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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堂

一事一禅

坐一日胜千年忙
晚年的大安禅师终日
端 坐 ，不 言 不 语 ，无 所 事
事。大家在背后称他为懒
安禅师。
大安禅师的懒，已经
引起大家的议论。有一位
禅僧说：
“ 终日不言不语，
如 木 石 一 样 ，那 就 是 禅
吗？”另一位禅僧道：
“终日
端坐，既不领众梵修，也不
指导大家作务，难道这就
是禅吗？”
有一天，大安禅师集
合众人，说：
“今天，请大家
跟我一样，终日端坐静思，
不言不语。只要三天，当
可令大家识得自己。
”
众人随大安禅师静
坐，还不到一日，就心浮气
躁，腰酸腿痛。众人实在
坚持不下去了，便向大安
禅师请求，宁可作务，不愿
静坐。这时，大安禅师方
才告诉众人：
“老僧坐一
日，
胜过千年忙。
”
生活中，我们常说：不
要光坐在那里，找点事情
做。但现在应该反过来：
不要光做事，还要坐下来，
让自己的心变得宁静。学
习静坐和独处非常重要，
它能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祥
和、理解与慈悲。
（摘编自
《佛语禅心》
）
滴水藏海
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
泣的时候，你也要再错过
群星了。
——泰戈尔《飞鸟集》
如果你觉得你的日常
生活很贫乏，你不要抱怨
生活；还是怨你自己吧，怨
你心中还没有足够的诗意
去体会生活的丰富。
—— 里 尔 克《给 青 年
诗人的信》
人的一生应该像一条
河，开始是涓涓细流，被狭
窄的河岸所束缚，然后，它
激烈地奔过巨石，冲越瀑
布。渐渐地，河流变宽了，
两边的堤岸也远去，河水
流动得更加平静。最后，
它自然地融入了大海，并
毫无痛苦地消失了自我。
——罗素《怎样变老》
心灵点击

人生真好玩

古语有云：
“ 七十而从心
所欲不逾矩。”到了这个年龄，
人一下子就活了。
我们的人生真的很好玩
啊。有两种想法：如果你认为
好玩儿就好玩儿；如果你认为
不好玩儿就不好玩儿。就像
你一出门，看到满天乌鸦嘎嘎
嘎地叫，这个很倒霉。但是你
想，乌鸦是动物中唯一会把食
物含着给爸爸妈妈吃的，这种
动物很少，人类这么做的也少
了。在这有限的人生里，我们
要把人生看成好的，不要看成
坏的，
不要太灰暗。
我喜欢旅行，看人家怎么
过活，一旅行眼界就开了。我
在西班牙的时候去看风景，有
一个老头在那边钓鱼，西班牙
那个岛叫伊比沙岛，很多嬉皮
士上了年纪之后都住在那
里。这个老嬉皮在那边钓鱼，
生活反思

我一看前面那些鱼很小了，我
一转过头来，那边的鱼大得不
得了。我说：
“ 老头，那边鱼
大，为什么在这边钓？”他看着
我说：
“先生，我钓的是早餐。”
一句话就点醒了你人性中的
贪婪。
在旅行中，你可以学到很
多很多的人生哲理。记得有
一次，在印度一座山上，那个
老太太整天就煮鸡给我吃，我
说：
“我不要吃鸡了，我要吃鱼
呀！”那老太太说：
“ 什么是鱼
啊？”她一辈子都在山上，没看
过鱼。我就拿纸画了一条鱼
给她，说：
“你没有吃过真可惜
呀。”老太太望着我说：
“先生，
没有吃过的东西有什么可惜
呢？
”
这都是人生哲理。
我出道很早，差不多 19
岁已经开始做电影的工作
了。那时候跟一些老前辈一

觉。
“ 简单、具体，能够一气呵 这样最容易让大脑把事情认
成的行为程序”，就是好习惯 定为“惯性动作”，变成一个你
的基本单位。
不太需要思考也可以完成的
很多人希望养成好习惯 事情。 所以，不要说“我要多
的时候，只给自己设定一个很 运动”
，
要说
“我要每天运动 30
大很远的目标，并没有设计具 分钟”；不要说“我要多阅读”，
体的实现步骤。 我们可能会 要说
“我要每天阅读 1 小时”
或
在年初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阅读 20 页”；不要说“我要学
把理想结果定在遥远的一年 英文”，要说“我每天要通过在
后。但是，如果你无法把这个 线课程学习 5 个单词，并做 10
目标变成行动计划，那这顶多 道习题”
。
只能说是一个愿望，而仅凭愿
你可以用时间、数量、行
望是无法养成习惯的。
为来设定你要养成的习惯，越
把你要养成的习惯，先分 具体越好。 设定这个行为时，
解成最基本的行为程序，而且 你要跟自己承诺：无论如何，
最好是每一天都能执行的。 每天都要做到！
（文/刘轩）

源头活水忘年交

人老了，
行动迟缓，
和社会
接触也少了，
往往就会产生孤独
与失落感，
不仅会给精神上带来
压力，
身体也会加速衰老。如果
能多交些朋友，尤其是年轻朋
友，
对我们是非常有益的。
我今年已经 80 岁了，但
由于交了二十多个“小朋友”，
我的生活一直都充满阳光。
这些“小朋友”，小的二三十
岁，大的四五十岁，是他们鼓
励我学电脑，并耐心教我，使

