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2017年4月21日

闲情逸趣

星期五 E-mail:rbfk@pdsxww.com

编辑 蔡文瑶

校对 刘璞

享受，是一门心境艺术
◆林璐瑶
某部电影里有句对话：
“ 什么是幸
福呢？就是在二十五岁以前，赚够了一
百万美元！”大概是说趁着青春年少便
拥有了巨富，从此就可以锦衣玉食、金
屋美人，样样都齐备，天天放纵享乐，便
是幸福了。
事实上，这只是简单的幻想，现实
却极其复杂，赚了一百万美元的人很
多，能天天享乐的人却没有见过。主要
的原因是：生活的享乐，来自乐观的人
生观，而不来自丰沛的物质。所谓享
受，乃是一种精神心智的活动，而不是
物质的挥霍报销。
天生人到世上来，个个都可以享无

穷的福，只怕他不会享而已。富贵的人
享受就是当下精神的喜悦！
到达十全十美的境地。只有“内心”是
洪福齐天，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他们都
要谈享受，最主要是“心”不要随着
操纵在自己手里，可以“当下即是”的。
在工作过度的忙碌中，错过了享受；贫 “境”去转，凡是期待外境改善如意，然
树若要等待无风才能静，那么必然
贱的人清福不浅，闲散无拘中爱怎样就
后心才能来安享的人，恐怕永远也享受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狂风暴雨里，镇
怎样，但是他们都在柴米琐屑的忧愁
不到。
定的树一样能享安静之乐；子若要等待
中，错过了享受；才智的人可享盛名不
譬如你等待儿女都成家立业后，再
富贵才养亲，那么必然“子欲养而亲不
朽的福祉，抒发言谈，知名度漫天响，但
去享禅定静寂之乐；你等待买一间幽静
待”，在贫穷痛苦中，孝子一样可以享受
是他们却在争名无餍的倾轧中，错过了
宽敞的书屋，然后去享读书研究之乐； 取悦父母之乐。
享受；愚拙的人可享安宁无扰的福祉， 你等待赚到足够的钱，然后去享布施助
就像释迦可以在“五百车声”中，做
像一株没用的树木，谁也不会去锯它折
人之乐；你等待万事都摆脱以后，然后
他禅定的事，如果你懂得“当下即是”的
它，但他们也都在自扰不安的妄想中， 去享遨游世界之乐……那一定是遥无
享受，那么在车声烟熏、连床几都会震
错过了享受。
享乐之期。
动的小阁楼里，一样可以静享读书之
所以老天安排给每个人无穷的福，
因为“外境”能否改善如意，大部分
乐。
真正能享的却少之又少，他们不明白： 取决于别人或社会环境，几乎永远不会
再者，享受的要诀，就是在享受生

活中一切期待的过程：生养孩子，成龙
成凤的结局固然美，但不计那结局的成
长过程，已经是极美的享受。结婚恋
爱，不必等到白首偕老才算喜剧，每一
个约会想念，也是极美的享受。登山探
险，到达巅峰后的瘫痪，也远不如整个
曲折过程的新鲜刺激更教人愉快。功
名事业也如此，最美的部分不是既得后
的满足，而是遥望这种“景星卿云”一样
的天边目标，力排万难的奋斗历程，才
是最大的享受。
这么说来，如果在二十五岁前，平
白给了你一百万美元，恐怕什么人生的
趣味都像嚼蜡了！

