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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传国/作

画里人生

没分量才被轻视

名人堂 事同理不同一事一禅

投稿邮箱：canwu@laoren.com

做 演 员 是 我 从 小 的 梦
想。小时候，我在台底下看妈
妈演戏，觉得她好美，我就在
想自己什么时候也可以在舞
台上表演。

有一年，湖北戏曲学校招
生。我就问我妈可不可以报
名，妈妈跟爸爸沟通后得到的
结果是不行，爸爸不希望我做
这一行。我就一个人偷偷练
习。那年我 12 岁，这个年纪
已经很大了，为了能把腿练
软，我偷偷去找老师打听。老
师说，先固定住一条腿不动，
然后拿一根绳子把要掰的这
一条腿捆住往上抬，绳子的另
一端拽在自己的手里，一点一
点地拉，你觉得不那么费劲
了，就接着拉。我按老师说的
方式去练，每天都进步一点。
后来，我的腿也可以拉得跟我
的身体平行了。再后来，我的

脚后跟也能够到自己的腰
了。我上了戏校。

后来，我考到了北京人
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请来
基辅剧院的总导演，帮我们排
练《打野鸭》。我们的主课老
师向他推荐，让我演女主角，
但他就是不用。我在课堂里
头坐了一个星期，这个导演连
看都不看我一眼。然而我觉
得，不管你待不待见我，我一
定要坚持下去，我要听你跟其
他的同学是如何讲解这个人
物的。在那两个星期中，我把
所有人物在我的脑子里演了
无数遍，我觉得我就是自己的
观众，在看自己演戏。从那个
时候起，我明白就是要学会看
自己演戏，跟自己较劲。

我第一次跟冯小刚合作的
时候，是拍电视剧《一地鸡毛》，
因为这个戏我得以跟陈道明老

师合作。陈道明老师太有名
了，我看见他就哆嗦。我记得
有一场戏，冯小刚让我从这个
位置走到那个位置，我要一边
走一边跟陈道明老师说话。唯
一的要求，就是我要把位置走
准确，在固定的时间到达我们
换位的地方。我因为太紧张
了，这一个镜头连着拍了七
遍。当时冯小刚导演跟我说：

“你作为一个演员，这一段都是
最基本的东西，你让人家陪你
拍了七次，你自己觉得合适
吗？”从那以后，我就对自己发
誓，我绝不让任何一个导演，为
这些小事情来跟我说不对。

作为一个演员，我必须把
所有的东西都在平时练好。
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多坚
持一下，多和自己较较劲，这
样就能看到远方，福气也就来
了。（徐帆，52岁，著名演员）

多和自己较较劲

情商修炼手册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
那就是情商高的人会让别人
感觉很舒服。这种说法不算
错，但它并不完整。真正情商

高的人，在让别人舒服的同
时，也会让自己舒服，并且能
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屈己适
人，并不是情商高。

我们要让自己舒服，但
也要注意这个度。我们每一
个人都在自己心里面设定了
一个小王国，我们有时把自
己当成这个小王国的国王，
我们希望环绕在我们身边的
每一个人，都为我们服务，听
我们的话。于是，我们就会
希望子女每天都会来看我
们，老朋友也要让着自己，老
伴能把所有的家务都做了
……很可惜，事情不是这样
子的，世界并不会以我们为
中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

常会觉得不顺心。因为别人
是不可能顺着我们的意思来
做的。别人会倒过来认为，
我们怎么那么不体谅他们。

情商高的前提，就是我们
要首先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情
绪的人，也承认别人是有情绪
的人。我们接受自己有脆弱
的时候，这样我们才有可能，
有一天能变坚强。同时，我们
也能够感受别人的情绪，并且
通过表达让别人感受到我们
的情绪。

安顿好自己，才能安顿
好一切。终有一天，这样的
你，也会让别人感受到温暖
跟力量。（摘编自《蔡康永的
情商课》）

情商高就是让两头舒服

生活反思

情商，是人应对
一切关系的能力总和。它包
括：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他
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在这个关系圈中，拥有高情商
的人，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加舒
适，不会陷自身于负能量情
绪。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
将为你提供关于情绪管理、个
性塑造、态度养成等方面的技
巧，帮助大家在群体中成为一
个更富影响力和个人魅力的
人，一个更温暖的人。

开栏语

不仅小孩子做对了事需
要奖励，我们这个年纪做了点
有意思的事，也要奖励。如果
没人给我们奖励，就自己奖励
自己，要学会为自己点赞。

我老家的一个长辈就特别
会奖励自己。他好酒，酒能解
暑消乏提精神，老汉干活的时
候离不开它。每当自己做了事
之后，他就会让老伴弄点小菜，
奖励自己点酒喝。老伴给老汉
弄好小菜，看着他略显疲累的
样子，心疼地说：“这死老头子，

活儿干得不少，全仗着一葫芦
酒劲哩！”然而，我们知道，这酒
不只为老汉的劳作添了气力，
也为他的生活添了奔头。给自
己一点奖励，其实挺好。

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妨学
学我这位长辈，时不时地打赏
自己一下。人老了就要善于
找乐，比如，自己仍在努力的
事情，有了一些成绩，发在朋
友圈显摆显摆之余，晚上也可
以烧一道自己爱吃的菜，或是
下馆子犒赏自己一下。再或

者给自己定个目标，如果实现
了，就奖励自己一场旅行，出
去看看。

其实，为自己点赞，不一
定要有很大的成绩，哪怕小到
只是自己做的饭菜得到家人
的由衷夸赞，也可以奖励自己
晚上多喝一盅酒，品一品生活
的甘甜和舒惬。

我们要学会自己奖励自
己，这样生活中就多了一份期
待，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精
彩。（山东临沂 刘琪瑞 54岁）

