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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大德高僧、中国佛
教协会名誉会长。本报创刊
之初受邀题写“常乐我净”。

名人堂 事同理不同

一事一禅

心灵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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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第一圈”。

磨砖不能成镜
唐代著名禅师马祖道

一幼年即出家当了和尚，
后来到南岳衡山拜怀让禅
师为师。

一天，怀让看马祖整天
呆呆地坐在那里参禅，于是
便见机施教，问：“你整天在
这里坐禅，图个什么？”马祖
说：“我想成佛。”怀让就拿
起一块砖，在马祖附近的石
头上磨了起来。马祖不解
地问：“师父，您磨砖作什么
呀？”怀让：“我磨砖作镜子
啊。”马祖：“磨砖怎么能作
镜子呢？”怀让：“磨砖不能
作镜子，那么坐禅又怎么能
成佛呢？”马祖：“那要怎么
样才能成佛呢？”怀让：“这
道理就好比有人驾车，如
果车子不走了，你是打车
呢，还是打牛？”马祖无法
回答。怀让又说：“你是学
坐禅，还是学坐佛？如果
学 坐 禅 ，禅 并 不 在 于 坐
卧。如果是学坐佛，佛并
没有一定的形状。你如果
学坐佛，就是扼杀了佛，如
果你执着于坐相，就是背
道而行。”马祖听了怀让禅
师的教诲，如饮醍醐，终于
悟道。

很多人参禅只追求形
式，其实这就如同磨砖成
镜、缘木求鱼一样，虽是苦
行，但无法达到目的。禅悟
不等于一味枯坐，要反观自
心，才能洞见真知。（摘编自

《禅宗公案》）

人们时常埋怨生活，埋怨
社会甚至时代，总认为是这些
大环境造成了自己多舛的命
运。其实，生活中那些常被忽
视的微小东西对人的影响才
是最巨大的，也许正是它们影
响了你，而你从不知道。

你若住在城市的楼群下
面，每个早晨本该照在你身上
的那束阳光被高楼层层阻隔，
你在它的阴影中每天过着没
有阳光的日子。你有一个妻
子，但她不漂亮；有一个儿子，
但你不喜欢他。你没有当上
官，没有挣上钱，甚至没有几
个可以来往的好朋友。你感
觉你欠缺得太多太多，但你从
没有认真地去想想，也许你真
正欠缺的，正是每个早晨的那
一束阳光，有了这束阳光，也
许一切就都有了。你的妻子
因为每个早晨都能临窗晒会
儿太阳，所以容颜光彩而亮

丽；你的儿子因为每个早晨都
不在阴影里走动，所以性情晴
朗可人；而你，因为每个早晨
都面对蓬勃的日出，久而久
之，心怀大志，向上进取。

还有吃饭，只要稍加操持
便能美美款待自己一番。但
许多人不这样去做，他们用这
段时间下馆子找气受，找传染
病，尔后又把牢骚和坏脾气带
到生活中。但还是有许多人
懂得每顿饭对人生的重要
性。他们把每顿饭都当一顿
饭去吃，把每句话都当一句话
去说。他们不敷衍生活，生活
也不敷衍他们。

我刚来乌市时，有一个月
时间，借住在同事的宿舍里，对
门的两位小姐也跟我一样，趁朋
友不在借住几天。虽然只暂住
几天，她们却几乎买齐了所有佐
料，瓶瓶罐罐摆了一窗台，把房
间和过道扫得干干净净。而我

来乌市都几个月了，还四处漂
泊，活得潦倒又潦草。常常用一
些简单的饭食糊弄自己，从不知
道扫一扫地，把被子叠得整整齐
齐，总抱着一种临时的想法在生
活：住几天就走，工作几年就离
开，爱几个月便分手……一直
到生活几十年就离世。

我想，即使我不能把举目
无亲的城市认作故土，也至少应
该把借住的这间房子当成家，生
活再匆忙，工作再辛苦，一天也
要挤出点时间来，不慌不忙地做
顿饭，生活中也许有许多不如
意，但我可以做一顿如意的饭
菜——为自己。也许我无法改
变命运，但随时改善一下生活总
是可以的，只要一顿好饭，一句
好话，一个美好的想法便可改变
人的心情，这件简单易做的事，
唾手可得的幸福我都不知道去
做，还追求什么大幸福呢？（刘亮
程 著名作家 55岁）

认真对待每一顿饭

生活，始终被一张网罩着，
让人逃无可逃。微信、微博
……到处是晒生活期待被点赞
的人群，似乎没被点赞的日子
就没法过了。我们的人生真的
就离不开别人的点赞了吗？

每天，一打开手机，我们就
能看到许多照片跳出来。那都
是朋友拍下的风景，在等着他
人的点赞。你去旅游，游山玩
水，哪里有这样的闲情，一边看
一边拍照呢？也许你会说有美
共欣赏，但是你或许忘记了，只
有用心有情的山水才能打动人
啊。你连一颗心都不能融进山

水里，还能捕捉到怎样的山水
精髓呢？这其实不是要别人欣
赏，而是在炫耀，希望得到别人
的点赞，来获得心理的满足。
我们炫耀的是什么呢？其实就
是我们的不自信，希望在他人
的点赞中寻找到一点虚荣，一
点肯定。

因此，我们应该淡化和省
略别人的点赞，努力过自己想
要的生活，给自己点个赞。当
自己沮丧失落时，给自己点一
个赞，你就会感到阳光的明
媚；当自己孤独彷徨时，给自
己点一个赞，你就会看到蓝天