阅读这件事
◆李晓
在我身边，一人持有一手机，仿佛可以
行遍天下，谁还捧着一本书阅读呢，除非是
呆子。我的朋友钱二，一年里从不读书，但
过得比我滋润多了。钱二看到我手不释卷
的样子，常嬉笑着问，啥时候上京赶考啊？
我想稍微改变一下钱二，也降一降他
的高血压，让他捧起一本书来读读。有次，
我给钱二推荐了一本关于饮食江湖的书。
但钱二看了不到两页，就打鼾了。等钱二
从鼾声中醒来，大叫说，哎呀，我在梦里啃
猪蹄子了，走啊，吃红烧肥肠去。当在馆子
里看到钱二吃得满嘴流油时，我才明白，动
员钱二读书，好比是动员我去研究卫星发
射，难。
文人说，诗歌好比蘑菇，是在阴郁潮湿
的环境里生长的。一个人的生活也一样，
物质生活是阳性，精神生活是阴性。一个
人的私人阅读，也就是阴性的了。阅读也
是独旅，在一个人的旅途中，你发现了什
么，感受了什么，得到了什么，那是你自己
的事。
说一说那些市井里的阅读吧。我带着
一本从旧书市场上意外淘来的书，跑到一
棵树下去阅读。风把叶子吹得哗啦啦响，
读倦了，就靠在树上打一个盹儿。在一棵
银杏树下，我曾经从下午睡到了黄昏。我
合上书，对一棵树开始打量，发觉树身上那
些茎脉，也如人身上那些毛细血管一样，吸
收着根底的水分；你靠在那样一棵树上，同
一棵树的吐纳，也如在阅读里的灌溉、交
融、约会。我还带着一本发黄的书，去老城
一条青苔绵延的老巷子里闲读，那是一本
关于植物姓名、习性的老书。读了那本书
后，我从前浮躁的脾气变得安静了一些。
我还发现，那些植物的名字，比人的名字富
有诗意多了。
有一年烟花三月，我坐火车去扬州。
我在扬州古城里，读完了一本书，就是《本
草纲目》。读完了这本药书，我调整了自己
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再慢下来……因为一
个人最好的生活，就是植物生长的状态。

等和耐心不一样
◆白元

●晒被子
晚上，老公准备上床睡觉，一摸被子，不禁
喊起来：
“老婆，昨晚儿子尿床了，我不是叫你早
上把被子拿出去晒的吗……”
老婆说：
“是啊，我晒了啊！”
老公不解地问：
“ 今天白天太阳那么好，被
子都没有晒干啊？你放哪儿晒的啊？”
老婆玩着手机，头也没抬一下，说道：
“ 哦，
放在朋友圈啊……”
●手机掉马桶里
早上，妻子在厕所里突然惨叫一声。丈夫
冲进去一看，妻子正愁眉苦脸地看着马桶，她
说：
“手机掉马桶里了，
我不得不换 iPhone7 了。
”
丈夫看了妻子几眼，说：
“ 你好像预先知道
手机会掉马桶里。”
“怎么可能？”
丈夫指了指妻子的手，说：
“ 那你为什么提
前把手机卡拔出来，攥在手上呢？”
●打饭
一个漂亮的妹子去食堂打饭，看到那些菜
后，有些生气地说：
“阿姨，你怎么又做这些我不
爱吃的菜……”
食堂阿姨笑道：
“ 姑娘，你有男朋友了吗？
如果还没有的话，你去阿姨家，你喜欢吃什么，
阿姨就给你做什么！”

从不寂寞

今年的大蒜超级贵，蹿到十块钱
了 。 电 话 里 提 到 这 事 儿 的 时 候 ，娘
说，要是你们的爹还活着，那老犟筋
儿指不定又要种上几砀子大蒜了，谁
见谁吃，剩的你们也吃不完，还会卖
个大价钱呢。
父亲确实是这样的人，勤劳，眼
里都是庄稼活儿，所见的黄土能生金
子。那年月，口粮总是不够，荒滩草
坡林子边儿，只要能戳上三头两铁
锨的，父亲都不会放过，种上南瓜山
药冬瓜土豆。常常是猪圈边上卧着
好几个大冬瓜，门口的香椿树上爬满
紫刀豆，土院墙上爬着黄瓜丝瓜线豆
角，和爬墙虎比赛上房顶的菜葫芦。
因为父亲特勤快，母亲相当会持家过
日子，我们兄弟姐妹六七个才没有怎
么挨饿。
一天，父亲抄近路去看山那边的