点赞为生活添彩

心灵点击

一位老朋友聊天时跟我
说，他想学点东西，却又觉得
太晚了。一是怕学不出啥效
果，二是自己年岁大了，怕别
人笑话。这样的想法，不知其
他老年朋友有没有？如果有，
大可不必这样想。

我的一位老战友，退休
后也是想学点啥，前后选了
好几样，没少付出汗水，但都
收获不大，便放弃了。最后，

他选择去老年大学学习书法
和绘画，没想到，天长日久，
还真搞出了点名堂，作品已
经能拿得出手了。我的这位
老朋友可算作是秉烛未晚的
典范了。

有的老年朋友退休后，
因为没事做，在家里呆着，慢
慢变得对什么都没兴趣。如
此，就容易失去对生活的热
爱，进而影响身体健康。与

其呆着，不如学点什么。老
年人学习，不是非要学出点
什么名堂不可，最重要的是
自己开心。

正所谓“一日能用力，三
年亦有成。 修身在我尔，勉勉
尽余生”，老年朋友无论什么
时候开始学习，都不算晚。千
万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最要
紧的是自己要学得开心。（黑
龙江牡丹江 秦连鸣 80岁）

秉烛未晚

吃海参
倪萍把姥姥接到北京

一起生活，并天天让保姆
给姥姥做海参。倪萍家吃
饭，餐桌上是 5 个人，其中
一人是保姆。保姆也许是
觉得海参贵，不好意思为
自己做，每次只做 4 个海
参，自己并不吃。

有一天，姥姥对倪萍
说：“你整天对保姆说咱都
是一家人，可为什么不让人
家心情舒畅地在餐桌上吃
海参？你以后让保姆做 5
个，她才会真的觉得自己是
家里人。要知道，帮别人的
最后都帮了自己。”

从那以后，倪萍请保
姆每天做5个海参，让她像
家里人一样在餐桌上吃到
海参。保姆逢人就爱说姥
姥和倪萍的好，而且工作
更卖力了，这事成了一段
佳话。（摘编自《文萃报》）

请将您的感悟在 7 月
15日前发至17775808544。

故事回顾

沈从文年轻时到中国
公学做讲师。因为第一次
登上讲台，台下又有很多
慕名而来的学生，他很紧
张。原本准备好的一个课
时的内容，他很快就讲完
了。沈从文承认了自己的
窘迫，他在黑板上写道：“今
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
多，我害怕了。”校长胡适听
了这件事后说：“沈从文的
这堂课没失败。”

百家争鸣：沈从文第
一次登台授课，紧张怯场
不足为奇，难能可贵的是
他毫不掩饰的坦诚。这令
人肃然起敬，彰显了他宽
阔的胸襟。（安徽芜湖 邓
秀平 62岁）

沈从文的成功离不开
胡适的慧眼识人和支持。
没有这样的领路人，就不会
有之后名满天下的沈从文。
（吉林吉林 黄福祥 81岁）

求道与明道
一个僧人跟随禅师修

行求道多年，总是不能开
悟，他为此陷入烦恼之中，
每天都觉得非常痛苦，终
日愁眉苦脸。

有一天，僧人在经房
里唉声叹气地念经。禅师
听到了他的哀叹，便对他
说：“你现在便还俗下山
吧。”僧人问道：“师父，我
出家修行求道，如今还没
有明道，你怎么现在就叫
我下山还俗呢？”

禅师说道：“出家修
行，就是为了远离尘世，除
去浮躁，专心修炼，超脱凡
尘，去除苦恼，得到极乐。
可是你越修行求道，反而
加重自己的痛苦烦恼，你
还不如不出家修行，这样
你就不会陷于苦海了。”僧
人豁然明悟：开通才能为
道，乐观才能明道。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往往都陷入了手段与目的
的纠缠之中。求道是手段，
而消除烦恼才是目的。很
多时候，我们纠结于手段，
而忘记了最终的目的，如
此，生活也就过得不快乐。
（摘编自《慧悟·禅故事》）

滴水藏海

做事的三种能力
一般来说，世界上的

事，分成两种：一种像麻，虽
然看起来很乱，但是只要
你花工夫一点点地去理，
总能够理得清；还有一种
像水——一盆水要是很脏
很 浑 ，你 能 把 水 洗 干 净
吗？你只能等，时间一长，
杂质沉淀，水自然就清了。

对待第一种像麻那样
的事，得主动介入，投入极
大的意志力去行动；而对
待第二种像水那样的事，
只 能 等 ，投 入 极 大 的 耐
心。所以，所谓做事的能
力，无非就是以下三种：第
一，理清乱麻的行动力；第
二，捕捉水变清那一刻的
感受力；更重要的是第三
种，即分清上面两种情况
的判断力。（摘编自《读者》）

审思明辨

我并不期待人生可以
过得很顺利，但我希望碰
到人生难关的时候，自己
可以是它的对手。

——加缪《加缪手记》

西方人看重美，中国
人看重品。西方人喜欢玫
瑰，因为它看起来美；中国
人喜欢兰竹，并不是因为它
们看起来美，而是因为它们
有品。它们是人格的象征，
是某种精神的表现。这种
看重品的美学思想，是中国
精神价值的表现。

——季羡林《季羡林
谈国学》

忧郁是因为自己无
能，烦恼是由于欲望得不
到满足，而暴躁则是一种
怯懦的表现。

——大仲马《三个火
枪手》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
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
候不必掩饰。

——马尔克斯《霍乱
时期的爱情》

不要总觉得被轻视，先
问问自己有没有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