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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一禅

名人堂

快乐与苦恼
有一天，一位看上去
很富态的中年妇人来到了
城郊的寺庙里。她最近心
情很糟糕，食不甘味，夜不
能寐，而且做任何事都提
不起兴趣。她来到这里，
希望方丈能帮她化解心中
的烦恼。妇人见到方丈
后，急不可待地把心中的
烦恼倾吐了一个遍，就仿
佛竹筒倒豆子一般。
方丈听后问她：
“施主
与丈夫感情如何？
“
”感情很
好，相敬如宾十多年，从未
红过脸。
“
”施主膝下有无子
女？”
“ 有 一 小 女 ，聪 明 伶
俐。”
“家境还好吗？”
“算得
上是镇上的富人家了……”
方丈铺开纸墨，边问边写。
纸的半边写着烦恼之事，
而
另一半则写着快乐之事。
妇人讲完了，方丈也写完
了。他将纸张摊到妇人面
前，
说道：
“这就是让你摆脱
烦恼的法门。”看到妇人不
解，
方丈继续说：
“你把苦恼
之事看得太重了，
而忽视了
身边的快乐。
”
方丈令徒弟取来一盆
水和一只苦胆，
他将胆汁滴
入水盆中。浓绿色的胆汁
在水中散开，
很快就踪影全
无。妇人为方丈的举动感
到困惑，
她心想，
自己是来请
教解脱烦恼的办法，
方丈这
是在做什么呢？方丈解释
说：
“胆汁入水，味则变淡。
人生何不如此？
”
妇人终于明
白了，
原来并不是烦恼与苦
痛过多，
而是自己不善于用
快乐之水冲淡苦味啊。
（摘编
自《淡定是一种态度》
）
生活反思

退休日记

人生滋味在静闹之间

一直到十八九岁，我都不
知道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
我爸演戏的时候，我经常躲在
一边看。那时，我觉得自己可
能一辈子都是忠实观众吧。
我最大的特点是两个
字：一是蔫，一是缩。我不像
我爸，他敢当着一千多人的
面 上 台 指 挥 ，我 打 死 也 不
敢。只要有什么活动让我出
席，我就本能地往后缩。如
果出席的人有十几个，我就
本能地坐在最边上，图个清
静。出席活动，快到大厅门
口时，我最紧张，好像一开门
就会被机枪扫射似的。但老
这么惯着自己，也不行。都
老大不小了，有人叫老师了，
还那么羞答答的也不像话。
我便开始想象自己在拍戏，
效果似乎也不错，可总觉得
太假了。我告诉别人，其实

我不紧张。有人说：
“ 谁都能
看出来，你满脑门子汗，说话
磕磕巴巴，不叫紧张叫什么？”
我索性不再装大尾巴狼，这样
一来，我反倒踏实下来，在喧
闹之中也找到了些乐趣。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不
把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当回事
了，都想看到活生生的人。我
有平民色彩，不虚伪。那时，
中国人开始需要大批量的幽
默，我恰好代表了那时人们的
心态：比较放松，比较乐观，也
比较普通。谁也别想教育谁，
大家都是平等的。那时经济
发展，过去很多牢笼式的观念
被打破。大家忽然发现，不是
只有那些长得好看的、说得好
听的人才重要，其实我们每个
人都很重要。连葛优都能上
屏幕，
谁不能呢？
比起一些偶像明星，我觉

心灵点击

时间也过期

“时间真快，怎么留也留
不住，抓也抓不住。”很多人都
这么感叹时间如流水，一去不
复返。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却
收藏着“过期的时间”。这些
凝固的、发了霉的时间不仅没
有用，我们还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清理。
比如，你家中有一个花瓶
缺了个角，看着不好看，留着
占地方，想把它扔了，可又觉
得可惜，于是顺手把它留了下
来，放在一边。惯性使然，家
里的盘子裂了缝，你觉得有时
候还能用，于是就把它放在厨
房的一个角落，却再没用过。

这样一路下来，厨房里堆了很
多不会再用的杂物。大人和
小孩的衣服旧了或者过时了，
你舍不得扔，花时间整理好，
放在一边，想以后有时间去送
人，可是你很长时间都没把衣
服送出去，旧衣衫占满半个大
衣柜。再比如，你喜欢买杂
志，买回来的杂志放在卧室
里，慢慢堆积占了地方。家人
建议你送人或当垃圾卖掉，你
不同意。其实，那些杂志放了
几年你都没再看第二遍。
有一天，你觉得那些东西
实在放不下了，才可惜地“鉴
定”这些花瓶、盘子、衣服和书

换个心情看身体

右上颌一颗牙坏了，在摇晃了一
个多月后终于脱离了牙床。它自由
了，
却给我留下一些恼人的牙茬子。
因为我有糖尿病，医生不敢拔牙
茬子，导致我的牙龈经常疼痛难忍。
因此，
每到吃饭的时候就感到沮丧，
不
但影响饭量而且影响心情。由此我又
常常想到身上的其他部件也有些失
灵，
如：
两眼昏花了，
耳朵听不清了，
腿
脚也僵硬了……于是经常哀叹晚年暮
景之苦状，
觉得活得很累，
就像没有了
耐力的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很想趴地
上不起来了。
前段日子去馆里游泳的时候，碰
上了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老人。他们