表叔，发现了一大片涧沟，荒草长势
很好，土层不薄，半山腰，偏远。父亲
窃喜。他不惜气力挖出来，竟然有半
亩多。捯饬捯饬一半种上山药，一半
种上大蒜。在种大蒜时，娘还和父亲
争执。娘说，粮食还紧张呢，种什么
大蒜，谁家这年头还种大蒜？父亲嘿
嘿笑，说，捡的麦子磨的面，种点大蒜
咋啦？娃娃们正长身体，给他们调调
口味，窝头饼子蘸着辣子蒜，吃着长
力气长个子少生病不好吗？
就这样，那块挤挤挨挨的大蒜长
起来了。是小苗的时候，父亲就去间
苗，拿回来混着棒子面做菜窝头，偶
尔 做 点 咸 食 ，真 是 香 死 人 呐 。 慢 慢
地，蒜苗稀了。父亲知道，除了他去
间苗，别人也去间苗回家换口味，包
括 后 来 去 抽 蒜 薹 ，以 至 于 大 蒜 成 熟
时，薅大蒜。那块大蒜，有一部分是

对衡水中学现象要有静观反思、
自省找短板和自信的态度。衡水一
中平湖学校在没有违法的情况下，也
要合理合规发展，按照浙江教育改革
的方向和节奏走，不搞小动作，不破
坏教育生态环境。
——杭州二中校长叶翠微

还能调动、
鼓励自己，
还能打
出应有的水准，
那才叫厉害，
以后水平也会越来越高。去
年奥运会淘汰赛阶段，其他
队都蹦不动了，我们却越打
越来劲儿，主要还是归功于
平时训练的基础。所以，为
了将来，
现在这点累不算什么。
——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在训
练中激励队员

你们是不是有些疲啊？运动员
必须学会自我调动，你在很累的时候

读曾国藩家书，他示儿辈以养生六
事 ，其 中 一 条 是“ 黎 明 吃 白 饭 不 沾 点
菜”——读时便觉纳闷，一碗普通的白米
饭，竟如参丹妙药，难道还有延年益寿、
康体保健的神奇功效？
接下来一个月，我于晚餐时，也学着
只吃一碗白米饭。起初几天味同嚼蜡，
但仍勉力为之。一周之后，竟也在这干
巴巴的米饭中，咂摸出一点滋味来。这
样坚持的效果是，之后再有吃不到可口
饭菜的时候，都能甘之如饴。
这时方悟：白米饭之于曾国藩的功
效，并非米饭本身，而是培养淡口味。口
味淡了，多余的欲望就会慢慢祛除。在
平淡中寻到真味儿。由口味到性格，由
性格到情志，再由情志到境界——这是
他能够居高位而不失宠，创盖世功勋而
又保持德行的原因之一。
吃白饭的那段经历，还给我带来一
个收获。为了使饭容易下咽，每嚼一口，
我不得不专心致志，竭力在这平凡之物
中品出独特之味来，并欺骗我的味蕾：这
其实也是人间美味之一。然而，这唇齿
舌尖竟也上了当，充分用唾液去包裹它，
寡淡中便有了回甘。
想起我之前的习惯，往往边吃饭边
说话，或者玩手机，或者看综艺节目，总
之极少做到专心吃饭。难怪现在的饭店
重油重盐，各种调料都用上了，还是难以
满足大众口味——其实，是人们少了一
分专注，少了一分诚心。

◆鲁行健

仲 海 作

蒜辫子，长又长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具有历史
意义的战略选择，必须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既要增强紧迫感，又要保持
历史耐心，尊重城市建设规律，一茬
接着一茬干，以工匠精神打造百年建
筑，确保最终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
代、智慧城市。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
任兼新闻发言人严鹏程

