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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有个著名的
弟 子 ，名 叫“ 扶 不
起”——宓不齐。他被
任命为鲁国一个名叫
亶父（dǎnfù）的地区
做长官。

宓不齐向鲁君要
了两个书法很好的副
官，然后上任。刚到亶
父，大小官吏纷纷前来
拜见。宓不齐叫两个
副官拿记事簿把参拜
者的名字登记下来。

当两个副官提笔
书写来者姓名的时候，
宓不齐却在一旁不断
地用手去拉扯他们的
胳膊肘儿。他俩一写
字，宓不齐就拉，再写
字，又拉。

结果，两人写的字
一塌糊涂。等前来贺
拜的人云集殿堂，宓不
齐举起副官写得乱糟
糟的名册，当众把他俩
训了一顿。

两个副官跑到鲁
君那里告了宓不齐一
状，不想鲁君一声叹
息：“他是故意做给我
看的。过去他在朝廷
为官的时候，经常发表
一些有益于国家的政
见。可是我左右的近
臣往往阻挠他政治主
张的实现。你们写字
时，宓不齐故意掣肘，
实际上是在提醒我执
政时要少去干扰他做
事。”

鲁君说罢，立即派
亲信去亶父，告诉宓不
齐：“鲁君让我转告你，
他从今以后就不管亶
父这块地了，这里全权
交给你，你可以便宜行
事。凡是有益于亶父
发展的事，你可以自主
决断，每隔5年向鲁君
通报一次就行。”

宓不齐暗爽，到了
府上，请出德才兼备的
人与他共同治理。这
种不搞一言堂的治理
方式，在周朝也实行
过，人送绰号：共和。

孔子亲自赶来，想
指点下宓不齐为政的
一些得失。

孔子说：“你如何
治理亶父？”

宓不齐说：“我结
交一些贤人，当成父亲
来孝顺的人有三个，当
成兄长来侍奉的人有
五个，当成朋友来对待
的人有十二个，当成老

师来学习的人也有一
个。”

孔子点点头，说：
“你的做法超赞哦，这
样的话，万一你有什么
过错，也有人来指正或
补充。过去呀，我最崇
拜的尧舜禹三位圣君
治理天下，首先就是能
够放下架子，不把自己
看成高高在上的君王，
他们四处寻找贤人来
帮助自己治理天下，共
同参与管理。亶父的
地方实在是太小了，如
果能够管理一个国家，
估计功业也可以和尧
舜禹相比吧。”

宓不齐暴汗，没想
到老师如此高度评价
自己。得到老师的支
持后，宓不齐继续按照
他 的 方 式 来 管 理 亶
父。他不像别的地区
领导那样成天忙得焦
头烂额，而是常常身不
出公堂，潇洒自如地抚
琴弹曲，结果把县里的
事治理得顺顺当当。

一年下来，亶父县
大治，百姓生活富足。
老百姓传开：“宓不齐，
会弹琴，不多事，是好
官。”

鲁君给宓不齐升
官，请孔子推荐一个学
生接任，孔子推荐了巫
马期。

巫马期上任后，每
天天还没亮就出去了，
一 直 忙 到 夜 里 才 回
家。他大小事情无不
亲自处理，好不容易才
将亶父县治理好，却因
劳累过度病倒了。

宓不齐来看望他，
巫马期握着老同学的
手说：“你比我强，你有
个好身体啊。”

宓不齐摇摇头：
“我们的差别不在身
体，而在于工作方法。
你工作靠的是自己努
力，可是事业那么大、
事情那么多，个人力量
有限，努力的结果只能
是勉强支撑，最终伤害
自己的身体；而我用的
方法是调动能人为自
己做工作，事业越大可
调动的人就越多，于是
工作就越做越轻松。”

巫马期若有所悟：
“原来做领导，不是调
动自己的积极性，而是
调 动 他 人 的 积 极 性
啊。”

上个月，我被借调到惠民社
区当协办，领导要我到基层锻炼
锻炼，积累经验。我主要帮主任
罗大妈写写材料，协助打理各种
杂务。

上岗后我发现，接待上级检
查和调研是社区工作的重中之
重。罗大妈这方面可谓得心应
手，汇报起来有数据、有实例，哪
级领导都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这天一上班，区委打电话说
有大领导来考察社区全面情况。
我对罗大妈讲了后，她马上分头
布置，安排了几个“考察点”，整理
了一系列数据，我据此急就了汇
报材料。活动中心的牌匾挂起来
了，办事“窗口”搞得焕然一新，经
办人员也“兢兢业业”地待岗。我
还和办事员老马出了最新一期的
黑板报，用数据展示的社区工作
业绩全貌一目了然。

做完这一切，罗大妈逐项落
实。看了黑板报，她先是点头，接
着若有所思拿起粉笔把几个数据
之间作了修改。我觉得改得不

对，正想说话，老马把我拉到一
边耳语了一番。

这天，上午十点左右，一溜
儿小车徐徐开来，依次出来的是
大领导等一行。区长在前面带
路，我们分列成两排迎接，掌声
过后，大家开始井井有条地给群
众办事。

罗大妈也没照着稿子念，偶
尔翻翻提要，自由发挥，条分缕
析，每项工作讲得头头是道。看
了正在活动室各得其乐的居民，
领导随口问了几个民生问题，由
我们事先安排好的中老年居民
作了满意的回答。现场充满欢
声笑语，掌声阵阵。

