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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人生

思考很重要

薛飞/作

投稿邮箱：canwu@laoren.com

名人堂 事同理不同一事一禅

心灵点击

心灵点击

我姐姐是医生，她说最怕
那种给自己下过诊断的病
人。落座第一句话就是：“医
生，我怀疑我得了心肌炎，我
心慌，之前有感冒史。”医生的
感想：感冒史？这世上没有过
感冒史的人，怕是不存在的
吧？然后医生的难题就变成：
如果检查结果与他的自我诊
断不吻合，如何说服他相信自
己真的没病。

我自己，其实也怕那种给
自己贴标签的人。洋洋洒洒
一大篇信，上来就是：“我是内
向型人格，所以我沉默、不爱
说话，既依赖直觉又十分理
性……”我回他：人，是多么复
杂的一种存在，你在陌生人面
前沉默，不意味着在亲密爱人
前也守口如瓶。你自以为理
性，很可能只是没遇到让你失

控让你崩溃的事。另外，你真
不试试当个话痨吗？也许更
开心。这些来信者，有一个共
同点，就是太爱给自己贴标签
了。我想这一方面是来自于

“认识自己”的原始诉求，另一
个原因，也可能是；贴了标签，
就有了解释，许多问题可以自
然地不用解决。比如你想学
习一样新技能，但你今天犯
懒，不想做。你说：“唉，我是
拖延症。”拖延症是一个世纪
难题，你可以心安理得地懒下
去了。你说错了话，该道歉的
时候你却说：“我只是心直口
快。”这是你的自我原谅，但在
对方看来只是借口。你用一
个美好的标签解释了自己的
不动脑或者不妥当。解决太
难也太累，不如解释，又容易
又简单。

关于改变，中国有最触目
惊心的俗话：“锲而不舍，金石
可镂。”要改变金石的形状，需
要比它更坚硬的刀子，还得坚
持不懈，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道理。要改变体形，得管住嘴
迈开腿，难不难，累不累？但
只要一句“我是易胖体质”，轻
而易举，一切就都解释了。那
些因为体形而产生的困扰
呢？索性不解决了。要专心
于一件事，玩手机是最大的障
碍，有时候既需要外部的纪
律，也需要内在的自律。但如
果这时候说一声“我是手机癌
患者”，一切就都解释了。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进步
太小，也可能是你给自己的解
释太多。遇到事情的时候，请
记住：不解释，不抱怨，只解
决。（叶倾城，46岁，著名作家）

不解释，只解决

男人最大的自信：不觉
老，不服老。因为走起路来，
依旧虎虎生风，说起话来依旧

“哐哐响”。一天，我在超市看
到一种三十年前使用过的雪
花膏，买回家，擦在脸上特别
的涩，但三十年前，抹脸很润
很滑的呀。哦，配方没变，是
人变了，三十岁的脸皮是小牛
皮，水嫩溢脂，抹点油，不仅
滑，而且亮；六十岁时，一脸褶
子，擦面油如搓逆鳞。

到了这个年龄，身边谈论
养生、补品、偏方的人多了。
我则相反，喜欢思考生活方

式。朋友约请，三十年前，酒
桌上见；二十年前，茶坊里见；
近十年，家里见。倘若约我谈
事，我的选择：立谈！换上运
动鞋，在我家小区，边走边谈，
一圈一小时，一个小时四公里
以上；谈不拢，再兜一圈，出了
一身汗，说了一堆话，该谈的
事谈了，该办的事也办了，既
怡情，又健身。

晚年，老友们能够对门而
居，便是人生仙境。当然，我
们首先要活到那么老，没有半
途而废。其次老婆健在，可以
服侍得干干净净；其三最好还

有一个小院，流萤扑灯的夏
夜，一张小矮桌，几把小凳子，
隔着桌子，喝点小酒，谈点往
事。谈到无话可谈，来来来，
下盘棋。仙哉幻境，岂不快
哉！扣舷独啸，任意东西，不
知今夕何夕。晚年就是不系
之舟，贵在不羁两字。

临近花甲，才知道“与汝
偕老”还可以这样解读。老年
幸福四要素：“一间老屋、一点
老本、一个老伴、一个老友”。
退休了，人们可以更多地选择
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也
是一种幸福。（文/李大伟）

六十以后

退休后，我们成了时间
的主人，这是一生中享受清
闲的最好时期。然而，也不
是所有人都喜欢清闲。由于
性格的原因，我自己原来就不
太喜欢清闲，手里总要有点儿
事做，才感到自在。只是退休
后，事情少了，时间多了，才逐
渐习惯清闲，并以清闲作为一
种享受。在这样的生活中，
我逐渐体味到：忙与闲是相
对的，也是共生的。忙中有
闲，闲中有忙，在两者之间游
走，才有真趣。

