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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郑州男子携带金鱼乘
地铁，被安检人员拦下，男子当场将金
鱼扔在地上”的消息在网上广泛传播，
网友也由此对“金鱼是否能被带上地
铁”这一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目前
国内一些城市已允许小金鱼、小乌龟
等进入地铁，但对数量有所限制。

地铁出行方便快捷，安全管理不
可松懈。所以，近些年来，“乘地铁不

让带金鱼”等新闻话题屡有曝出。管
理者这么做，当然有法可依，譬如“除
了导盲犬，猫、狗、鱼类、虫类等活体
的宠物，均不能带上地铁”的相关条
例规定。而媒体采访也发现，且不说
有些城市已实行允许少量小金鱼、小
乌龟上地铁的人性化举措，即使明确
了“禁带”，好多城市也存在着对此规
定在具体执行上宽严不一的现象。

能不能“带金鱼上地铁”？看起来，
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选一”问题。
而从其时不时成为坊间热议话题，却也
折射出，人们并非一概认同“带金鱼上
地铁”不用去管理，仍然希望找到一个折
衷的方法，在某些时候能更体现出适度灵
活的管理把控。毕竟，小金鱼、小乌龟等
不同于猫、狗或活禽，不会随地便溺，也很
少会影响到其他乘客。这一点，也许就是

有些城市已经“网开一面”，或者在执行规
定中略微显得宽松的原因所在。

显然，在城市地铁管理的相关规定
中，想要不加任何条件地允许“带金鱼
上地铁”，一来根本不现实，二来也易于
产生“能带金鱼为啥不能带蜥蜴带鸽
子”等后遗症。所以，管理执行中可能
出现的“宽严不一”做法，其实就是因情
制宜的人性化考量。比如，“十里河天
骄文化城”是北京有名的老市场，常去
的人都管它叫“十里河花鸟鱼虫市
场”。比起别的地铁站点，这里数量较
少的金鱼是可以进站的。安检的相对
通融，正是缘于“这个站有其特殊性”。

依我之见，“带金鱼上地铁”并非
一个两难议题。关键在于社会公众
要有一种“自律严才能相对自由”的
正确认识。换言之，安检的通融不应

是单方面的，更得靠乘客的多作“换
位思考”，主动创造互相配合的“通融
条件”。事实上，很多城市的地铁，对
于包装牢靠、杜绝了破损撒水的小金
鱼，通过安检并不困难。而要是有人
以此为借口，随随便便用个塑料袋装
着金鱼也要强行“过关”，这就不是

“互为通融”的可取姿态与表现了。
就执行管理而言，“带金鱼上地

铁”不能不管。而从务实把控来说，
略显“通融善意”更添亲民温暖。倘
若有越来越多的地铁乘客，遇事不是
只想着让自己方便，早早就考虑到

“与人方便”的安保自律，进而不断营
造有助于地铁安检可以“相对自由”
的现实条件，相信“带金鱼上地铁”的
争议话题，才会逐渐变冷，最终也激
不起舆情的围观或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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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谧的公园里，沐浴着明媚的阳光漫步
林间小道。绿的叶，红的花，清新的空气，偶
尔有小鸟从空中掠过。迎面有一位年轻的妈
妈手里推着婴儿车缓缓走来，她一边缓步慢
行，一边呢喃着什么，哦，是在跟车上的孩子
聊天呢！喜欢孩子，非常喜欢，所以当婴儿车
一出现，我整个的人就被吸引了。放缓脚步，
慢慢地走近。好漂亮的小女孩！遮阳帽下一
张清秀的脸，红润的小嘴唇，长长的睫毛陪伴
着眼睛忽闪忽闪。这是个不满周岁的孩子，
看样子还不能走路，也许还不会说话，但那大
眼睛放射出的流光，似乎在说：我什么都懂，
我什么都能说……