从办事大厅出来后，领导说
要看看黑板报，这也是摸基层情
况的重要窗口。看着看着，领导
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他指着一
个数据神情严肃地说：“三产上
半年创了十五万，这三个数字之
间应该用分节号，而不是实心圆
点，易生误解，其他数据表述也
有类似错误。同志们，数据很重

要啊！它们反映国计民生，来不
得半点马虎。我们要对人民负
责。”

听到这里，罗大妈谦虚地
说，领导眼力就是“毒”，我们马
上改正。领导拉长的脸又恢复
了笑意，临上车前，一再嘱咐罗
大妈，以小见大，要加强学习，提
高自身素质。不然，怎么能帮老
百姓把事情办好？至此，考察告
一段落。领导们分头钻进小车，
绝尘而去。

总的来看，这次接待还算搞
得圆满。不过，我对故意搞的数
据失误一事始终不解，为什么罗
大妈就能预知领导会注意墙面
上的数据呢？

老马笑而不语。罗大妈揭
开了谜底：“出点小错，才能显出
领导的高明之处，也便于他们顺
势作指示。现在有几个领导对
数据不‘敏感’呢？要会号领导
的脉，这就是咱做基层的工作技
巧之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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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冬日万物萧瑟，可你走
进厨房就会发现此言差矣。冬
天的厨房一点也不乏生机。蒜
头放久了生出青绿的芽头，拿出
来顺手放在粗花盆里，浅浅注
入一点清水放在窗台上，没几
天就绿意逼人，亭亭玉立起来，
几乎可以冒充水仙。做了红烧
的菜或是清汤，剪下几片嫩叶
子切碎了撒在冒着热气的碗
里，既明艳又香美，最主要是随
时随手可取用，方便极了。阳
台上的几盆芦荟不断冒出小
芽，分了好些盆了，把多余的几
株养在晶莹剔透的玻璃杯里，
杯子下部垫一些彩色的石子，
这柔嫩的粉绿色植物便渐渐长
出带着青苔色的根须来。放在
窗台上，万一被热油溅到皮肤，
割一片叶子，新鲜的芦荟汁液
可以治烫伤。我的小芦荟真是
太多了，这些水养的植物点缀
着冬日的厨房，和墙上挂的粉
色花瓣的袖套、漂亮的牡丹花
色的围裙，瓷砖上的青花图案，
样子别致的碗碟，美丽的筷子，
都是使人眼睛愉悦起来的亮点。

冬日里的厨房分外叫人依
恋，为着那份得以饱腹的温暖最

原始的满足。大雪天里，站在灶
台前准备晚餐，开着油烟机上的
小灯，柔柔的暖光洒下来，窗外
大片的雪花飞舞，对面正对着我
的窗子半掩着，窗台上积了厚厚
的白雪，依稀看到里面有着温暖
的灯光，有在屋里忙碌的主妇。
我们的窗子对着，可以隔着玻璃
互相微笑，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
手忙脚乱，还可以推开窗子探出
头去惊叹：好大的雪啊！

冬天里的蔬菜，昂贵而又美
丽，顶着黄花的毛刺刺的翠绿色
小黄瓜多么水灵，用来烧汤可惜
了，一定要生吃。拍一下做个蒜
泥黄瓜，或者蘸酱，脆生生甜丝
丝。红艳艳的西红柿就委屈一
下做个鸡蛋汤吧，出锅时撒上香
菜叶，热气氤氲的白瓷碗里漂着
红、黄、绿三种颜色，好看！奶
油色的花菜，配着绿叶子还真
像一朵花，比西兰花漂亮的乳
白花朵，掰开时落下细细碎碎
的“小花”。紫色的茄子修长秀
气，从藏在绿色蒂头里的淡紫
罗兰到底部的青莲，那色彩是
隐隐地渐变的。而嫩绿的豇豆
一节一节折断了，时常有顽皮
的豆子蹦出来，玲珑的豆子青绿

中带着红紫，红嘴绿鹦哥的小菠
菜用蒜蓉清炒滋味最好，汆汤也
清爽悦目。

冬天里喝一碗热腾腾的粥，
美！若是时间宽裕，就用砂锅
熬，用上好的小米，加了水慢慢
熬煮，等粥已经熬得黏稠到八分
的时候，把切碎的青菜放进去，
用小勺一直搅动着防止粘底，加
入少许盐，青菜的颜色变深时记
住一定要放点油，最好是加入一
点花生油或是葱油，这期间小勺
一定要不停地搅拌，这样煮出来
的粥，明艳艳碧油油，再配上一
小碟酱菜、一小碟豆腐乳、一小
碟玫瑰菜既美味又悦目。

冬日里安安稳稳坐在灯下
耐心地择菜，放一段音乐，内心
安宁，渐渐地竟感到烦琐的乐
趣。这样为了一餐饭，两三盘
菜，一碗汤，消耗了大量的时间
在厨房里，一点一点地磨着年少
时的浮躁和云端里的梦想。从
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好高骛远
的少女到胸无大志忙碌在厨房
里的妇人，真的是沉淀了许多
啊！但是，我想我是喜欢这样平
淡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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