我认为，“忙”有两种。
一是实闲虚忙：当你在无事
可做的时候，放飞你的思想，
让你的脑袋“忙”起来，你就
会感受到别样的幸福。比
如，当你在历史的天空中自
由遐想时，你会体味出别样
的欢畅；当追忆童年的艰辛
往事、追思青春岁月的激流
勇进、回想改革时代的竞争
拼搏以及安度晚年的幸福
时，你会感到无比的自豪与
满足。二是实闲实忙，这需
要你手头真的有一些事，当

你走进大自然去观赏桃红柳
绿、登山游水，遍赏祖国山川
的秀美；去老年大学泼墨作
画、吟诗作文、学艺求技；到
郊野寻踪觅幽、临水垂钓；在
家中养花莳草、搞点小修小
配、做点小手工等，既可从中
体验出生活的乐趣，又利于
身心健康。

在清闲中找到“忙”是一
种幸福，这些“忙”让我们闲中
有为，闲中有乐；闲出健康，闲
出幸福；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重庆 郑桂初 79岁）

享受清闲

孝 子
很久以前，日本摄津

有个孝子，他听说有一个
人 被 称 做“ 信 州 第 一 孝
子”，便慕名前去拜访。刚
好信州第一孝子外出砍
柴，于是他就在门口等着。

过了一会儿，信州孝
子背着一堆木柴回来了。
只见他母亲赶忙迎向前
去，帮儿子将木柴抬下来，
接着还为他脱下鞋子，提
水让他洗脚。更令人无法
相信的是，这位号称“信州
第一孝子”的儿子，竟然就
这样接受老母亲位他做这
一切。摄津孝子指责说：

“你的这种行为，怎配称信
州第一孝子呢？”信州孝子
说：“我不了解怎么样才算
尽孝道，我只不过是让母
亲做她高兴做的事罢了。”
（摘编自《沙漏的哲学》）

请将您的感悟在10月
15日前发至17775808544。

上期反馈

故事回顾：一个木匠
技艺超群，赚了很多钱。
然 而 他 并 不 满 足 ，他 向
上帝请求让他的作品永远
不会坏。上帝满足了他的
心愿，可他却发现，一段时
间之后，没有人来找他做
东西了，因为它们用不坏。

百家争鸣：凡事都要
做长远打算，如果只顾眼
前利益，那就会失去更多
的利益。（湖南长沙 张开
智 70岁）

对于追求卓越的人来
说，永远不会停止前进的
步伐。即使遇到曲折，也
要另辟蹊径，努力寻找办
法解决。（河北邯郸 申宏
兴 71岁）

学会欣赏
一个年轻人来到一座

寺院，对师父说：“我一心
一意要学丹青，但至今也
没有找到一个能令我满意
的老师。许多人都是徒有
虚名，我见过他们的画，有
的画技甚至不如我呢。”师
父听了，淡淡一笑说：“既
然施主的画技不比那些名
家逊色，能否请施主为我留
下一幅墨宝，画一个茶杯和
一个茶壶？”

年轻人听了，说：“这
还不容易！”于是画了一个
倾斜的水壶和一个造型典
雅的茶杯。那水壶的壶嘴
正徐徐吐出—脉茶水来，
注入到了那茶杯中去。年
轻人问师父：“这幅画您满
意吗？”师父微微一笑，摇
了摇头。师父说：“你画得
确实不错，只是把茶壶和
茶杯放错位置了。应该是
茶杯在上，茶壶在下。”年
轻人笑道：“哪有茶壶往茶
杯里注水，而茶杯在上茶
壶在下的？”师父说：“原来
你懂得这个道理啊！你渴
望自己的杯子里能注入那
些丹青高手的香茗，但你
总把自己的杯子放得比那
些茶壶还要高，香茗怎么
能注入你的杯子里呢？”只
有把自己放低到尘埃中，
才能收获浩瀚星空。收获
绝 非 来 自 比 较 ，而 是 欣
赏。（摘编自《青春岁月》）

滴水藏海

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
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
构成了我们本身。

——蔡崇达《皮囊》

不停地问“为什么”的
人，就像站在一幢建筑物
前读导游手册的游客一
样，忙于阅读这个房子的
建造历史，以至于妨碍了
他们看见这幢建筑物。

——维特根斯坦《文
化与价值》

接受过去、回到现在，
任由往事沉浮，不耿耿于
怀、不妄下评论，顿然间你
会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

——拉姆·达斯《学习
做一个会老的人》

没有思考的人生，
只会是庸庸碌碌的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