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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
失去往往会是
一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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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反思

心灵点击

趣味小逻辑

从“心”开始，改掉暴脾气
近日，到公园里散步时，

正碰上两位老先生下象棋，旁
边围着不少看棋的人，我也凑
过去想学两招儿棋艺。

一位中年男子边看棋边指
挥，嘴里说个不停。下棋的一
位老先生不干了，很不高兴地
说：“你这臭棋水平，别瞎指挥，
一边歇着去。”中年男子嘴里嘟
囔着回敬了一句：“棋不这样
走，你死定了。”这位下棋的老
先生一听这话，顿时火冒三丈，
把棋盘往上一抖棋子散落一
地，猛地站起来扭头就走。另
一位下棋的老先生望着愤然离
去的棋友感叹地说：“老哥，咱
这暴躁脾气该改一改了。”

老年人有暴躁脾气，不是
个别现象，尤其是男性老年人
更为突出。究其原因，有主观
因素，也有客观因素。进入老
年期之后，人的活动能力和生
理机能开始逐渐衰退，许多在

年轻时意气风发、活泼向上的
人，此时却变得低沉、缓慢、淡
漠、固执。

暴脾气伤人伤己。如何
改掉？还是要从“心”开始。
老年人要注重修身养性，学会
做到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
事澄然、处事断然、得意淡然、
失意泰然，力求心态阳光，超
逸洒脱，乐由心生。只有这
样，才会有一个平和心态，而
这正是老年人改好暴躁脾气
的关键所在。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
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
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
所讲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

“三十而立”是说在前面阶段
的学习和充实自己修养的基
础上，确立自己在为人处世，
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原则；“四
十不惑”是说用自己的原则在

经历许多的人和事后，对自
己的原则不疑惑；“五十知天
命”是指明白所谓命运，也就
是现在的一切，都是自己造
就的，因此就应不怨天、不尤
人；“六十而耳顺”是说这个
时候，能明白是非，好的坏的
自己能辨别；“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逾矩”是说到了七十岁
的时候，你在为人处世的方
方面面都成熟，做事的时候
就基本不会犯错，而不是说
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
么。孔夫子的这段人生感悟
之言，值得所有老年朋友深
思和借鉴。 经历了几十年的
风风雨雨，对一些事情想得
比较明白，对有些问题看得
比较透彻，对他人讲的话一
听也就能理解，遇事做到心
平气和，不固执己见，不争强
好胜，不大动肝火，自我控制
不发或少发倔脾气，老年人

还是能够做到的。
人到老年，最重要的是有

一个健健康康的好身体，不仅
自己享受幸福美好的晚年生
活，而且不给儿女添麻烦。要
多算一算身体健康这笔账，是
图发脾气痛快重要，还是避免
气出病来划算。因此，老年人
要做到“淡然无为”，众人大言
我小语，众人多繁我小记，众
人悖暴我不怒。

长辈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一直受
到我们的影响。我们的性格
好、脾气好，孩子就会受到好
的影响，否则就会受到不好的
影响。为了子孙后代心态阳
光、性格开朗、待人谦和，脾气
好、人缘好，家庭和睦，社会交
往融洽，老年朋友也应该改掉
暴脾气。（刘旭刚，国家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离退休干部
局局长）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
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
象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和
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莫泊桑《羊脂球》

最自在安乐的心境，
理论上是如婴儿般纯真，纯
真到被骗也一无所知，甚至
知道了也纯情得认为那是
凑巧遇人不淑，继续以赤子
之眼看世界。只要损失得
起，无所求而无所惧。

——林夕《人情·世故》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
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
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张岱《陶庵梦忆》

滴水藏海

一事一禅

禅师赠饼
唐朝的龙潭禅师，他

少年未出家时很贫穷，靠
卖饼为生，无处栖身。

附近寺庙里的道悟禅
师看他可怜，便把寺旁的
小屋子借给他住。为了表
示谢意，他每天送十个饼
给道悟禅师，而道悟总是
从他拿来的饼里取出一
个，回赠给龙潭，并祝福他
说：“这是我给你的，希望
你能够全家平安。”对于道
悟禅师的做法，他始终不
解，便问：“为什么要把我
送给你的饼，拿出一个送
还给我？”道悟禅师回答
说：“你送来的饼，我送给
你有什么不对？”

龙潭听了道悟禅师的
话后，从此开悟，后来成为
一代宗师。这句话中的道
理，说破其实也简单：取之
于人也要回报于人，得之
于社会就要回馈社会。好
的东西，就是要用来分享，
不能独自占用。（摘编自

《龙潭禅师开悟记》）

莱特兄弟打官司
20 世纪初，美国的莱

特兄弟造出了飞机。然
而，在此以后，他们不是用
心钻研怎样继续提高飞机
的性能，反而是把全部的
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了申
请专利和技术保护上面。

莱特兄弟把飞机锁在
机库里，不向任何人透露
飞行技术，美国政府希望
他们能进行一个飞行表演，
然后再购买他们的飞机。
他们担心在试飞时可能会
被人偷取技术，就说必须先
付钱，才能看到飞机。这笔
生意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莱特兄弟把自己的关键技
术，如可变动机翼申请了专
利。当时，一些公司借用
了他们的设计，但因为有
所改造，就没有交钱给他
们。他们认定这是侵权行
为，便打起了官司。可这
期间，对方不断对飞机进
行改造，每次改造都要重
新进入审理过程，这使得
法庭迟迟不能宣判。

一直到 1914 年，法院
才做出判决，这些公司必
须要支付高额的专利费给
他们。但此时，他们的技
术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水
平。（摘编自《读者》）