◆王子小青

所谓命运

女单丢冠，的确给我们敲响了警
钟。以前我们老说狼来了，狼真的来
了不能恐慌，还是要有自信，相信我
们队伍自身的实力。这次日本队的
突破对世界乒乓球的发展是好事。
中国队别说在亚锦赛输球，即便是在
世锦赛甚至奥运会中丢掉一两块金
牌，也不能撼动中国在乒坛的霸主地
位。对手的冲击对我们来说只是打

进到别人的厨房了。我姐姐我大哥
就不乐意，说，下一年不种了。父亲
指着山墙上挂的几十根长蒜辫子问
我们：
“ 是咱家吃得多还是别人顺走
的多？你们去看看谁家的山墙上能
挂这么多蒜辫子？”
“当然是咱们家的多，因为是我
们的爹种的嘛。”我四哥大声地说。
父亲呵呵笑起来：
“对，小四说得
对，我们种的我们吃得最多，别人争
一差二地顺走一些，不过是尝尝。方
便实惠的还是咱们自己。”娘趁机教
导我们：
“碗边饭吃不饱，你光去踅摸
别人的碗边子，可以吃上一半口，别
人能给你吃饱吗？什么事都要靠自
己，自己辛劳所得才最稳妥，心底才
硬气，你们都给我记住啊。”
后来日子好了，都富起来了。家
家吃不完喝不净的，户户菜蔬堆满地

说法

我们常把等和耐心混为一谈。其实聪
明人懂得：什么该有耐心，什么则不能等。
可以用努力改变的事情不能等，不能
用努力改变的事情要有耐心。该做的事不
能等，对结果却要有耐心。人生目标不能
等，对人性却要有耐心。
耐心与行动力并不冲突。就算面临生
命中最大的痛苦，无法承受，也可以一方面
有耐心地等时间将痛苦遗忘，另一方面，让
自己发挥行动力，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在 我 看 来 ，成 功 的 人 脑 袋 多 半 知 轻
重、有条理，会把许多事情放在不同的抽
屉里。比如失恋，很难短时间忘怀忧伤，
可是你的工作与失恋无关。不要把工作
和恋爱混为一谈，请把它们放在不同的抽
屉里。
理出头绪是一种基本智慧，分门别类
是一门重要哲学，这是一种自我训练的能
力，在人生混乱时，最不能等，越等越陷入
混乱。

●买螃蟹
去水产市场买螃蟹，到一摊位上精心挑选，
看到一只螃蟹居然有的钳子不见了。
我好奇地问老板怎么回事。老板说：
“可能
两只螃蟹打架，它打输了。”
我问：
“老板，赢的那只在哪里？我要那只！”

吃“白饭”

破了我们的格局，
对手不断进步，我
们也会再想办法
更进步，这才是乒
乓球发展最有利
的局面，绝不是一
家大包大揽。
——国乒总教练刘国梁

电影是非常个性化的东西，只有
当你把它拍成与观众有共鸣的作品，
才算完成了使命。如果为了名气和金
钱去拍片，就不可能成功。现在已经
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拍严肃电影已
经越来越难拿到投资，好在观众有自
己的鉴赏能力。
——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审、丹麦
殿堂级导演比利·奥古斯特
现代社会对食品安全问题高度

◆杨春花
窖，
蒜辫子挂满山墙，
腊八蒜腌了一罐
又一罐的，
让人家来顺也没人顺了。
渐渐地，年轻人都走出大山，老
年人也到城里看孙子。村子荒凉了，
父亲还是坚守在乡下，他在出村口的
砀子上种大蒜，像种芝麻绿豆似的撒
种，捂河泥。蒜苗们胖嘟嘟地招摇起
来。父亲在地头戳上一根粗棍子，上
边缠块硬纸板，歪歪扭扭写着“谁吃
谁 好 ”，那 个“ 好 ”字 应 该 是 薅 草 的
“薅”。父亲说，这么好的地荒着背良
心，总要种点东西长着，娃们从城里
回来一趟装点大头蒜吃吃……他叨
叨着土生金地生金，把大头蒜编成长
长的辫子。
父亲盼着山外来人吃他种的大
蒜，
一听见汽车的响声，
不管是谁家娃
回来，他急急慌慌往村口走，往车里
塞，
那长长的蒜辫子一直拖到车外。

