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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巧要下山

蒋叔叔是咱们家的人吗?

回到家，卫君梅没有再给两
个孩子安排活儿，让两个孩子玩
去吧，或看电视去吧，她自己到
小灶屋里去做晚饭。这里的人
煮玉米，不是把玉米的包皮全扒
光，而是只扒去外面的老皮，厚
皮，留下里面的嫩皮，薄皮，连皮
在清水里煮。他们说，这样煮出
来的玉米还带有嫩玉米的清香
气，好吃得很。卫君梅本来也想
煮带嫩皮的玉米吃，想到那样做
饭太省事了，不像一顿正儿八经
的晚饭，就没煮。她挑出两穗嫩
玉米，剥成玉米豆，放在锅里
煮。待玉米豆煮熟了，再搅一点
面糊下进去，做成玉米稀饭。她
还馏了馒头，炒了南瓜菜，把饭
菜摆在大屋里的方桌上，才招呼
两个孩子吃饭。丈夫陈龙民曾
对她说过，看一个人的老婆聪明
不聪明，心眼够不够使，有一个
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看她会不
会做饭，做的饭好吃不好吃。如

果她做的饭火候合适，味道不
错，让人爱吃，就表明她是一个
聪明老婆，起码心智没什么问
题。而如果一个人的老婆做的
饭，不是生了，就是糟了，不是咸
了，就是淡了，就很难说她是一
个聪明老婆，过日子就差点儿
劲。陈龙民每次吃卫君梅做的
饭，都一再说好吃好吃，我老婆
做的饭真好吃。言外之意，陈龙
民是在夸她真聪明。得到陈龙
民的鼓励，卫君梅总是百样生法
给丈夫做好吃的。卫君梅记得，
陈龙民还跟她说过，一家人做饭
认真不认真，代表着这个家庭的
趣味、气氛和心劲。如果一家人
老是马马虎虎，凑凑乎乎，饥一
顿饱一顿，就表明这个家庭的人
对家庭生活不是很热爱，气氛不
是很和谐，过日子的心劲也不是
很足。卫君梅觉得陈龙民的话
很有道理，把陈龙民的话牢牢记
在心里。陈龙民去世后，她的心

魂没有散，心劲没有撤。表现在
做饭上，每顿饭她都提前计划，
认真对待。她有心气不顺的时
候，也有生病的时候，但只要到
了做饭时间，她必定按时去做
饭。她是为了管住自己，也是为
两个孩子做个样子。她给两个
孩子碗里都盛了不少玉米豆，问
孩子，玉米豆好吃吗？两个孩子
都说好吃。她说：锅里还有，吃
完这一碗，妈再给你们盛。

慧灵说：我们自己去盛，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

卫君梅夸慧灵说得对，说人
人都有两只手，靠谁都不如靠自
己。她又说，咱们自家种的玉
米，自家收回来的玉米，吃起来
格外香。

这时慧生提出了一个问题：
蒋叔叔是咱们家的人吗？蒋叔
叔指的是蒋志方，蒋志方给慧生
买过电动小汽车，还教慧生背过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慧生

对蒋叔叔是熟悉的。
慧灵先做出回答：蒋叔叔不

是咱家的人，他是外人。
什么是外人？
还是慧灵回答：外人嘛，就

是别人家的人。
那蒋叔叔为啥割咱家的玉

米呢？
慧灵嫌慧生的话太多，比碗

里的玉米豆还多。既然慧生的
话比慧生碗里的玉米豆还多，她
应当把慧生碗里的玉米豆捞出
一些，帮慧生吃掉，然而，她却从
自己碗里用筷子夹一粒玉米豆，
送到慧生面前，让慧生张开嘴。
慧生张嘴把玉米豆吃到了，她才
说：我看玉米豆能不能占住你的
嘴。

有话好好说，卫君梅觉得慧
灵不应该这样对待慧生，她解释
说：蒋叔叔不要咱们家的玉米，
他帮助我们家收玉米，是在做好
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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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片玉米，三天两天收不
完。卫君梅刚要对郑宝兰说，今天
就干到这儿吧，这时玉米地里又进
来一个人，来人身穿印有龙陌煤矿
字样的工作服，手持一把镰刀，径直
向站立着的玉米走去。来人不看卫
君梅，也不看郑宝兰，像是直奔玉米
而来，眼里的目标只有玉米。这个
人叫蒋志方，他只叫了一声嫂子，只
管接着割玉米……

推/荐/理/由

本书囊括工作与生活中最常
出现的66个说话误区，用轻松有
趣的方式一一解答这些“为什么”，
深入浅出剖析说话技巧，让你豁然
开朗，迅速成为每句话都让人愿意
听的说话达人！

推/荐/理/由

这是一部真挚感人的爱情小
说。男女主人公因七年前的一次
邂逅，彼此倾心，经过了七年看似
根本无望的等待，爱情之神才翩然
而至。作品不仅叙述了两个年轻
人的浪漫爱情经历，同时剖析了社
会转型时期人们理念的变化与成
长，既有对人性自由的关怀，又有
对道德自省的拷问。

为什么你的开场白总是冷场?

