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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掩饰，我喜欢妈妈做的饭，尤
其是米饭。晶莹剔透，不硬不糯，一粒
粘着一粒。但不过于黏稠，隔着三米
远都能闻到其淡淡饭香，配上苹果片
那真是人间美味了。

有一段小时候的记忆。那个时
候的我，莫名其妙很叛逆。我总说我
的叛逆期来得比同龄早。那是个下
暴雨的上学日。乌云似乎是商量好
的，一下子就都出来了，天空被染成
黑漆漆的一片，雨像是一颗颗力道十
足的玻璃球，正砸在别人伞上，发出
咚咚声响。我却蜷缩在门卫室，面对
着忘带伞的后果。别的小朋友都有
人来接了，我落单了。天黑之际，我
一边在心里埋怨天气和没来送伞的
妈妈，一边顶着书包狼狈地跑回家。
尽管是用跑的，但身上也被“玻璃球”
砸了不少“伤口”。

“我回来了！”我没好气地低吼了
一声，鼻间却飘进了一股饭香。

“来来来，尝尝刚做的米饭。”妈妈
笑脸迎上。

“不吃！”我故意怄气。
“那你坐着看会儿电视，我继续做

饭了。”妈妈似乎有点失意。

“你做的饭难吃死了，你只给弟弟
做吧，反正你就只爱他。”我故意这样
说。

“没有啊，你俩都是我的小宝贝。”
妈妈有些惊讶。

“哦……”我继续，“你是不是觉得
我是个包袱，反正我没弟弟那么可爱，
你去做饭吧，反正你不爱我。”我知道
我有些过分了。

“啪！”一声脆响，刺痛了我的臂
膀，妈妈的眼泪也马上掉了下来，她用
手轻轻地抚摸着我，问我疼不疼，我不
作声，径直走向房间。

半晌后，妈妈端来一碗米饭，上面
放着苹果片。“我作为妈妈，下雨天无
法接你，这可能是我的错，但是你应该
知道，从两年级开始，你就同意我们不
接你了，对吗？而且妈妈很忙，每天都
是，你也知道，今天爸爸不在家，我还
要接你弟弟回来，还要做饭……”

我哭了起来，边哭边吃那米饭，似
乎只有这味道才能消除我与母亲之间
的误会。

都说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在隔
着数百里的上海，我想，那熟悉的味
道，就是你吧。

若不是伯牙遇见了子期，又怎会
留下一段“高山流水”的佳话；若不是
诸葛亮遇到了刘备，又怎会铸就一段
可歌可泣的传奇，若不是有些孩子遇
见了电子游戏，怎么会荒废了学业
……人生中，我们总会遇上各种各样
的事，如何去看（对）待“遇见”，的确是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有一种遇见，是指人和“新”的
人，“新”的事物的首次相见。这种相
见往往无法避免，同时，又因为对自
己来说，这些人和事往往是陌生的，
是“新”的，就更需要我们学会认真地
对待“遇见”。

首先我们应积极地对待遇见。因
为对新事物的接纳，往往能提高我们
的自身素养和能力，所以这种主动性
不能少。人类历史中的每一次大步前
进，都是勇于接受“遇见”的结果。原
始人遇见了火，开始告别“茹毛饮血”，
人类遇见了“刀耕火种”，开始告别了
单纯的狩猎生活；毕昇遇见了活字，鲁
班遇见了锯子……带来的都是技术的
进步。这种“遇见”的背后是接受、是

借鉴，是眼界与胸怀的开阔，是创新与
进步的开端。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
中国》中说过，拥有“不流动性”导致了
中国人“飞不上天”。这种“不流动性”
可以理解为画地为牢，甘做井底之蛙
的不愿接受新事物的观念，所以小到
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没有接纳和吸
收新兴优秀思想技术的积极性，就必
定落后。

然 后 ，我 们 应 审 辨 地 对 待“ 遇
见”。事有好坏之分，人有善恶之别，
并不是所有的“遇见”都是有益于我们
自身发展的。唐玄宗曾英明一世，可
自从遇见了杨玉环，就成日沉湎享乐，
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国家由盛转
衰。孟子也说：“尽信书，则不如无
书”，这就是要告诉我们对待所遇之人
于事时要辩证地看待事物。其实，对
待遇见，就像看待一个人。我们要善
于发现这个人所具备的优点，也要能
发现他身上的缺点。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做到“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才能