投稿邮箱：
canwu@laoren.com

两人偶然聊到了对方的牙口：
一个问，
你的假牙怎么不戴了？另一个答，戴
着不得劲，
还不如不戴利索，
用牙花子
嚼烙饼也比戴假牙强。听了他们的对
话，
我立马为自己庆幸起来。其实，
相
比他们那满口假牙，
我还有 21 颗原装
牙齿健在。再说眼，
虽然花了，
但没有
眼疾，对于日常生活影响不大。人老
了腿脚不利索，
大家都这样……总之，
想来想去，
我还算是幸福的。
即便是同样的身体状况，可如果
换个心情来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老年朋友们，
对自己的身体乐观一点，
努力享受美好的人生吧。
（山东德州
纪慎言 72 岁）

退休后要少一些计较

前几天参加一次老友聚会，大家 容待人。能在一个单位工作，是难得
都有点喝高了。几个老家伙，便卸掉 的缘分。退休了怎么还能“算老账”
了平时的客气、
斯文，
敞开肺腑聊了起 “ 翻 小 肠 ”？ 即 便 当 时 我 真 的 比 他
来，
结果闹得大家谁都没了好心情。 “强”
，
在晋升方面受到些委屈，
事情也
总结那天引起我们这些老家伙 还得从多方面想。不能只看自己长
心情不快的话题，主要是议论甚至计 处，不见自己短处。如果能做到换个
较起别人的品行、
能力，
最有代表性的 角度思考问题，我们的怨气也许就烟
一句话就是：
“他哪儿比我强？我咋不 消云散了。
如他？”不平之气一下冲到了天灵盖。
人生活一辈子，最聪明的是学会
现在回想，这实在大可不必。这除了 遗忘，该扔掉的包袱必须扔掉。人老
给自己
“找气生”
，
绝对没有一点益处。 了，
要老个明白，
不计较别人就是快乐
人生活在社会上，最要紧的是宽 自己。
（河北滦南 刘振广 70 岁）

得特坦然。我不怕年华老去，
不用和狗仔队打游击，不用为
了曝光率没事找事，那样的代
价太大，活着该有多累！其实
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一个人待
着。有朋友一拿起书，看两行
字就晕了，我不至于那样，每
天至少要看十几个剧本吧。
我觉得还不够静，还不够让我
拿起一本书就放不下，周围总
有好多事干扰我。我也爱热
闹。比如喝点儿酒、聊聊天，
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我是
最不怕听人说的，只要对方能
侃，我就可以一直听他说下
去，所以朋友爱找我喝酒。我
最爱扮演的角色就是观众。
每次喝酒，我说话很少，更多
是看朋友耍贫。
我总是矛盾着，又想热闹
又想静，这大概便是人生的滋
味吧。
（葛优，
61 岁，
著名演员）

是多余的“垃圾”，于是花了很
多时间才清理完毕。花去的
这些时间，就是你长久搁置不
用的时间、没有及时处理的时
间。这些过期的时间，顽固地
隐藏在我们的生活中，浪费着
我们正常的时间。明知时间
抓不住，我们还要花时间去清
除这些过期的时间，多么令人
痛心！
时间去哪儿了呢？有时
候，我们手握大把时间，存了
一些过期的时间，又用新的时
间，去清理旧的时间……学会
断舍离啊，毕竟一寸光阴一寸
金！
（文/倪西赟）

事同理不同

烧掉第一封信
林肯在担任美国总统
期间，曾有一位陆军部长
斯坦顿找到他那里，气呼
呼地对他说，一位少将用
侮辱的话指责他偏袒某些
人。林肯建议斯坦顿写一
封内容尖刻的信回敬那个
家伙。
“可以狠狠地骂他一
顿嘛！
”
林肯说。
斯坦顿立刻写了一封
措辞强烈的信，
然后拿给总
统看。
“对，
对！
”
林肯高声叫
好，
“要的就是这个！好好
教训他一顿，真写绝了，斯
坦顿。
”
但是，
当斯坦顿要把
信装进信封里时，
林肯却叫
住了他：
“这封信不能发，
快
把它扔到炉子里去。凡是
生气时写的信，
我都是这么
处理的。这封信写得好是
因为写的时候你已经解了
气，
现在感觉好多了吧？那
么就请你把它烧掉，
再写第
二封信吧。”
（摘编自《做最
好的自己》
）
请将您的感悟在 1 月
15 日前发至 17775808544。
上期反馈
故事回顾：
美洲豹的园
区条件非常好，
但它却一直
打不起精神来。直到工作
人员放入了食肉的豺狗，
美
洲豹才恢复了霸主的风采。
百家争鸣：对手也是
伙伴，因为只有它们的存
在，才会激发强手内心的
激情。
（湖南长沙 张开智
69 岁）
英雄也需要用武之
地，只有在有竞争的地方，
才能显出其本色。
（辽宁本
溪 隋流 64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