聪明人因为对思想比他们慢
的人不耐烦!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 (而这种不耐
烦!& 官能国际通讯公司的总裁罗伯特)舒佛说!

(可能是危险的陷阱" &某规模庞大饮品制造公司
的市场推广主管聪明又能干!但是他负责推销的
一种新饮品在市场上反应冷淡" 后来!他的上司
发现他的下属曾向他提出许多忠告!但他一概置
之不理" 他的解释是#(无能的主管才会听下属的
意见" &他的事业不久之后就走下坡路"

聪明人脑子里总是在想#(我的下一个高
招,,& 由于他们老是觉得自己无所不知!这
些聪明人都喜欢行险招!结果往往是聪明反被
聪明害!就像前美国参议员加利)赫特那样"赫
特曾被纽约时报誉为(当代美国政界最有智慧
的人之一&!

!"&%

年初!他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胜望极大"当时有传言说他有婚外情!他于
是向新闻记者提出挑战#(跟踪我吧" &他们真
的去跟踪他! 结果发现他和

$"

岁的模特儿当
娜)莱斯在一起" 一张小报刊出了赫特在游艇
(胡闹&号上把莱斯抱在怀里的照片后!赫特想
成为总统的美梦随即破碎了"这是他自己不顾
后果的结果" !#美$莫蒂梅%菲尼伯格"

!"#$

上大三时! 徐本禹在报上读到了一篇关于
狗吊岩小学的文章!读着读着!他哭了!那些孩
子太苦了" 他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助这些
岩洞里的孩子" 徐本禹在校园里开始为这些从
未谋过面的孩子们募捐! 呼吁大家和他一起利
用暑假时间到贵州支教"

当年暑假!徐本禹和
!

个同学坐上火车前往
贵州" 几经辗转!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猫
场镇狗吊岩村"

当暑假结束返校时! 狗吊岩的孩子们流着
眼泪!一直把徐本禹一行送到好几公里外"

一个孩子仰着头问道#(徐老师! 你还会回
来吗% &徐本禹含着眼泪!点了点头"他没有告诉
孩子们!他正在准备考研究生"

$##'

年
(

月
!)

日晚上! 徐本禹彻夜未眠!狗
吊岩村孩子们期待的眼光一直在他脑海中闪
现" 就在这个夜晚!徐本禹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
的一个决定#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到狗吊
岩村去帮助那些孩子"

$##'

年
%

月
!)

日!徐本禹带着
'###

册图书和
"

位志愿追随的同学一起来到狗吊岩村" 这里好
像一个信息封闭的孤岛!不通公路*电话!物质文

化生活极度匮乏!晚上只能点油灯照明!寄一封
信也要在周末走

#$

公里崎岖的山路到镇上"每天
吃的是玉米面*土豆和酸菜汤!晚上!满身乱爬的
跳蚤几乎让他们无法入睡" 没过多久!志愿者一
个又一个地离开了" 只有徐本禹留了下来"

徐本禹住在一间
!#

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
间里很少见到阳光! 这个小空间成了他学习的
乐园+++++一张桌子上摆满了书籍! 还有一些
书放在床上! 地上摆放着生活用品和好心人捐
的物品!原本狭小的房间变得更加狭小"

徐本禹在这里一周要上
)

天课!每天上课时
间达

&

个小时" 他自己负责五年级
!

个班!除了教
语文*数学外!还要教英语*体育*音乐等" 由于
信息闭塞!学生对外界了解极少" 徐本禹说#(这
里的学生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差! 有时讲了

!#

遍*

$#

遍的东西!学生还是听不懂" 有时!我气得
把书一丢!走出教室!可最后还是得回来" 这让
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诲人不倦.' &

$##'

年
!$

月
%

日!夜里下了一夜的雨!崎岖不
平的小路变得更加泥泞/由于何福洋和弟弟何伟
都没有来上课!徐本禹来到他们家" 当问他俩为
什么没有去上学时!何伟说#(没有鞋穿' &说完!

兄弟俩都哭了"当徐本禹把目光投向兄弟俩那沾
满泥巴的小脚时!心里一阵刺痛#自己穿着皮鞋
脚还冷!而他们却打着赤脚!他们怎么能够受得
了% 在回校的路上!徐本禹心里越想越痛,,回
到学校后!他拿出

*#

元钱托人给何福洋家送去"

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 学校的学生增
多了!现在!这里的学生从

!(#

人上升到了
$*#

人
左右" 慢慢地!孩子们可以听懂普通话了!与人
交流也不害羞了"

而徐本禹心里的孤寂!却只有向学友*师长
倾诉"

$##(

年
(

月!徐本禹回到母校作报告时!第
一句话是#(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痛苦!

有几次在深夜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我快坚持
不住了,,& 本以为会听到豪言壮语的师生们
惊呆了!沉默了!许多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报告会后!徐本禹又返回了狗吊岩村!依然
每天沿着那崎岖的山路!去给孩子们上课,,

(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把爱心传递下去!用自
己的行动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就是徐
本禹做出到贫困山区义务支教决定最充足的理
由! 也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支撑着他坚持下去的
原动力" !意林"

悦读
!"

!"#!

年
$$

月
%

日 星期六 责编
&

吴海兰 美编
&

徐月福

%&'( 带着感激走!我看好你
临近毕业时!不少医院来学校招人" 这天!班

主任心急火燎地找到我#(有一家南方的大医院
找院方推荐品学兼优的毕业生!我推荐了你" &我
连声道谢!表示一定珍惜机会"

笔试*面试*体检!一切顺利"招生办的人给了
我一份招聘简章!叫我一个月内报到"南方!繁华!

