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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人生

小黑孩/作

脑子与世界

脑子里干净了
世界就干净了

投稿邮箱：canwu@laoren.com

名人堂 事同理不同一事一禅

心灵点击

生活偶拾

常听人说“有钱的人比较
长寿”。如果放在以前生活艰
苦的年代，这句话或许正确。
放在今天可就不见得了。

什么是钱？钱其实是时
间和劳力，是我们花时间、力
气赚来的。钱也是个数字，你
把钱存在银行，会生利息，如
果你一辈子都不用，虽然愈积
愈多，却跟你没有差不多。

会用钱的人既然在年轻
的时候，花时间劳力赚了钱，
就应该懂得到老来，把钱再换
成时间和劳力。譬如你年轻
的时候油漆房间，都是自己动
手，既省钱，又有成就感。今
天你老了，还这么做吗？我刚
到美国时，一位曾任高官的邻
居，六七十岁了，居然亲自登

高梯漆外墙，一个不小心摔下
来，头着地，当场就死了。

记得十几年前，有一天我
在路边摊看上个黄杨木刻的小
东西，要年轻的老板“打个
折”。年轻人苦笑一下：“我是
个学生，摆摊为了赚点学费，您
就别还价了吧！”我当场一愣，
不再还价。回家一直想：可不
是吗？那东西才几个钱，我还
价又能还多少？而那孩子才能
赚多少？就算他卖贵了些，只
要不过分，何必计较？

我认识一位画家，随便画
几笔就值不少钱。可是当学
生、亲戚向他买画的时候，他
斤斤计较。他还常对学生、朋
友说，改天这个送你，那个送
你。他非常高寿，但还是没能

兑现他的一堆支票。结果活
的时候虽然高朋满座，人一
死，却亲朋故旧全不见了。

我还认识一位老太太，麻
将打到九十多岁，依然牌搭子
不断。过世之后，丧礼上除
了老朋友，还有不少年轻人
擦眼泪。老太太当年说得
好：“有人问我，这么老，都糊
涂了，打牌老输钱，为什么还
打？要知道，我这是花钱交
朋友啊！这些年轻人来陪我
玩，陪我吃饭，年年给我过
寿，让我有个不寂寞的晚年，
多好啊！”

钱是死的，要用，才能变
成活的。会用钱的老人能长
寿，会用钱的老人不孤寒。（文/
刘墉，70岁，台湾知名作家）

会用钱的老人不孤寒

祖玛是我唯一会玩的一
款电脑游戏。写作滞笔的时
候我会转换“频道”打打祖
玛。有时候打着打着竟主次
颠倒了，譬如想着发表在各类
报刊上的豆腐块应该出个集
子便于保存。但祖玛打得顺
手，又想这些事情等以后写不
动的时候再做整理也不迟。

有一次回家探望父母，见
母亲端坐在电脑前也在攻打
祖玛。母亲说现在看书看报
都吃力，玩玩这个游戏倒还可
以。不知怎么，母亲随便说说
的话却让我心头一惊，原来我
时常打的这款游戏到了80多
岁还可以玩，而读书写字整理

文章呢，就讲不定了。
母亲现在的腿脚愈加不

灵便了，这缘于去年的一次欧
洲之旅。我父亲似乎总怀揣
着一个梦，耄耋之年还希望来
一场说走就走的远游，寻到一
家不需要子女签字和作陪的
旅游公司，报名参加了一项游
欧洲12日的邮轮之旅。回来
后的父母，腿脚受损很大。母
亲嘀咕：“作孽啊！我们后来
是爬也爬不动了，真担心会回
不来，这把年龄挑战是要赔上
老命的。”

有一位文友，开了一个公
众号，专门发表旅途游记。有
一次遇见她，我问为什么你们

放着近处的像日本、韩国这些
地方不游，却总是跑大老远的
东欧西欧国家？她说：“我和
老公有规划的，趁现在跑得
动，就先跑远的，以后年纪上
去了再走近的，这样一生就可
以多看几个国家。”