白云；当自己痛苦绝望时，给
自己点一个赞，你就会看到花
开鸟鸣……我口对我心，自己
给自己力量，什么时候，它都
不会欺骗自己，我们有什么必
要始终把眼睛盯着别人，把脚
步跟着别人呢？

我们都有自己独一无二
的人生，我们也都有着自己个
性鲜明的思想。为了我们的
人生，为了我们的明天，你还
在时时期待着别人的点赞，而
忘记了自己是谁吗？不要再
等待了，因为我的人生，我点
赞。（安徽池州 章中林 47岁）

我的人生我点赞

有人说：“爱是抽象的，无
形的，看不见的。”我说：“爱和
孝心一样，是具体的，有形的，
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

昨天，我品尝到来自安徽
的“黄山烧饼”。是女儿网购
来与我分享的。这饼小巧玲
珑，皮黄且脆，馅精而香，是正
宗原味、百年传承的徽州特
产。我边嚼边想，这是女儿的
孝心，我才能品尝到千里之外
的美味。其他老人未必也有
这种口福。心底不觉生出些
许欣慰。

老友张君告诉我，日前他
已搬到新城区。是他儿子购
买的电梯楼，向阳，可远眺大
海。140多平米，家具全新，居
住舒适。我祝贺他，同时，我
更加珍爱自家的老房子，虽然
与好房子比，确实显得寒碜，
但旧房子有个小阳台，可以任
意栽花种菜，活动活动筋骨；
我的卧房也有20多平方米，是
我和老伴长年相互扶持的地
方；另有一个小书房，是我读
书学习，涂涂写写的好去处。
房子虽老，但是我和老伴住得

舒服、自在，与那些仍在租房
住的人相比，我已很知足。

不论是我品尝黄山烧饼，
还是侍花弄草时，心中往往会
漾起一种如日本作家村上春
树所说的“小确幸”——微小
而确实的幸福。我想，我们时
时都会有“小确幸”的，只是我
们没有在意品尝而已。如果
我们注意到了，就会有很多快
乐。老年人只要把一个个“小
确幸”积累起来，就会让整个
晚年充满幸福。（福建宁德 章
允芳 82岁）

积累“小确幸”生活反思

皮鞋的由来
很久很久以前，人类都

还赤着双脚走路。
有一位国王到某个偏

远的乡间旅行，因为路面有
很多碎石头，刺得他的脚又
痛又麻。回到王宫后，他决
定要将国内的所有道路都
铺上一层牛皮，从而让大家
走路时不再受刺痛之苦。
但即使杀尽国内所有的牛，
也筹措不到足够的皮革。
虽然根本做不到，但因为是
国王的命令，大家也只能摇
头叹息。一位聪明的仆人
大胆向国王提出建言：“陛
下啊！为什么您要劳师动
众，牺牲那么多头牛，花费
那么多金钱呢？您何不只
用两小片牛皮包住您的脚
呢？”国王听了很惊讶，但也
当下领悟，于是立刻收回成
命，采纳了这个建议。据
说，这就是“皮鞋”的由来。
（摘编自《小故事大智慧》）

请将您的感悟在 5 月
22日前发至1587422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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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回顾：有个老人爱
清静，可附近常有小孩玩，
有一天，他给每个小孩子发
了三颗糖。孩子们很开心，
天天来玩。几天后，每人只
给两颗，再后来给一颗，最
后就不给了。孩子们生气
说：“以后再也不来这给你
热闹了。”老人终于清静了。

百家争鸣：在面对生活
中的难题时，如果学会了“逆
向思维”，再结合人性，往往
会收到意想不到或者是事半
功倍的效果。（山东日照 薛
清泽 70岁）

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一
些棘手的问题时，与其示
强，不如以退为进，用智慧
巧妙化解矛盾。（上海 李
米 59岁）
画里人生

千金难买回头看

绘画/苏学兵

当你的生活完全被
一个目标所掌控，别忘
了想想此时是否隐含着
你看不到的危机。

阴囊湿冷胀痛、睾丸炎、附睾炎、精索静
脉曲张、睾丸结核、鞘膜积液是男性的多发病，
健康的男性阴囊是干爽的，比体温低2-3度，
粘湿，瘙痒，胀痛，异味，糜烂是阴囊潮湿的典
型症状，现代医学表明，阴囊潮湿并非出汗，而
是精液外漏（中医俗称漏精症），有异味，可导
致男性功能下降甚至丧失、不育、睾丸癌、前列
腺炎、肾炎等，多数病人误当前列腺、肾虚而盲
目进行消炎补肾，结果久治不愈且病情加重。

采用现代先进的超微破壁技术和精微雾
化技术纯正中药配伍的男舒爽，能使有效成分
快速透皮吸收直接作用于睾丸深层病灶部位，
快速止痒杀菌，祛除湿毒，同时杀灭睾丸内病
菌病毒，清热消肿、软坚散结、疏通精索，净化

睾丸内环境，消除阴囊湿冷、胀痛、硬结，恢
复新陈代谢，激活原始动力，生精养精，增
强摄助力，加强睾丸营养，全面消除疾病症
状和隐患，恢复男性功能，各类患者只需按
周期使用即可，是呵护男性健康的好产品。

适用于：阴囊潮湿、睾丸炎、附睾炎、精
索静脉曲张、睾丸结核、鞘膜积液、睾丸胀
痛、松弛下坠、硬结、萎缩、囊肿、腰酸腿痛
乏力、精液异常、男性功能减退、不育症，睾
丸炎并发肾病及前列腺尿频、尿急、尿不净
等症。

请按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陕卫消证字（2012）第0155号 西安恒润堂药业有限公司

咨询
热线400-060-1655

（免费送货）

阴囊潮湿 睾丸病 专用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