走过来，又走过去，擦肩而过。每一刻眼
神的交集我都心怀欢喜地看着她，而她也一
直盯着我看，静静地，目不转睛，一脸的平静，
如同在欣赏这绿的叶，红的花，还有那飞过的
鸟 儿 。 直 到 我 们 越 走 越 远 ，扭 头 再 不 方
便。这孩子，难道心有灵犀，知道我喜欢她
么？一定是的，我想。喜欢孩子是多数人的
天性，我也不例外。尤其襁褓中的婴儿，尽管
他们还不会说话，不会用语言表达，但那生命
之初的美好，本源的天真，那像一汪碧水般纯
洁清澈的目光，足以俘获每一颗柔软的心。
面对孩子的时刻，慈爱再次溢满胸怀，此时我
的内心，亦如婴儿般的柔软，我知道，这时候
我微笑的眉目神态，一定透着慈祥、透着和
善。我确信，哪怕再小的孩子，也能够从我的
眉目神态感受到我的善意和爱心，也一定用
一种欣赏的目光在打量着我。我忽然明白
了，孩子是我偶遇的美丽风景，而我在孩子眼
里，也一样成为了美丽风景。其实，何止孩
子，他人眼中，任何人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
都是一抹风景。正每一刻、每个人，都在演绎
着人生，把自己的风景呈现在世人面前。行
为是检验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美丽风景的试
金石。第一眼的印象固然能够加分，但一个
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言行表现更为重要，与人
为善、助人为乐、文明守法做一个有益于社会
的人，还是违背社会公德、违法乱纪、损人利
己做害群之马，自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
效果，呈现给世人的，一种是靓丽风景，另一
宗则会大煞风景。人人欣赏美丽的风景，社
会需要美丽的风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
为美丽的风景增光添彩。而要想实现这个目
标，我们只有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加强道
德品质修养，提升思想境界，方能修爱于心，
秀美于形。

与人为善

做最美的风景
李业陶

幸 福 源 于 张 弛 有 度
耿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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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

自律严才能“相对自由”
司马童

单眼皮
程丽芬

忽然之间

钱钟书将婚姻比作“围城”，外面的人想进
去的，里面的人想出来。对大多数婚后的人来
说，围城的快乐和幸福，还是甜蜜无比的。保持
婚姻和谐发展，主动接受对方是前提。在此基
础上，好好经营婚姻生活，才可以建立信任，才
可以将婚姻变成幸福的源泉，变成人生最好的
归宿和向往。

小芳和小李两人都是公务员。两人各有自
己的朋友圈。两人的工作性质相同，都在政府
部门上班，年龄相仿，由于诸多原因，成了“剩男
剩女”。由于年龄都偏大，两人认识没多久就结
了婚。在常人看来，两人都是大学生，又知书达
理，婚后的生活一定会很幸福。然而，两人结婚
半年，情感就出现了危机，最后甚至离了婚。究
其原因，原来是小芳不接受小李的性格、习惯，
甚至是小李的朋友，这就让人有些疑惑不解。

小李是我的朋友，有一次，他跟我提起和小
芳的婚事时说，“小芳是个挺有上进心的女人，
工作认真，对家庭负责。但就是不能接受我的
大多方面的表现。”我问，“不接受什么？是坏习
惯？”小李叹息一声说，“我是有习惯，但不是坏
习惯，她不接受并且强烈反对。比如，空闲的时
候，我喜欢去钓鱼，她不乐意我这个爱好，说我

没事做就知道往外跑，其实，我一个月就去钓两
次鱼，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事上。还有，我喜
欢看书，她不喜欢，说我看书太落伍了，现在流
行看手机，手机上也有电子书，而我看纸质书，
就是不合潮流。对我而言，看纸质书，我觉得比
较好，感觉是在真正看书，有时放下书，对着星
空想想书中的内容，有时抄点书的内容，弄点读
书笔记，收获蛮大。要是看手机我觉得不舒服，
并且看不进去，感觉那不是看书，而是在消磨时
光。最可气的人，我一个朋友是卖猪肉的，当
然，有时难免身上有股味。她不喜欢人家，就叫
我和这个朋友分开……”说完，小李一连几声叹
息，我说，“看来，小芳只是接受了和你的婚姻，
还没有完全接受你这个人。”小李摇头，“不懂她
了，我是喜欢她的，但她不接受我的原来的生
活，没有办法才离婚的。”看得出来，小李还是很
看重这场婚姻，我想努力帮他一把。