是呀，这样的规划吻合他
们的年龄走势。植物有时令，
什么季节开什么花，人的一生
也是有时令的，什么年龄做什
么事。比如祖玛可以放在以
后玩，挑战必须在年轻的时
候。人生有序，不可逆来。只
有踏准时令，才会少留遗憾，
不蹉跎岁月，给自己一个自然
而充实的人生。（文/周珂银）

人生也有时令

非常喜欢一句唐诗：“寂
寞烟霞只自知。”

世界辽阔，终有一条大道
是你的通途。

毕加索说，小时候母亲曾
经这样告诫他：如果你选择当
兵，会成为一个元帅；如果选择
神职，会成为教皇。他没有按
照母亲的话去做，而是选择绘
画，最终成了不朽的毕加索。

一个人，年轻时受了欺
负，发誓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来
给人看看。可是，到了真混出
个样子来了，却发现仇恨早已
经从自己的生命中消失。成

功的真谛，不是证明给谁看，
而是把自己的生命淬炼成博
大、宽容和慈悲。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从生
活中得到了自己应得的那一
份，可是，大家似乎都觉得生活
亏待了自己，只有极少数的人，
对自己的所得心满意足。这一
少部分人，人们谓之幸福的人。

人们常常说到修行。其
实修行就是把我们每天遇到
的事情搞明白，把眼中的世界
搞明白，把自己的来路弄清
楚，让自己的心灵变得简单而
明澈，让自己每天的情绪平静

而安详。
有很多时候，会突然想

起多年以前别离的一个同学
故旧，当时不过是普通的一
次告别，可是，多少年却再也
没有见过。 我想，其实，每一
次的暂别，都有可能是人生
的永诀。同样，每一次的相
聚，也是人生难得的机缘。
我总在想一个问题：我来到
这个世上的意义是什么？我
一直没有想出答案，就告诫
自己，找不到来世间的意义，
就努力让自己的人生有意
义。（文/鲁先圣）

寂寞烟霞只自知

退休生活

岳父在世时，常对岳母念
叨：“以后你先走我后走，我要
是先走了，你什么都不会做，
谁来照顾你呀！”可事与愿违，
岳父突然得了绝症，治疗了大
半年，还是于去年底撒手人
寰。剩下岳母自己，喜欢一个
人独居，买菜、做饭、洗衣，甚
而家电开关、小检修，她都要
从头学起，慢慢适应。

人生在世，最难把握的是
自己的寿禄。本来恩恩爱爱
大半辈子的老两口，到头来不

知谁就先对方而去，所谓“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不敢先
死，我要一直陪你老去”，也不
过是对爱人的空头支票。孔
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既然
生死难料，就要学会生活，优
雅地有质量地老去。

首先，要学会生活技能。
比如一起提篮买菜，一起钻研
厨艺，还可以学学网上缴费、网
上购物，不落伍于这个新时代。

再者，要多培养兴趣爱
好。一起参加老年大学，练练

书法，学学丹青，提高艺术鉴
赏水平；学学养花植草，让居
室四季如春；或到山野乡间采
风，创作些小文，报纸上偶尔
露一露脸，再放之于朋友圈分
享，其乐融融也！

最后，要注重养生，延年
益寿。学打几套太极拳，学跳
几段广场舞，小河旁垂钓，柳
荫下学棋，最简单的是晨起散
步，野外吆喝几嗓子，吐故纳
新，顿觉身轻体健，美哉妙哉！
（山东临沂 刘琪瑞 54岁）

两个人都要学会生活

天使的礼物

前不久看书，读到一
则这样的寓言——

每个人出生时，天使
都要送给他一样礼物：一
种是愚蠢，一种是聪明。
有位叫伊莎贝尔的女孩，
接到天使给她的愚蠢的礼
物 时 ，把 它 扔 进 了 垃 圾
箱。天使知道后，义正词
严地对她说：“愚蠢是每个
人都必须有的份额，只是
各人在多少上有差异。作
为一个完整的人，你必须
拥有你的愚蠢，光靠聪明
终会导致你的许多失败或
不如意。”然而，伊莎贝尔
根本没把天使的劝告当回
事，决不让一丝一毫的愚
蠢进入自己的大脑。于
是，她的记忆力强过任何
一个人，思维比任何一个
人都敏捷。不论干什么，
她的成绩都是最优秀的。

