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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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点击

生活反思

一事一禅

记得有一次我三更半夜
回家，我娘哆哆嗦嗦，那个时
候大概是八十几岁，给了我一
捧栗子。我把它装在一个信
封袋里面，我觉得这是值得纪
念的东西。一晃眼十年过去
了。这些小的物件让我很有
感触，这些记忆让我感激自己
一路以来的遭遇与经历。

每个人都是由自己的每
一天累积而成的，我人生里面
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成就了
我，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少丢东
西的原因。奶茶（刘若英）管
我叫大哥，她曾经说：大哥有
一个盒子，所有的东西都要拿
一个盒子装起来。我所有的
东西都会有一个盒子，当然我
不是堆积癖，我也扔东西。可
是久了以后，我家里随时都是
惊喜：我会找到我很多年以前
写的一个字迹，我会找到我女

儿的乳牙，这会让人很惊喜。
即使再平凡的人都会有这样
的东西触动到自己。这是你
对人生的态度。这些东西会
让你更认识与了解你自己。

我今年最新的收获是过
年我娘给我的红包，还有我书
桌上贴了一张20年前的贴纸，
上面写着“阿宗，我去学校拿
健保卡，很快就回来”，那是我
娘用铅笔写的，字很端正；以
及今年我娘给我写的一个生
日卡，上面的字哆哆嗦嗦的。
生命中的珍物需要时间来累
积。其实到头来，成为生命中
珍物的东西都不是一些奢侈
品、名牌的东西，而是最简单
最平凡的东西。随着我娘老
了，我最常做的就是在五点半
骑着我的摩托车回家跟娘吃
饭，吃完饭后，我会跟我娘手
拉手看电视。大概七点半，我

就会给她捏脚，因为老年人走
路不好了，所以给她捏脚就会
促进末梢的血液循环，就会比
较好。做完这些事情，我会回
到楼上我的房间，静下来想：

“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原来
我有这一面，如果没有娘在的
话，我就不知道我自己是这样
的人。”

人生有很多阶段，很多年
以后，回过头再看当年那个特
别心痛，不愿面对的经历，你
会发现可以坦然面对了，你会
跟那个时候的自己和解。曾
经的坚持、愤怒，或者是不愿
承认的事情，现在它在那儿等
着你回看。等到你有勇气面
对它的时候，你对它的感受会
和当时完全不一样。人会惊
讶于自己的改变，这就是岁月
教给我们的东西。（李宗盛，59
岁，著名词曲作家）

生命中的珍物

前段时间，单位组织离退
休员工开了个联欢会，坐在我
身边的老科长说他搬新居了，
顺手从衣兜里掏出钱夹，取出
张小纸片给我写新的地址，让
我有空去坐坐。钱夹很精致，
我顺手拿过来欣赏。一打开，
就看到在透明插封内，有一张
二寸黑白照片。上面是一对
青年男女，下角还有一行小
字，写的是“青春永在，1958年
夏”。

写完字的老科长见我正
窥探秘情，并没拿回钱夹，而
是笑问：“照片上的小伙子帅

吧？”我说这小伙子有点愣，这
姑娘可挺漂亮。老科长从我
手中取过钱夹，得意又深情地
说：“50多年了，这是我和你嫂
子的第一张照片啊。”

我吃了一惊，再细瞅瞅，
那小伙子还真是老科长。这
么多年保留着一张小照片，而
且还细心地夹在钱夹子里，每
日揣在怀里，这该是一种多么
深的情感啊。

我忽然想起 30 多年前，
我们一块去外地出差，一呆就
是三个多月。那时晚上也没
电视可消磨时光，老科长常常

躺在床上看他随身带着的全
家福：夫妻俩加上一儿一女。
我们常取笑他想老婆，他也不
生气。而如今，怎么不继续带
全家福了呢？老科长说过去
是想家想妻儿，现在儿女都长
大“飞”走了，一琢磨还是只有
老伴才能相携走完人生路。
现在，他一看到这张照片，心
情就特好。

爱情不会因时间而褪色，
反而会愈加美好。朋友，你会
把年轻时的二人照带在身边，
一个人时悄悄看一眼吗？（辽
宁沈阳 张蓬云 77岁）

把爱情放在钱夹里

“别跟我分析什么对错，老
子在家就是天。如果不是你那
么蠢，我在外面能这么累吗？”这
是昨晚打车回家时，听到一位
中年司机师傅说的话。对话
中，他不断痛斥着电话那头的
人，言辞激烈。我虽无法确认
与他通话的是谁，却能确定对
方一定是他最亲近的人。

有时候，你总是可以通过
一些人，看到自己的影子。想
起之前自己的种种行为，和眼
前这位司机师傅如出一辙，每
当自己不顺心的时候，总是有
理由怪罪到身边人的头上。工

作压力大，抱怨同事在旁边给
我添堵；肚子疼，抱怨爸爸给我
做的饭放凉了。当然也看过很
多人与我和这位司机大叔有类
似情况。有人事业受挫就回家
借酒撒泼，甚至打骂女人；有人
在外受欺负一声不吭，回家却
吆五喝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
始，有太多人都会把最差的脾
气留给最亲的人。

一位旧友，是某品牌公司
的艺术总监，和她交谈时，总感
觉如沐春风。我几乎从未见过
她发火的样子，即使下属犯下再
大的错误，她都会悉心教导。而

就是这样一位女神，曾在酒后跟
我忏悔：很多人都说她温柔善
良，可唯独面对自己的亲人，她
就像一只张牙舞爪的老虎。

似乎我们就是这样，也许
能对陌生人客客气气的，可一
面对亲人，就控制不了自己的
情绪，所有的负能量瞬间爆
发。人们说：你永远只能伤害
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我想，
这真是个悲凉的真理。最好
的教养，就是不对亲近的人发
火，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愿
我们都能拥有这深到骨子里
的教养。（文/甘澜）