找到小芳，我是想听听她的想法，看她们有
没有复婚的可能。我说，“其实，两个人走向了
婚姻，可以说，一方就是对方的影子，要进入对
方的和生活圈，接受对方的性格、习惯和朋友，
这样的婚姻才会持久。”小芳有自己的考虑，“说
不上不接受吧，我是想为他好。结婚了，我想他

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让他放弃爱好，是想
他把精力放在做其他大事上。他的看书习惯，我
觉得也电子书挺好的，方便又便宜。至于那个朋
友，曾经一起吃过饭，看他面相有点凶，所以让小
李离他远点。我其实都是为他好。”听完之后，我
说，“究其原因，你是没有完全接受他，愿意和他
走进婚姻，就要学会接受这个人无伤大雅、不及
原则的一切。当然，你接受他，他也要接受你才
行。”小芳看了我一眼，“其实，小李是迁就我的，
他接受我的一切，没什么怨言。你刚才说的也
对，让我想想吧。”

过了三天，小芳主动找到我，向我说出自己
的想法，“以前是我不对，对小李有太多过分要
求，以前的看法有些偏激，现在想通了，我真爱
他，就要接受他的性格、习惯，还要接受他的朋
友。”看得出来，小芳对小李还是有感情基础
的。告别了小芳后，我把情况告诉了小李，小李
也拿出真诚的态度，主动和小芳联系，两人最后
复了婚，婚后生活也逐渐合拍起来。

好婚姻是经营出来的，两人走到一起，就要
坦诚相待。信任是接受的前提，接受是爱的催
化剂。彼此接受，在接受中滋润爱情，滋养生
活，婚姻才会幸福绵长。

慧眼形色

何时休息 王晓东/作

吴越王钱镠的王妃，年年春天都要回娘
家省亲。那一年，王妃又去省亲。一日，吴
越王走出宫门，见已是桃红柳绿，万紫千
红。于是，提笔给爱妃写了封信，信中写到：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一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道出了吴

越王对爱妃的无限爱恋。陌上花开，风景如
画，你可以放慢脚步，尽情欣赏无限春光。
我在想，王妃之所以能够获得吴越王的宠
爱，一定有清水出芙蓉的美丽容颜，最重要
的是，她一定有花朵般的美丽心灵。她心中
有爱，有美，她心怀仁爱，也懂得欣赏自然之
美。陌上春光正盛，暖风荡漾，花开灿烂，王
妃流连在春色中，沉醉不知归路。吴越王善
解人意地说，无妨，可缓缓归！缓缓归，缓缓
归，即使误了归期，也要在风情万种的春天
醉一次，细细地享受春光。

古人有着多么美好而丰盈的内心世界，
他们会对着一朵花微笑，会与草尖上的露珠
对视，还会追着蝴蝶写一首抒情诗，也会把
心放飞在鸟儿的翅膀上……那个遥远的时
代，古典浪漫，人们的脚步是悠闲散淡的，活
得那么抒情和优雅。闲看陌上花开烂漫，漫
随天外云影徘徊，多么美好！古代那位吴越
王的爱妃，想必会在陌上花前久久驻足，细
嗅花香，她沉醉的样子该有多美啊！美人如
花，花如美人，人与自然完美融合。

时光之轮匆匆向前，进入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快节奏时代。我们的脚步越来越匆忙，
匆忙得却忘了欣赏陌上花开。美丽的大自
然被在我们忽略了，生活的重心是硝烟弥漫
的职场，是喧嚣四起的城市。名缰利锁，把
人困在牢笼里，飞不出来。生活仿佛不能停