秀巧从大树小牌子旁走过
又回来、回来又走过、走过又回
来，在这块牌子前站了很久很
久，也看了很久很久，她仿佛处
于云雾之中，又仿佛异常清醒；
她仿佛遭遇一团乱麻，又仿佛弄
清了原由。她既异常兴奋高兴，
又十分忐忑失落，她既想弄清楚
这牌子上写的一切，又特别害怕
牌子上写的东西水落石出。远
方，肯定就是自己爱的男人远
方，因为远方不止一次给她讲了
远方与梦玲在香山邂逅的故事，
聪明的张秀巧从落款就知道：其
实远方等的爱人且思念的女孩
子就是这个梦玲。在这个世界
上远方讲的这个女孩子叫梦玲，
原以为是姓孟名玲，但四年前，
从左梦玲写给远方枫叶夹里的
字条里知道她不是“孟玲”而是

“梦玲”，这一次看牌子，秀巧知
道，也许有许多个叫“梦玲”的
人，但在香山上与远方邂逅的人
能有几个，发誓一直等远方找远
方的“梦玲”又能有几个，而能够
在千年古槐树公开表达爱情的

“梦玲”又能是谁？肯定是她，就
是远方爱恋的、永不愿放弃的爱
人梦玲。

题目写的远方，小字却清楚

写明是“袁方”，这分明与枫叶夹
里的“袁方”是一致的，题目用的
是谐音，也意在说明“袁方”可能
在远方。张秀巧长吁了一口气，

“嗳……”真为远方哥高兴，他终
于找到心上人了。但同时秀巧
又变得焦躁不安，变得懊悔不
已，真不该爬灵山头，真不该拜
真灵寺，真不该上龙凤顶，更不
该看“合欢树”，真相大白了，自
己怎么办，毕竟她与姚远方有一
个十年后的承诺，现在已经七年
了，再过三年，如果姚远方找不
到这个左梦玲，像远方这样顶天
立地的男人，是不会不兑现承诺
的。可现在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张秀巧在合欢树下，在
左梦玲的留言牌下坐了很久很
久，一直到她不得不离开的时
候。

张秀巧从灵山头龙凤顶合
欢树下回来以后，整个人都变
了，过去那位活泼、热情、机灵、
好动，嗓门脆、笑声朗的美丽姑
娘变得沉默寡言，眉头紧锁了。
开始人们并不在意，但三天五
天、十天八天，两个月过去了，人
们发现了。更早发现的是姚远
方的父亲姚大壮，是姚老爷子把
姑娘从老家带出来的，姑娘上山

六个月后，发现远方并不喜欢
她，一气之下下山回了老家，但
下山一个月后又回到了山上。
张秀巧回来的理由，是她自己找
的，我不聋又不傻，也不丑，你姚
远方凭什么不喜欢我，我就在你
身边，一定让你爱上我。张秀巧
这么一回来，在山头一待就是四
年。四年之中，姚远方的确发现
张秀巧的许多优秀品质，知道她
是一个美丽善良、能干聪慧的姑
娘，远方欣赏她、尊敬她，甚至也
喜欢她，但同时远方也实实在在
告诉她，自己已经有心上人，已
经有爱的人了，并多次给秀巧讲
他与梦玲传奇的爱情故事，特别
是他上山三年后发现梦玲夹在
香山红叶诗里面的爱情誓言，让
张秀巧这位心地善良的山里姑
娘也感动得热泪迸流，感慨不
已。而现如今，一切都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了，秀巧感到这四年多
的坚持和等待，变成了竹篮打水
一场空，变成水中捞月全是虚。
而且做到这一切的正是自己的
求神拜佛——她怎能不沮丧、怎
能不丧气、怎么能不沉默寡言和
萎靡不振呢？