“独善其身”而不随波逐流。
我们应自信但不自负地对待遇

见。这世上有不少骏马，但不是每一
匹骏马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伯乐。人
往往会遇到，胸怀大志却不得意，受人
排挤的情况。在这种等待“遇见”的过
程中，我们应抱有“天生我材必有用”
的自信，但绝不应该有“众人皆醉我独
醒”的自负。在等待遇见的蛰伏期，我
们既应抱有像姜子牙“愿者上钩”的平
和之心，更应在蛰伏期养精蓄锐，丰盈
自己，为“遇见”的惊喜做好铺垫。

有些人在遇见中成长，有些人在
遇见中沉沦；有些国家在遇见中兴
起，也有些国家在遇见中消亡。究其
原因，其实取决于能否正确地认识自
我，认识他人。正如老子所言“知人
者智，自知者明”，正确地认识自己，
才知道自己所长所短，才知道自己需
要什么；正确地认识他人，才不会盲
目地对待“遇见”，既不会在仰视“遇
见”中失去自我，也不会在自大或自
闭中排斥“遇见”。才能清醒地对待
新思想、新技术。所以遇见并不那么
简单，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方式和方法
接待它。 一个矮矮的女孩，扎着不起眼的

麻花辫，手中攥着一张发皱的 20 元
人民币，眼睛清亮地打量着周围的“书
海”——有人驻足于科技类书籍旁，有
人流连于写实小说边，而她徘徊再三
后，眼中闪着亮光，径直走向了角落边
的“唐诗宋词”柜，挑选了《唐诗宋词集
选》，心满意足地扬着红彤彤的笑脸离
开了——那女孩便是六岁时的我，这
是母亲口中我幼时的故事，这便是故
事的开头。

从那以后，我日夜赖着这本书，竟
要到与其共枕的地步。晨曦抚窗之
时，小房间里传出清脆的吟诗声——

“ 鹅 ，鹅 ，鹅 ——‘qū’？‘qǔ’？‘qù
’？……向天歌——”我摇头晃脑地吟
着，时而愁眉不展于字音，便使出浑身
解数耍赖般求着舅舅给我念；于是夕
阳映地之时，我痴痴地听着舅舅那抑
扬顿挫，流利上口的吟诵，艳羡万分，
隔天便又鹦鹉学舌般地吟……

后来——
后来我们举家搬离了老房，迁去

了新居，《唐诗宋词集选》被我抛在了
老房，日子仍如行云流水般逝去，直到
那日——

考场连连失利的我独自闲步街

边，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的心就这样
抑着，眼中的生趣也被蒙上了，看到
眼前的细雨迷茫，不知怎的迸出了
一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被细雨蒙
住的，统统拭了个干净，我亦如醍醐
灌顶一般奔去老房取回了《唐诗宋
词集选》——原本鲜艳的红封面已
布 满 灰 迹 。 我 信 手 翻 开——“ 竹 杖
芒鞋轻胜马，谁怕？”如此傲气必是
苏轼罢，倒与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
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相似得很……
是啊，成功与失败本就是相辅相成
的，无所谓成功，无所谓失败。阳光
推开了阴云，天晴了。我这才发觉，
原来，最初的相遇已将唐诗宋词深
深蛰伏于我心间，很久，很久……它
予我的是孩童时的乐趣与求知，亦
是长成之时对生活的意趣，对自己
的释然与严格……

我拉开窗帘，让一缕阳光从窗隙
间泻出，映亮了书架正中央的那本《唐
诗宋词集选》，泛黄的书页是时间与陪
伴的痕迹。

“一个孩子朝前走，他看到最初的
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成为
他的一部分。”惠特曼这样说。最初的
那一眼，成了永恒的陪伴与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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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你将要远行，或仅仅只是转
身离开，都能感受到的在背上的炽热
目光，这就是最最让我们动容的牵挂。