转的钟表，不允许我们片刻停留。
我们忘了如何“缓缓归”。几天前，我看

到郊外桃花吐蕾，便打电话邀请几个好友去
看。他们没有一个爽快答应的，一个说“我
还得加班！”一个说“上个月奖金没得上，这
月我得挣回来！”还有一个说“孩子得上辅导
班，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我哭笑不得。
后来，我反复恳求他们，一定要从匆忙地生
活中抽身出来，给自己留一片天地。他们到
底是如约到了，可大家走马观花，一路匆
忙。桃花成了陪衬，他们一边走，一边大谈
生意经、职场经。最后，大家匆匆离开。那
大片大片盛开成云霞一样的的烂漫桃花，因
为大家都无心欣赏，也倍显落寞。

我想起阿尔卑斯山谷一处山路转弯处
的一句话：“慢慢走，欣赏啊。”那里曾经车祸
频发，换过无数警示牌都无济于事。“慢慢
走，欣赏啊”，这样一句话的出现，立即有了
效果，人们不再以飞奔的速度前行，而是慢
下车速，欣赏眼前的奇特风光。

听到一首歌，《慢慢快乐》：“让我和我的
爱，慢慢等，慢慢爱，让我能心安理得比别人
慢半拍。”歌曲流畅轻松，我理解为要慢慢等
待快乐、品味快乐。我们真的应该把快乐当
成小时候嘴里含着的一颗水果糖，慢慢含
着，慢慢品味。

陌上花开缓缓归。缓缓归，是一种面对
自然的美丽心境，是一种对待生活的从容态
度。如今，快节奏让我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
大，生活质量降低，人生变得枯燥乏味。走
得太快了，

把灵魂弄丢了。慢下来吧，慢慢饮食，
慢慢阅读，慢慢走路……缓缓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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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喜欢上了“张弛有度”这个
词。这要从一个写作朋友的说说说
起，一条一条看下去，感动，折服，自
责。他对自己要求太严苛了，像饱
满的帆，一直向前！向前！没有时
间晒太阳，没有空闲出门看花，看
草，看四季更迭。想想我，也是写字
的人，简直是颓废了，只顾着贪玩，
东跑西逛，晒太阳，看花花草草，每
个月写出的字数还不如他的零头。
有时候想想，只能怪自己太松懈了。

自责愧悔之后，我发现他那
种节奏紧密的生活，对我而言其实
难以效仿。性格使然，慢腾腾的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轻松，自在，悠
闲，游刃有余的状态。风风火火，
急吼吼，吃饭喝水都要掐着时间的
日子，总让我想起高考前的生活。
还有那年暑假去南方工厂打工的
日子，每天被时间催着、撵着，站立
十几个小时，手里还不停地忙碌，
像一场醒不过来的梦。

但是散漫惯了，也不好，就成
了懒散，庸庸碌碌，一事无成，没有

骄傲感，没有自信感。生活没有期
望，平实，拖沓，涣散，没有精气神
儿。

张弛有度——把生活喻为一
张弓，再合适不过了。记得儿时写
作文时，大家都喜欢这样打比方。
也只是这样用用，并不解其中的深
意。直到后来，生活中磕磕碰碰
后，才明白这张弓是多么难以掌
握。撑满了，过紧了，有折断的危
险，过犹不及。松了，不使力气，
箭又射不远。这就需要把握住一
个“度”，张弛有度，恰到好处。这
样，弓既能保持良好的性能，箭才
有可能射向靶心。

生活需要有度，一个人，一个
孩子的成长，更离不开适度。太严
明了，太放任自流了，太娇宠了，太
慈爱了，都不好。孩子是一张洁白
的宣纸，未曾涂染。人之初，性本
善。每一个被称为坏孩子的人，在
来到世界上的最初，都是好孩子。
这就需要张弛有度的教育和引
导。一个学业上，事业上，为人处

世上都很成功的朋友，出身并不
好，家境困窘。而每次谈到他的成
功，他总会满脸升腾起感激，说这
都源于家庭教育。

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呢？他生
在农家，母亲不认识字，父亲也仅仅
是初中毕业。可是他的父母却在严
与爱之间把握得很好。他的父亲严
明，母亲却慈爱，他像一株小幼苗在
母爱的沐浴下成长，又被父爱的严
明将那些曲曲弯弯影响成长的枝
蔓加以修剪，因此既能承受雨露的
滋养，也不畏风霜雨雪的击打，从
而变得茁壮，变得枝繁叶茂。