车水马龙!高楼大厦" 带着一连串的憧憬!我踌躇
满志地踏上列车" 按照简章上的地址! 下了火车
后!我又转了几趟公交车!才辗转到了位于郊区的
一家医院!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这里是大医院
的分院

+

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的职业理想是成为一名外科主刀大夫!但
医院领导硬是把我分到内科!美其名曰(锻炼综
合素质&" 想到还未正式定岗! 我也就勉强接受
了" 但让我忍无可忍的是!科里根本没把我当医
生用" 从搬桌子*扫地等体力活到修电脑*整理病
历资料等毫无技术含量的活! 几乎成了我的专
项" 我在忿忿中度过三个月!其间又被安排到门
诊轮转一圈!终于定在了外科"

外科是个大科!有好几十人" 初来乍到!我一
方面保持谦虚谨慎!一方面又刻意摆出聪明伶俐
的姿态!期待有一天能够进入主任的法眼" 一个
周末!我干完活下班!路过主任办公室!突然见他
招手#(你过来一下" &我拼命压制住内心的激动!

问#(主任!有事吗
,

&他拿出一摞资料!说#(近期
我要到医科大学讲课!你把这些整理一下!做个
课件!下周交给我" &这事不难!但要花工夫!本来
我准备用两天时间认真做! 可中途来了同学!多

喝了几杯!酒醒后!连夜加班!总算完成了任务"

第二天上班!主任召开科务会!要求我当众把课
件演示一下"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电脑!大约

*

分钟
后!他不耐烦地喊了声(停&!(你这是中学生的水
平!想让我去丢人呀

+

&我清晰地听到一阵窃笑!感
到透骨的悲凉" 说实话!这课件不算精致!但也不
是很差!或许他根本就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人" 从
此!我逐渐沦为边缘人物!这让我更清楚地看清
某些同事的嘴脸!他们有的自私自利!有的见风
使舵!有的尖酸刻薄"

煎熬了近一年! 我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寻找一片净土" 辞职之前!我与班主任通了电话!

讲述了自己的(悲催&遭遇!控诉了这家医院的无
良" 没想到!我没有得到丝毫同情!他说#(社会不
是真空状态!如果你只是看到阴暗面!说明你不
够成熟" 如果你是带着怨恨离开的!我绝不看好
你的未来! 因为你会发现第二家* 第三家更糟
糕" &班主任的话像鞭子一样抽在我心里!我留了
下来!开始不断反思"

既然不受重用!那我就把抱怨的时间花在力
所能及的事情上#每一次病历的书写!我都像练
习书法一样一丝不苟!并按照教科书的标准字斟
句酌0机关组织医学讲课竞赛!我让在美国的同
学把最前沿的医学理论翻译过来!然后充实在讲
稿中0业余时间!我尝试着把医学理论与工作实
践相结合!撰写医学论文" 那段日子!我过得很充
实!内心萌发着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

年终!科室开展先进评比" 全科人员无记名投

票后!科主任宣布名单!竟然有我
+

主任见我目瞪口
呆的样子!笑着说#(小伙子!看来你的变化大家是
有目共睹的!祝贺你"&一片掌声"这一年来!我的病
历书写获得了全院第一! 医学讲课获得了二等奖!

医学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 本来我以为!这些小成
就别人根本没放在眼里!这件事!让我悟出一个道
理#想要赢得别人的尊重与认可!就得做出成绩!抱
怨*愤怒*消极只会适得其反"

渐渐地! 我发现身边的同事不再是自私*冷
漠与功利的了!他们更多是负责*上进与体贴" 他
们对我!似乎也不再是轻蔑或视而不见!闲暇时!

经常有人来和我聊聊家常!嘘寒问暖一番" 后来!

我读到一句古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
应如是&!顿有感悟" 人的感情也是相对的!和同
事相处!你只看到对方的缺点!对方对你也不会
有好感!你多看看对方的优点!对方同样会对你
产生亲近感"

工作第三年!我考上了研究生"不料!临走前!

又被主任训了一顿"那天一早!他怒气冲冲地责问
我#(

'"

床的病人怎么回事
,

& 原来!

'"

床的病人跑
到院里投诉!说管床医生不负责任"可

'"

床的管床
医生并不是我!主任显然弄错了!换作以前!我一
定会迫不及待地极力辩解!甚至会扬长而去"而现
在!我只是默默承受他的暴风骤雨" 中午时分!我
瞅准机会!敲开了他的办公室"我先把手头的工作
汇报了一下"然后话锋一转#(主任!还有点事跟您
说一下! 上午您可能误会我了,,&(我已经知道
了" &他打断我!并没有安抚的意思" 我悻悻地告

辞!他却叫住我#(你坐" &他问我#(研究生毕业后
有何打算

,

&我愣了一下" 他又说#(我可以向更高
的平台引荐你" &(您不希望我回来

,

&(人往高处走
嘛"再说!我这儿又不是离了你不转了"&最后一句
话!令我既感激又放松"

研究生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决定去别
的医院发展" 给班主任通报这一消息时! 他说#

(你是带着感激走的!我看好你" &是的!这里盛满
了我的感激之情!它教会了我全面辩证地看待社
会!教会了我用成绩去赢得尊重!更教会了我如
何为人处世*如何面对批评!所有的这些!必然会
为我的下一站拓展更大的空间" !朱晖"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0 五岁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