少对亲人发脾气

退休日记

今年对我来说是花甲之
年，也是退休之年。说到退
休，总有人爱在前面加上光荣
二字。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安
慰人的话罢了。其实，退休既
不光荣也不丢人，就像有上车
就有下车一样，到站了就下
车，天经地义。

近几年，走在上班路上，
时常会有人向我打招呼，然
后 突 然 发 问 ，怎 么 还 在 上
班？单位是不是要返聘你？

退休后干什么？我屡屡被这
一连串的问题搞得张口结舌
一头雾水。只有强笑着含糊
道，快了快了。其它的问题
都无所谓，唯有退休后该干
点什么引起了我的思考。想
了 很 久 ，我 终 于 找 到 了 答
案。退休后首先得调整心
态。退休了就是退休乐，要
坦然面对现实，保持退休人
的尊严和风度。既然离开了
岗位，就不要再惦记着当年

的辉煌，更不要对着还在工作
的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要
积极乐观地面对一切，做一个
通情达理的退休人。

此外，退休后我还要多陪
陪家人，抓紧时间干些从前想
干而没有时间干的事。比如
文学创作，骑自行车旅行，学
拉小提琴……于是，我制定了
第一个退休五年计划，并在心
里宣誓，要为之奋斗。（湖北赤
壁 刘智安 60岁）

给自己做份计划

歌者与听众
小女孩因为太矮被老

师排除在合唱团外，虽然
她的歌唱得不错。小女孩
一个人躲在公园里伤心地
流泪，她还在想：老师为什
么不让我参加呢？难道我
唱得真的很难听吗？ 小女
孩不由自主地唱了起来，
唱起歌来她就忘记了一
切。唱得真好！一个白发
苍苍的老人说道，谢谢你，
小姑娘，你让我度过了一
个愉快的下午。老人说完
就走了。

小女孩第二天再来的
时候，老人依旧在那里，满
脸慈祥地微笑着看着她。
于是小女孩唱了起来，老
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副
很陶醉的样子。最后，老
人大声喝彩：太棒了！谢
谢你，小姑娘。说完仍独
自走了。这样过了许多
年，小女孩变成了一个漂
亮的大姑娘，同时也成为
一个有名的歌手。当她特
意再去找老人的时候，老
人已不在人世了。她也知
道了，老人根本就听不到
她的歌声，因为他的耳朵
很久之前就聋了。（摘编自

《意林》）
请将您的感悟在 12月

11日前发至1777580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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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回顾：阿基勃特
是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一
名小职员，他不论做什么，
都不会忘记宣传“每桶四
美元的标准石油”。公司
董事长洛克菲勒知道后，
盛情邀请阿基勃特共进晚
餐，多年以后，阿基勃特成
为接班人。

百家争鸣：不论工作岗
位多么平凡，只要你能认真
对待，用心去干，且在关键
细节上做足文章，就能得到
意想不到的收获。（河北邯
郸 申宏兴 70岁）

企业要做强做大且持
续发展，就得善于发现并培
养一批脚踏实地、认真工作
的人才。（广西柳州 谭茂
龙 72岁）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
什么好运气，转机永远来自
于我们对于内心的坚守。
（广东广州 肖学林 59岁）

画里人生

角 度

绘画/慕伟春

别喝“咸水”
从前有个财主，在拥

有九十九只羊的那一天
起，就眼巴巴地盼望着能
再添上一只羊，好凑够一
百只。一天深夜，他忽然
想后山寺院里有一位禅师
养了一只羊。于是，第二
天一早，财主便前去恳求
禅师将那只羊让给自己。
禅师正闭目静思，眼皮也
没有动一下，只淡淡地说：

“牵走吧！”
一个月之后，财主又

来求见禅师。禅师见他愁
眉苦脸、面容憔悴，便问他
为何如此心焦。财主苦笑
着说：“现在我已经有了一
百零五只羊了。”禅师困惑
不解：“既然如此，应当高
兴才是啊！”财主摇头叹
息：“可我什么时候才能拥
有两百只羊呢？”禅师默默
无言，转身端来一杯水，递
到他的手中。财主刚喝了
一口，便大叫起来：“这茶
水为什么这么咸啊？”禅师
不动声色，只冷冷地说：

“其实，你给自己喝的也一
直是咸水呀！”

生命离不开水，欲望
可谓人皆有之。欲而有
节，犹如清茶一杯，其味虽
淡，却能滋润心田、滋养生
命，而过度的贪欲则是一
杯咸水，其味虽浓，却只会
越喝越渴、越渴越喝，即使
给你一个太平洋，也无法
消解那心头之渴。在人生
的杯子里，如果注满的都
是咸水，那就永远品尝不
出幸福的甘甜。（摘编自

《做人与处世》）

滴水藏海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
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
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
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
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村上春树《挪威
的森林》

生命太短暂了，不应
该用来记恨。人生在世，
谁都会有错误，这就是我
从来不想报复，从来不认
为生活不公平的原因。

——夏洛蒂·勃朗特
《简·爱》

我回想这一路走来的
所见、所闻，突然有所感
悟，这不就是人生的历程
吗？当你到达了目的地、
到达了最高峰，总有下山
的时候，上山的路再难走，
但是这一路上的过程也是
值得回味的。

——林青霞《云去云来》

有时候，做事情的
角度比力度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