张与弛，严与爱，在于度，在于
平衡。一个成长的氛围理应如此，
孩子与父母是血脉相连，关系自然
不比寻常。最难的是维持家庭的
婚姻，婚姻里的男人和女人，相爱
容易相处难。柴米油盐酱醋茶，鸡
零狗碎琐事多。有多少尘世男女相
拥着走进婚姻，又相恨着走出婚姻。
婚姻也像一把弓，也要张弛有度。不
能拉得太紧，要给对方留一点空间，
要学会站在对方的位置上看问题，不
能太自我。也不能太松了，太松了，
就冷漠，冷冰冰，不温馨，不像个家了。

从一个人的成长到个人的生
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美满，都离
不了张弛有度。个人构成了群
体，小家又汇成了大家。张弛有
度，平衡与和谐更显得极为重要。

“双眼皮，丹凤眼”，是我们中
国传统的对“美目”的描摹，可是
自打我知道这个后，就发现自己
均不符合这两个条件。

对着镜子，审视自己，小眼睛
也就算了，还是个单眼皮，不都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能有一双
漂亮的大眼睛，就是不说话，也能
讨人喜欢。灵动的双眸，会让女人
变得犹为美丽动人。最让我感到
不解的是，母亲有着一双漂亮的大
眼睛，而我却偏偏遗传了父亲的小
眼睛，幸亏皮肤还算白皙，否则叫
我这长相情何以堪呀？

老公常常打趣说，女人就算
身材差点，只要有一双漂亮的大
眼睛，肯定就能吸引人。我问，那
你当初怎么看上我的。他解释
说，近视呗，相亲那天没戴眼镜
啊。玩笑归玩笑，可对眼睛大小
这件事，我的确比较介意。

正当我为这烦恼时，上大学

的表妹放假回来，我惊讶地发现
她原来的单眼皮，竟然变成了双眼
皮，她悄悄告诉我说，去做了双眼
皮手术，术后是有一点疼，不过为
了美丽这点疼算不了什么，我听完
之后也动起了割双眼皮的心思。

回家跟老公商量，他正坐在
沙发上看着报纸，一听我这话，玩
笑地说：“还是算了吧，这小眼睛
我都看习惯了，突然变成了大眼
睛，我会不适应的。这么多年都
看顺眼了，别去折腾了。”母亲也
不允许，她说：“眼睛是多宝贵的
东西，不要在那动刀子，天生什么
样子就该是什么样子。”

我想想也是，反正结婚了，也
生了孩子，只要走在大街上不影
响市容就行了，何必一定要在自
已的脸上动刀子，咱又不想当明
星。外貌固然重要，但也可以通
过提升自身的内涵与修养来展现
自己的美。

近日，闺蜜在微信上做起了
微商，大都是些化妆品，我打趣
她说：“有没有把我这小眼睛一
抹变成你那大眼睛的化妆品，那
我会毫不犹豫买下。”她回复说：

“你到现在还再迷恋大眼睛吗？
你没发现小眼睛皱纹少吗？不
信你看看近几年，我们在一起拍
得照片，我是不是比你的皱纹多
好多？”

我翻开去年夏天旅游时跟她
一起拍的照片，的确，年近四十的
我们脸上都已留下了岁月的痕
迹，尽管我也看得出一些细纹，但
貌似没有她的眼角鱼尾纹深，似
乎真是这么回事。

这突然让我有点释怀了，一
直觉得单眼皮是我的心患，没想
到到了这个年纪才发现它还有这
样的优点。最近一期的韩国小姐
选美，全都是清一色的双眼皮、大
眼睛，网友称都是一个整形师出
来的。

在这个整容流行的年代，咱
就保持这自然美吧，该怎样就怎
样，单眼皮就单眼皮吧，咱这天生
的。当身边都成了清一色的双眼
皮瓜子脸美女时，我还是保持着
自己天生的相貌吧，安心做一个
单眼皮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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