请将您的感悟在 8 月
20日前发至17775808544。

上期反馈

故事回顾：17世纪，丹
麦和瑞典发生战争。一场
战役之后，一个丹麦士兵看
到一个受了重伤的瑞典士
兵紧盯着他的水壶，便过去
给他喂水。但瑞典士兵竟
然用武器刺向他。丹麦士
兵仍旧给他喂了水，并说：

“我本来要把整壶水都给你
喝，现在只能给你一半了。”

百家争鸣：防人之心
不可无，对敌人释放善意，
要小心反受其害。（山东德
州 马俊合 70岁）

做人应当抱有感恩之
心，对助人者感恩戴德，不
能忘恩负义。（河北邯郸
申宏兴 71岁）

丹麦士兵不为被刺伤
而拒绝救护，仍然给他半壶
水喝，彰显了人性的高尚。
（河北石家庄 杨世欣 67岁）

读书，常常读到“大恩不
言谢”，骨子里透着一种豪
气。我想，所谓“大恩”，应当
是那些急人之难，救人于危亡
的行为吧。这样的恩情，自是
不能单凭一个“谢”字所能表
达的。可是，生活中，似乎“大
恩”少遇，多的是“小恩小泽”。

不经意间，我们就在“布
恩”，不经意间，我们也在接受
着别人的恩泽。可是，正是这
种“不经意”，却使许多人忘记
了此种“小恩小泽”，似乎受之
当然，难生报恩之心。譬如，
公交车上有人让座，又或者是

指路这样的小事。
我的父母，一直住在乡

下。有一段时间，父亲得了脑
血栓，病愈后仍然行动不便。
遵医嘱，需要行走锻炼。我们
在外工作，难以照顾父亲。父
亲倔强，就自己咬牙坚持锻
炼。邻家二婶看到后，就主动
担负起了搀扶父亲的责任。
好长一段时间里，每天早晨，
只要看到父亲一出门，她必定
走上前，搀扶父亲一段路程，
直到父亲的腿“走溜了”，方才
撒手。邻家二婶是个有心人，
我父母年纪大了，早晨起床往

往很晚，二婶每当看到二老开
大门晚了，总会走到我父母居
住的房屋后，敲响窗子，怕的
是二老出现什么意外。关切
之心，让人感动。所以，我每
次回家，父母总会向我“唠叨”，
唠叨邻居家的好处，劝我不要
忘记。我又怎么会忘记呢？

对比“大恩不言谢”，我更
喜欢“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
报”。记住别人的“小恩小泽”，
再投之以更大的报恩之心，“恩
恩相报”，这个社会，就定然会
成为一个真正和谐、文明的社
会。（山东昌乐 路来森 56岁）

不弃“小恩”

老屋改建，拆下的旧门环
变成了抢手货，这些物件承载
着某些人独有的怀旧情怀，让
人可以感受到时间的轨迹与
沉淀。无论你是否承认，旧情
怀总是具有一种独特的深度。

情怀要旧一些，才有深
度。难怪有年轻人说，“随时
准备老去”。我执着地认为，
他们要求老去的不是身体，而
是内心的情怀。在年轻人中
间，《青花瓷》和《卷珠帘》之类
乐曲的流行，让我看到了古风

古韵的独特美感和艺术张
力。只有把情怀做旧，才能征
服无限受众；只有把情怀做
旧，人生才富有厚度。

记得海子有这样的诗句：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
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
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却成
为了某楼盘的售楼广告，究其
原因正是把情怀做旧，才具有
俘获更多人的感染力。

人的情怀有两个不同的
阶段，开始时热烈，后来当岁
月的足迹慢下来，情怀变成宁
静甚至伤感，但不颓废，而是
更富深意。

当我们抚摩岁月这枚金
色的果子的纹路甚至是瑕疵
时，很多人都会感受到那种诗
意栖息的深味。把情怀做旧，
是把正值灿烂的峰值调低的
过程，这要我们淡定而从容地
面对世事。（河北唐山 付秀
宏 51岁）

把情怀做旧

清朝末年，某地有一商人
张三经常外出经商。有一次，
他雇了一条船准备装货去外
地贩卖。当时，他同船主约好
第二天清早开船。第二天四
更时，张三妻子王梅花起来给
张三做饭，收拾行李。张三吃
了饭，带着行李去乘船了。到
了天大亮的时候，张三妻子梅
花听到一阵敲门声和慌张的
呼叫声：“梅花嫂，梅花嫂！”梅
花把门一打开，只见敲门人原
来是船主。梅花问：“出了什

么事？”船主说：“张三昨天雇
我的船外出，约好清早五更开
船的，我左等右等，可是张三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梅花
听罢之后，大惊失色。她慌忙
到处去寻找，总不见张三。于
是，她就到官府报案。在堂
上，一位县官仔细听完案情以
后，很快断定那个船主有嫌
疑，这是为什么呢？

这其实是从船主的言行
着手，进行逻辑推理。假若张
三的失踪与船主无关，那么当

张三没有按时来乘船时，船主
跑到张三家去喊张三，就应该
叫：“张三！张三！”可是，船主
前去喊门的时候，没有喊张
三，而是直接敲门，叫：“梅花
嫂！梅花嫂！”这就表明，船主
已经知道张三不在家了。既
然船主在喊门前已经知道张
三不在家，却还是来了，那么
很可能与张三的失踪有关。
这是一个基于生活常识的，充
分条件下的假言推理。（摘编
自《发明与创新》）

船主为啥有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