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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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反思

心灵点击

画里人生

心存畏惧

绘画/毕传国

简单才是茶道

退休日记

一事一禅

电影很糟糕。一小时后
我对妻子耳语说：“走吧，我们
回家。”她回答：“肯定不行，我
们不能浪费买电影票的钱。”

“这算不上什么理由。”我抗议
说，“钱已经花掉了，你在纠结
于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是指由于过去
的决定已经发生了的，而且无
法挽回的投资，如时间、金钱、
精力等。我有一位朋友，他的
感情生活一直不顺当。他的另
一半总是在欺骗他，被发现后，
又十分后悔地请求他的原谅。

虽然觉得很难受，但他还是一
次次接受了她。当我与他谈论
此事时，他向我解释：“在这段
感情中，我已经投入了那么多
经历和情感，现在离开她，总觉
得有点不值得。”这也是典型
的，纠结于沉没成本。

过去的已经永远过去了，
我们应该朝前看。然而，在我
们已经在一件事上投入了时
间、金钱等因素之后，我们就
会变得难以放手，难以释怀。
于是已经投入了的东西，就有
可能变成继续做下去的理由，

即使客观来看坚持下去毫无
意义。投入越多，沉没成本就
越大，继续走下去的理由似乎
就越充分。

为什么会有这种荒谬行
为呢？是因为我们害怕矛
盾。如果我们结束一件事情，
我们就在制造矛盾：承认从前
的想法与今天不同。继续做
一件无意义的事，只能推迟这
一疼痛认识。所以，在我们做
决定的时候，我们不要纠结于
过去，而是要努力地向前看。
（文/罗尔夫·多贝里）

当断则断

老家的秦大爷今年八十八
了，但还是面色红润，一脸喜气，
看上去连七十岁都不到。我问
他为什么这么年轻。他说：“没
有什么秘诀，我就是个没心没肺
的人，什么事情都不往心里去。”

“没心没肺”有大大咧咧、
心直口快的意思。在我看来，
就是要我们凡事都别往心里
去。不管是高兴事、烦恼事；
得意事、郁闷事；舒畅事、不平

事，统统让其如过眼云烟。其
实，世上不公不平不尽如人意
之事多着呢！你要想不开，不
把人憋死才怪。有人财运亨
通，要啥有啥，咱平民百姓虽
然清贫，却活得踏实，不必担
惊受怕；有的人占你的便宜，
不要生气，让他三尺又何妨；
有的事你吃了亏，不要烦恼，
古人云：“吃亏是福。”

“没心没肺”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难，这需要一定的人
生智慧。大多数百岁老人都曾
经历过丧偶之痛，他们经常说
的一句话就是：人走了，家还
在。他们这种能够直面人生悲
惨的力量，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没心没肺”，活着不累。
坏事或许会变为好事，悲怆或
许化作喜悦。人生在世，不妨
做个“没心没肺”的人。（广西
桂林 陈广智 65岁）

“没心没肺”过生活

人们说，散步的时候，要
是倒着走，对身体更有益。
倒，即退，退步时，腿不是迈，
而是朝后捯饬，人的感觉完全
不一样，最明显的是心里总有
一种担心，唯恐路上有什么障
碍物给自己挡住，跌跤。因为
人的眼睛是长在前面的，为了
看清道路，就不时地回头，倒
走，回头观察路况比正常走仔
细，专注，走走停停，战战兢
兢，格外敏感。

这种由退而生的敏感，

在退休者特别是离岗者的生
活中，常会遇到。我的朋友
老王就是这样。有一次单位
召开全体会议，已经离岗的
老王也接到了通知，第一项
议程结束之后，主持人通知
已经离岗的人员可以先回去
了，剩下的事情是对在岗同
志讲的。老王心里感到很不
爽，出来之后，看着空荡荡的
楼道，心里空落落的。可后
来，老王终于想明白了，既然
自己已经退下来了，听那些

跟自己无关的东西，确实有
些浪费时间。这不是单位抛
开自己，而是对自己的照顾。

人人都要学会倒着走，
人人都要懂得退休是每个人
都必须经过的人生历程。到
哪座山就唱哪支歌，与其过
于敏感地留恋过往，不如面
对现实，以平和的心态，充分
享受退休生活的美好，平稳
度过人生离退这道坎。暮年
的风景，同样精彩。（天津 卞
长生 58岁）

学会倒着走

是谁无所谓
一位老人牵着驴，看到

路旁有块地，上面长满了繁
茂的花草。老人就松开驴
子的笼头，毛驴一路飞跑着
朝嫩草地奔去。它在那儿
打滚，蹭痒，活蹦乱跳，边喊
边吃。这时，敌人将至。

“咱们快跑吧！”老人急
忙说。“为什么要跑呢？”正
在草地上打滚的驴子问道，

“敌人会给我架两副鞍子，
让我驮两倍的货物吗？”

“不，这倒不会。”老人
说 完 ，拔 腿 便 逃 之 夭 夭
了。“我归谁所有，对我来
说不都一样吗？”驴子自言
自语地说，“你尽管逃跑好
了，让我待在这里啃嫩草
吧。反正对我来说，主人
是谁都无所谓。”（摘编自

《读者》）
请将您的感悟在10月

23日前发至1520080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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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回顾：有个人为
了买车的时候能够获得更
大的优惠，特意选了一个
暴雨天去买车。他认为，
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一定
没有其他顾客，他可以放
心地讲价。没想到，刚一
见面，销售商一句“你肯定
想买车想疯了，这么糟的
天气还跑出来买车”就打
碎了他的幻想。