秀巧是姚老爷子认可的“儿
媳妇”，“儿媳妇”的喜怒哀乐无

不牵挂着老爷子的神经。
姚老爷子非常慎重认真地

把张秀巧叫到了身边：
“闺女，你碰到不舒心事

了？”
张秀巧摇头。
“闺女，你是不是得啥病了，

我是你大……”
张秀巧依然摇头。
“巧儿，闺女呀，是不是远方

那混蛋小子惹着你了？”
张秀巧依然低头不说话。

“闺女……”
“闺女？”
张秀巧突然站起来：“大，我

要回老家”。说完，低着头哭着
跑走了。

张秀巧说到做到，因为姚远
方忙于竞选场长，她告诉远方父
亲：“大，远方竞选完，我就回
去。你跟我一块走，还是留在山
上，您自己定，但我一定要回
去！”

姚老爷子想找姚远方问清
楚，但远方已经在竞选的关键时
刻，姚老爷子要去找他问个明
白，但被张秀巧坚决制止了：

“大，您放心，等远方哥忙完回
来，什么都会明白的。

（2）

演讲者要想用三言两语抓
住听众的心，确实不容易，因为
每个人都有自己感兴趣的话
题。你在上面说得唾沫飞溅，台
下有的听众可能已经呼呼大睡。

那么，我们在演讲时应该怎
样说，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引发众
人的兴趣，从而避免冷场呢？

刘成所在的学校要推选出
一名学生会主席，并组织了一场
竞选演讲，刘成也报了名。他为
演讲做了充分准备，反复修改演
讲稿，甚至还提前在朋友面前进
行了试讲。

在正式演讲的那天，刘成一
脸严肃地走上台，开始了他的演
讲：“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
学们，大家好。站在这里我感到
很荣幸，首先我要感谢……”就
这样刘成用了 5 分钟时间满怀
深情地说完了自己的开场白，却
发现台下的同学们大多数都在
玩手机，个别学校领导还打起了
哈欠，没有一个人响应他。刘成
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别急着用那些惯用的“很高

兴来到这里”之类的客套话作为
演讲的开场白，因为那只会让人
感觉到无聊。陈词滥调是演讲
的禁忌，大部分演讲都是被那些
不痛不痒的客套话拖入冷场
的。那么，怎样让你的开场白赢
得众人的喝彩而不是让听众昏
昏欲睡呢？

开始演讲时，我们要直奔主
题、直抒胸臆，你可以多看看那
些受欢迎的综艺节目，学习那些
主持人的开场技巧。例如：刘成
在演讲的开始，就可以说：“大家
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竞选学生会
主席吗？……”当然，竞选这样
的场合礼貌性的话语是免不了
的，一笔带过就行，不必拘泥于
此。通常，一个强有力的 30～
60秒的开场白能让你的听众更
持久地专注于你讲的内容。

好的开场白能帮助演讲者
在听众心中首先获得良好的印
象。相反，不管演讲者多么优
秀、出众、有能力，面对陌生的听
众演讲时，如果开场白不好，听
众对他的印象就会大打折扣，甚

至有可能给听众留下“名不符
实”“虚有其名”的印象。因此，
好的开场白能烘托气氛，迅速吸
引听众，促使听众将演讲全神贯
注地听下去。

所以，演讲中的第一句话应
该怎么讲，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模
式，而是需要演讲者能够灵活掌
握听众的心理，懂得听众需要
听什么，想要听什么，能够投其
所好。假如演讲者一开始就失
去了听众的注意力，那么后面的
演讲，即使费九牛二虎之力，也
很难挽回颓势。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开场的
几种技巧。

（1）引用事例式开场白
可以是名人事例，也可以是

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真人真
事。听众都对名人事例或趣闻
趣事感兴趣，如果你能在演讲开
场时把这样的事情与这场演讲
联系起来，一定能吸引听众。

（２）互动式开场白
朋友们，在我开始演讲前，

我想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请

问在场的朋友有没有男女朋
友？如果有请举一下手。好，看
来今天来这里听我演讲的朋友
们基本上都有各自的男女朋
友。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的是“怎样让爱情保鲜”。

像这种互动式的开场白更
有助于活跃现场的气氛，帮助演
讲者拉近与听众之间的关系，从
而引起听众对演讲主题的关注，
促使听众能够专心听完演讲。

开场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
其他常见的还有问问题法、开门
见山法、笑话开场法、引用名人
名言法、讲故事法，等等，方法各
异，不一而足。大家需要根据身
份、场合、主题的需要，选择适合
自己的方法。

总之，在演讲开始之初的
30秒~60秒之间，成功地利用
开场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促使
听众更有耐心地听完演讲，是一
场演讲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