随着时光的流逝，伊
莎贝尔长大了。她做任何
事都是赢家，在她面前，
人人都得带着失败的沮丧
而归，可以说她已聪明绝
顶了。渐渐地，没有一个
人愿意跟伊莎贝尔共同
做事了，因为在她面前，
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会变
得很愚蠢，没有一点施展
才华的机会。到了结婚
年龄，也没有一个男人敢
娶她。伊莎贝尔终于醒悟
了，去请求天使把当初那
份愚蠢的礼物重新送给
她。天使对她说：“晚啦，
因为你的头脑中全是聪明
和才智，连一丝儿愚蠢都
放不进去了。”

请将您的感悟在11月
12日前发至18075167350。

故事回顾

一个水手非常热爱大
海，他的祖父、父亲和哥哥
都死在海上，有人说：“如
果我是你，我决不会到海
里去。”那人的祖父和父亲
都死在床上，水手说：“这
样说来，如果我是你，我就
永远也不到床上去。”

百家争鸣：“不作寻常
床箦死”，有思想的人宁可
献身奋斗和壮美，也决不
会贪恋安逸和温床。（湖南
长沙 张开智 71岁）

人 生 都 有 不 同 的 风
景，最爱才是根本。很多
时候，爱决定了人生境界
的高低。（湖南祁东 彭建
华 56岁）

人生一世，要活得有价
值，须爱岗敬业。至于最后
的归宿，顺其自然就好。（山
东德州 马庆昌 79岁）

对他人 提 意 见 建 议
时，要深入调查研究，有
的放矢，别人才会有接受
的可能。否则，仅凭表象
盲目建议则会遭到反感、
拒绝。（安徽芜湖 邓秀平
62岁）

在不幸的反面
寻找幸福

某个修道院的料理值
班人用烤箱烤早餐用的吐
司。他先烤单面，再翻过来
烤另一面，偶尔不小心会有
把吐司烤得焦黑的情况。
但是因为扔掉了可惜，所以
那些焦黑的吐司还是被端
到食堂去。

取餐时大家都遵守规
则，每个人从上面拿一片吐
司，然后把盘子递给后面的
人。一个修道者看到烤黑
的吐司就一脸的不高兴，拿
了自己的那份，就把盘子递
给下一个人。

下一个修道者果然也
拿到了一片焦黑的吐司，放
到自己的盘子里，但是他把
吐司翻了过来，对自己说只
有一面被烤焦，真是太好
了，十分感谢。

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
把事物翻过来看一遍，可能
一面烤得焦黑，但是另一面
可能没有烤焦。只要怀着

“只有一面被烤焦，真是太
好了，十分感谢”这样的心
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幸福
的秘诀。这种从容会带来
平安和幸福。（摘编自《启迪
与智慧》）

心浅，才有快乐

一次，我问一位长寿老
人，他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老人说，他的长寿来自他的
快乐。快乐又是从何而来
呢？我继续追问。

可老人却答非所问，跟
我谈起了水的涟漪。他说，
涟漪是水的微笑，是水的快
乐。水哪里才有快乐呢？
大海里有吗？没有！大海
里只有汹涌的波涛，没有涟
漪，没有水的快乐。水的快
乐，来于池，来于湖，当微风
拂过，便漾起细碎的涟漪，
漾起水美丽的微笑和轻盈
的快乐。水的快乐，不在深
邃的大海里，而在小小的池
里、浅浅的湖里。

“一个人的心，过于城
府，深不见底，是不会有快
乐的。快乐，来自一颗浅浅
的、容易满足的心。”老人
说。（文/黄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