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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门口有两家卖水果的，水果装在卡车
车厢里，品种基本一致——春秋冬季卖红富士苹
果，夏季卖水蜜桃。然而，靠马路里边的一家生意
总是很好，另一家则门可罗雀。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质量问题，两家卖的苹果都是上等红富
士，又大又红，卖的水蜜桃也都鲜嫩诱人；也不是
价格问题，两家价格一样；更不是态度问题，两家
卖主都是夫妻两人同上阵，相当亲切，遇到零头，
他们都会慷慨地抹掉。

我天天路过那里，买水果时两边都会买，也没
发现原因。直到最近水蜜桃上市，我发现了区
别。靠马路里边的一家，车厢里虽然也装满水蜜
桃，但多半都装在纸箱里，露天摆出来的不多，个
个桃尖粉红，鲜嫩诱人。路外边的那家，车厢里
的水蜜桃也鲜嫩诱人，却都被拿出水果箱，圆滚
滚地挤在一起。

东西大同小异，是买者的心理在作怪——
路里边的一家，摆出来的虽然少，卖相却极好，几

乎个个都是上等水果，买者挑选余地小，摸到哪
个就买哪个。

而靠马路外边那家，摆得满满一车厢，买者以
为都是卖不出去的，对质量有所顾虑。就算有人来
买，因为挑选余地很大，也会捏来捏去地选，被捏
过多次的水果很快变软，卖相差，口感也差了。

水果买卖，如同人际交往。有人对待朋友，
恨不得把自己全部扒拉开，以示真诚。有的人却
张弛有度，与人相处该示人的示人，没必要示人
的绝对不示人。心理学家霍曼斯曾经提出，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换，如同商品
交换一样，都希望得到的不少于付出的。如果得
到的多于付出的，就会让人们心理失衡。一方面，因
担心无法回报对方而产生愧疚感；另一方面会怀疑，
对方是否有特殊目的，也就有了挑三拣四的心理。

人际交往就是这样，对方需要了解什么，你
就展现什么，这样，对方就不会因你的“过度投
资”而产生压力。 （李静）

一个纸箱的距离

有驾照

跟闺蜜们去山区玩，闺蜜老公开

车。一路都是盘山路，路很窄，只够

两辆车并行，掉下去就会粉身碎骨。

突然闺蜜老公扭头，自豪地说了一

句：“咋样，看我像不像有驾照的？！”

顿时，车里静了……

最短的路

若干年前，英国《泰晤士报》曾出了一

个谜题，公开征求答案，题目是：“从伦敦到

罗马，最短的道路是什么？”很多人拿着地

图研究，试着从地理位置上找答案，结果都

落选了，只有一个答案获奖，那就是“一个

好朋友”。是的，一路上有好友相伴，沿途

说说笑笑，很快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有一句话说得真好：“一个人走，走得

快，但是一群人走，走得远。”的确，没有人

软弱到不能帮助别人，也没有人刚强到不

需要别人的帮助。人生的旅途上少不了朋

友的相伴，可以一起分享快乐，分担痛苦。

因为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快乐，而分担的

痛苦却是一半的痛苦。

花一些工夫，为自己找几个志同道合

的朋友，也花一些工夫，努力成为别人的

朋友。 （魏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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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学忠，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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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腹木棉树、小叶榄树、红花风
玲树、雨树。电话：13078968696

新城吾悦铺面招租
二楼，正面向椰海大道。370M2，可分割。1888926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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