百家争鸣：人所处的位
置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也
会不同，因此，换个角度,或
设身处地去作出分析，处理
问题是很重要的。一厢情
愿的思维方式，是很难真正
办成事情的。（湖南长沙 张
开智 69岁）

要想实现一个预定的
目标，必须做好充分的准
备，且制定出多种有效的应
对措施。只有这样，才不至
于在遇到意外时尴尬。（河
北邯郸 申宏兴 70岁）

杀价也要有技巧，先要
货比三家做到心中有数，靠
想当然是做不成事的。（广
西柳州 谭茂龙 72岁）

画 圆
一少妇郁郁寡欢，独

立江边。慧明禅师恰巧
路过此地，便问少妇所为
何事。“唉！我本有一个
令人羡慕的四口之家，丈
夫肯努力，一双儿女也活
泼可爱。可没想到，我丈
夫忽得急病身亡，一双儿
女因车祸一死一伤。现
今，只有我与残疾小儿艰
难度日，这日子实在是过
不下去了。”

慧明禅师道：“我有一
法，可使你已失去的丈夫
和小儿复活。”少妇连忙问
是何办法。“你随手拣一树
枝，在此沙滩上画一圆圈，
要一笔画成，不可描摹。
待圆圈画成，我便告知死
而复生之法。”

少妇一听，急忙拣一
树 枝 ，在 沙 滩 上 画 起 圆
来。谁知，一连画了好多
个 都 不 够 圆 。 少 妇 道 ：

“唉！画圆真难啊！”
慧明禅师笑着说：“是

么？既然画圆这么难，那
么，就把世上天然有形之
物，拣几样圆的拿给我看
看吧！”两人约定第二天晚
上见。第二天，两人如约
而至。“圆形物拿来了么？”
慧明禅师问。少妇一手指
月，欣然道：“天上明月，多
么圆满！”“然而三天之后，
它仍然圆么？”少妇无言以
对。接着，少妇实言相告：

“我遍寻有形之物，却难以
找到天然圆满的，您实在
是强人所难。”

慧明禅师道：“世上天
然有形之物，圆满者，实属
罕见，何况人生呢？正如
东坡诗云：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
全。”少妇顿悟：“您要我画
圆，原来用心良苦！”（摘编
自《品味》）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
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
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
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
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季羡林《季羡林
谈人生》

人生啊，如果尝过一
回痛快淋漓的风景，写过
一篇杜鹃啼血的文章，与
一个赏心悦目的人错肩，
也就足够了。

——简帧《私房书》

人生短短数十载，最
要紧的是满足自己，不是
讨好他人。

——亦舒《美丽新世界》

滴水藏海

一切，从无畏的探索开
始，到有畏的恪守结束。如果
你还在迷途之中跋涉，那么请
你不要害怕眼前的阴霾；如果
你已经穿云破雾，屹立于山
巅，请你一定要心存畏惧，处
处小心，不要恣意而行。

台湾人，发明出所谓的
“茶道”来。最令人讨厌了。
茶壶、茶杯之外还来一个“闻
杯”。把茶倒在里面，一定要
强迫你来闻一闻。闻的时候
禁不住喷几口气。那个闻杯
有多少细菌天知道。 现在，连
大陆也把这一套学去，到处看
到茶馆中有少女表演。固定
的手势还不算，口中念念有
词，说来说去都是一泡什么、
二泡什么、三泡什么的陈腔滥
语。好好一个女子，变成俗不
可耐的丫头。

如果要有茶道，也只止于
像潮州工夫茶或文人茶那
样。别以为有什么繁节，其实
只是把茶的味道完全泡出来的
基本功罢了。一些喝茶喝得走
火入魔的人，用一个钟计算茶
叶应该泡多少分多少秒，这也
都是违反了喝茶的精神。什么
是喝茶的精神？何谓茶道？
答案很清楚，舒服就是。茶是
应该轻轻松松之下请客或自
用的。你习惯了怎么泡，就怎

么泡；怎么喝，就怎么喝。纯
朴自然，一个“真”字就跑出来
了。真情流露，就有禅味。有
禅味，道即生。喝茶，就是这
么简单。简单，就是道。

有人问我：茶或咖啡，选
一样，你选茶还是咖啡？我回
答：当然是茶。我对饮食，非
常忠心，喜欢茶就不肯花精神
研究咖啡。翻看杂物，发现家
中茶叶多得一生一世也饮不
完。茶的乐趣，自小养成。家
父是茶痴，一早叫我们四兄弟
和姐姐到家中花园去。向着
花朵，用手指轻弹瓣上的露
水，每人一小碟，集中之后滚
水沏茶的印象犹深。
喝茶，形式上要简洁，
但心境和情趣却可以灿
烂。读一读古人的茶诗
就知道。譬如白居易的

“坐酌泠泠水，看蒸瑟瑟
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
茶人。”好茶配好诗，才完
美。有个长联说得精辟：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

喝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
作乐拿壶酒来。简单，就是茶
道，人生也是如此。

人要任性，但是也要能掌
控自己的人生，既可以大胆去
做，又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
一定要有自己把日子过好的
能力，在最想做事情的时候，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有时候，
我们会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
什么呢？其实，吃得好一点，
睡得好一点，多玩玩，不羡慕
别人，多储蓄人生经验，死而
无憾，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意
义，和喝茶一样，一点也不复
杂。（蔡澜，76岁，著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