关注，但一些错误的信息，严重夸大
食品添加剂的副作用，导致消费者对
食品添加剂出现排斥心理，谈“添加
剂”而色变，影响了食品工业的健康
发展。国家对添加剂的类型、用量都
有明确的规定，个别企业在宣传中抓
住消费者心理，宣传产品“零添加”的
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2000 多种食
品添加剂在食品加工中不可或缺，食
品添加剂不应被妖魔化。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常务副
会长刘治
针对媒体报道《
“跪式窗口”惊现
株洲》中涉及的株洲车站制证窗口太
低、座椅没有摆在制证窗口正前方等
问题，株洲火车站派出所第一时间进
行 了 整 改 ，派 出 所 已 将 办 证 铁 门 拆
掉，实施开放办公。
——湖南省公安厅官方微博

有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人生的困
惑之中。不论是那些初出茅庐的青年
人，还是没有什么成就的中年人，都常谈
论命运。出师不利，说自己命运不济；人
生失意，说自己命运不好。
其实，
命运是什么？命运就是一个人
的人生借口或托词。自己看错了方向，
或
努力不够，
才没成功，
才人生失意。但是，
一句命运不好，
就把这些本来属于自己的
过错，都掩盖了。这是一个人生失败者
堂皇的理由。而且，这个时候的人往往
渴望理解与同情，希望得到援手。然而，
这种心态只会让其更加痛苦。
他完全可以有另一种态度：勇敢面
对和承认自己造成的结局，不推诿过错，
不怨天尤人，理直气壮地担当。一旦有
了这样的胸襟，困境往往戏剧化地转变
——他会在一瞬间看到明亮的出口。这
就是精神强大者的选择。
这样的强者，是自强之人。他从来
不会谈论命运。因为，他始终把自己的
人生握在掌心，自己就是舵手。一帆风
顺，他会认为是自己的努力得到的回报；
遭遇挫折，他会审时度势，寻找不足，亡
羊补牢，重新再来。

堕落的工匠
◆晓晓
接近知天命之年，才买了套房，还是
二手的，连忙找人翻新装修。无外乎墙
面铲掉，门窗衣柜有点霉烂的地方换新，
算是小工程。直接找了原来租住房装潢
的师傅，说好一个月完成。
一段时间下来，心生不爽。白天几
乎看不到人，大多是晚上一个小工开着
自带的特大电灯照着干。经常是清早来
一下就走，晚上喝过酒吃过饭再来搞几
下。电话催他，不是说墙面没干，就是说
看不到我，非让我去买零零碎碎的东西
才开工。
言谈中，他多次透露，在哪儿又接了
什么活。近五十天过去才勉强完工，外
行人都能看出应付和糊弄的地方，价格
还比其他人翻了一番。靠手艺吃饭，接
活多是好事。但作为工匠，你得对你的
手艺承担责任；作为老板，你得履行承
诺；做生意，你得讲求信誉。
记得小时候，匠人来家里做活，说好
几天完成，
期间有私事都不会耽误。对于
活计，即使主人要求凑合些，匠人都不会
同意。那是他的手艺，会坏了他的名声，
自己买原料推倒重来也要搞定。延长了
工期，
一再抱歉不说，
不会多要一分钱。
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靠手艺和
技能，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现在倒好，
一心钻在钱眼儿里，手艺沦为赚钱的幌
子。我想到了自己的写作，不禁汗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