曾经读过一本书——《目送》，后
生出诸多感慨。作者的语言风趣幽
默，却也朴实浅显，令我这个读不惯烦
琐文章的人感到新奇不已。我兴致勃
勃地阅读其中的每一篇独立成章的杂
文故事，鲜活的人物形象印入我的脑
海。作者将自己的不善于生活融入一
个个日常细节中，令我孜孜不倦地看
了好久，竟舍不得放下。真实就是它
的魅力吧。

“所谓父母子女，就算有着羁绊，
也会在一次次目送中渐行渐远……”
初次读到这篇与书目同名的篇章时，
我还未曾明白它的意思，既是亲人，又
怎会轻易分道扬镳？读到它时，我感
受到与先前篇章不同的沉重，“目送”
这两个字多么稀疏平常啊，随处可见，
却让我如此记挂。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作者的母亲常常会推着一辆自

行车送她，而每次作者都没有太过在
意，短短的告别，头也不回地迈向前
方，踏上属于自己的道路，而这些都
不需要母亲的陪伴，可母亲的目送每
次都不会少，就这样淡淡的，却含着
复杂心情的目光，焦灼地望着她渐渐
远去。

心中仿佛有什么被触动，那熟悉
的场面摇撼了起来，我不也常这样
吗？昂首挺胸地离开时，我又何曾没
感受到背后的目光呢？想着还有明
日，以及接下来一成不变的每一次，
那短短的告别也说得含糊不清，漫不
经心。我发丝间冒出了汗水，才发现
先前的几乎每一篇都有着对母亲的
铺垫，这“目送”和“渐行渐远”毫不
突兀，回想起来，这本《目送》还是母
亲给我推荐的呢，我只是如忽略妈妈
热切的目送般忽略了这些细节。真
的不回望一下吗？暗中冒出的疑问
令我更加心虚，擦掉那些涔涔汗水，
继续一字一句读着。

是啊，母亲在从前的日常中就一
直照顾着作者，她在母亲眼里一直是
个孩子，给予她的多是宠爱和嗔怪。
可母女间终会渐行渐远，因为时间的
摧残，母亲日益衰老，她因为疾病变得
有些痴呆，竟终于渐渐不能自理生活
了。我读着读着，心中越发慌乱、不
安。能令人感到不安，这就是这本书
的精彩之处吧。

母亲和作者好似反了过来，温柔
知性的她迎来了第二个童年，像个小
女孩一样开始任性，作者照顾起来，越
发熟练，没有多少生活常识的她开始
回馈母亲的爱，

或许，终会有分别的那一天，而目

送的对象也会改变，父母不会一直守
望着我们，我们也会迎来目送他们的
一天，何不趁还来得及时回望呢？

读完整本书后，心里酸涩不已，有
触动也有反思。

又是一次，妈妈送我上学，她久违
的跟我走着去上学，路上我们聊了许多，

“那本《目送》看好了吗，是不是很有趣？”
“妈妈眼光真好，我很喜欢。”妈妈的步伐
快了些，脸上浮现出笑容，我放慢了脚
步，久违的“目送”了妈妈一次。

校门口到了，妈妈好像有些失落，
这也许不是第一次，但却是我第一次察
觉她那细微到发现不了的落寞。“你走
吧，认真听课！”妈妈挥了挥手，我转过
身来，又感受到了炽热如火的目光，转
过身来，不顾别人目光大声喊了一句，

“妈妈再见，路上小心！”那一瞬的回望，
瞥见了她脸上的惊喜和欣慰，她点了点
头；我走了几步又回头，她果然还在目
送着，只是有了回应的瞻望，妈妈不会
孤单了吧！果不其然，她笑得很灿烂，
忙挥手招我走。清晨的阳光沐浴着我
们母女，形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那本《目送》至今被我珍藏着，我
感谢它，它让我懂得了且行且珍惜，也
使我明白了与家人的相处时间是有限
的，与其现在不珍惜，徒留将来的空
恨，还不如学会回望。

《目送》，让我明白了回馈的重要。

记忆会模糊，熟悉的味道却不会。就像每到餐馆，总能飘进我鼻间的米
饭香。

——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