我坐上了人生末班车，没被时
代淘汰；是他们邀请我参加他
们创办的文学社，跟他们一起
到郊外采风，点燃了写作热
情；是他们让我跟上时代发展
潮流，教会我智能手机的使用
方法，建起了微信群，扩大了
视野，知道了许多新鲜事。经
常和他们在一起，不仅增加了
我的知识面，而且加深了友
谊，
我仿佛也年轻了很多。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

不妨等一等

一天夜里，在上海帮女儿带小孩
的老妻打电话给我，问我租出去的那
套房子的房租有没有打过来，要是还
没汇，不妨打个电话问一下。我想了
想，租客这次还真的没有通知我汇了
房租，但一想到是晚上，便决定等一
等，白天先查一下银行卡再打吧。第
二天早上，我上街买早点，顺便带上
了收房租的那张银行卡，插入取款机
一查，果然多了一笔房租钱。想到对
方如此守信，我要是打电话过去问，
该多难为情。租客定是以为我的手
机会有汇款到账的短信，才没有另打
电话给我的。也怪我当年偷懒，没有

坐下来，一桌子十二个人，我
最年轻。我那时已经在想，什
么时候我坐下来之后，会是最
老的呢？果然，这就好像一秒
钟以前的事，我昨天晚上跟人
家去吃饭，一坐下来已经是所
有人中最老的了。所以不要
以为时间很长，就是这么一刹
那就没了。
生命有限，要在玩乐中体
验人生，在平常的烟火气中感
受生活的美好。我到一个餐
厅去，吃了很好吃的，我就写
文章来推荐给大家。总之做
什么事情都要很用心去做，样
样东西都学。有一本书教人
们怎么做酱油的，我也买回来
看。我也练练书法、刻图章，
学完了以后就感觉开心，学多
了就样样东西都懂一些。所
以，人的本事越多越不怕。
（蔡
澜，
77 岁，
著名作家）

如何养成好习惯

好习惯如何养成？其实
要问你自己。每个人都有一
些好习惯，只不过没太在意它
们，如果认真去研究一下，就
能看到一些端倪。
举个例子。刷牙应该是
大家早已养成的好习惯，为什
么刷牙能够成为习惯？ 首先，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很
快就能完成。以一组行动来
说，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而且有很明确的目标。我们
都会按照习惯，把上下排的牙
齿刷完，如果只刷了一半就停
下，一定会觉得浑身不对劲，
就像上厕所上了一半的感
退休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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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银行提供的短信服务。我不好意
思打电话，便发短信给租客：谢谢您，
房租款已收到，
祝你全家幸福！
舒坦之余，我陷入了对诸如“多
大的事呀，一个电话不就得了？”之类
说法的思考。很多时候，面对一件事
情，我们都会选择用最简单、最粗暴
的方式去解决。然而这样的方法很
有可能让我们处于尴尬的境地。我
们完全可以悠着点儿，遇到事情不妨
等一等，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这
对老年朋友来说尤为必要，因为只有
这样，我们才会更从容。
（浙江东阳
徐洪法 68 岁）

源头活水来”，唯有源头活水
不断注入，才能让水质保持清
澈。人的生命也需要源头活
水，它们意味着生机与活力。
听过一句俗话：
“ 人要活过九
十九，必须广交好朋友。”说得
真是有道理。还有一首歌里
唱道：
“千金难买是朋友，朋友
多了春长留。
”有了忘年之交，
暮气自然会退散，生命就会充
满青春活力。
（吉林吉林 孙景
琦 80 岁）

事同理不同

子产改革
春秋时期，
子产领导郑
国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
力。一位名叫丰卷的大夫，
因为子产未批准他的狩猎
请 求 ，和 子 产 闹 了 别 扭 。
他怀恨在心，欲图和子产
以武力进行
“火拼”
。幸好，
当时郑国的实力人物罕虎
站在了子产这一边，最终
丰卷被驱逐出国。
让人惊讶的是，对于
丰卷的挑衅行为，子产似
乎不以为意，还以德报怨，
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三
年后丰卷被召回，子产将
田产以及三年的收入一并
归还给了他。大家都没想
到，这一举动让子产的改
革变得顺利起来。
（摘编自
自《北京日报》
）
请将您的感悟在 9 月
17 日前发至 17775808544。
上期反馈
故事回顾：广东一家
专做眼镜配件的小企业，
因 为 行 情 好 ，业 务 很 忙 。
有次，遇到了一位非常挑
剔的客户，主管不是很想
接这笔订单。然而，老板
决定接下来。后来，当同
时期的小厂还在为生存挣
扎时，这家公司已经开始
向高端市场进军了。
百家争鸣：不怕顾客
挑剔，就怕无客上门，把挑
剔当作动力，生意才能做
大做强。
（山东济南 苏丹
83 岁）
做生意不能只盯着眼
前 的 利 益 ，要 有 战 略 眼
光。这样才能够站得高、
看得远。
（河北邯郸 申宏
兴 71 岁）
画里人生

困 难

把困难扛在肩上，
胜过把它挂在嘴边。
绘画/薛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