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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人生

陈英远/作

被忽略的美

有时候我们会错过
许多美好的东西，不是它
们离我们太远，而是我们
没能走近一点。

名人堂 事同理不同

投稿邮箱：canwu@laoren.com

一事一禅

心灵点击

生活偶拾

老人言

大概3年前，我去北京录
制一个节目，录制时间是下
午两点 。为了保险，我一大
早坐8点的飞机从广州起飞，
这样11点就到北京，不到12
点就到了录制节目的影棚 。

到了那里，我傻眼了，之
前我和对方合作过，知道他
们录制节目的地方条件不
错，我中午到早了，可以找个
房间休息会儿 。我是必须午
休的，否则下午会特别没精
神。但这次的影棚，是临时
选的，比较简陋，没有休息的
地方。

并且，我到的时候，也没
有工作人员接待。他们之前
问过我要不要安排旅馆的房
间，我说不需要。所以，这的
确不能怪谁。

可我有了被怠慢的感
觉。以前，我会用各种理由
说服自己去理解对方，但这

次，我觉得还是表达出来比
较好。于是，我给负责接待
我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表达了
不满。

接待人员是个女孩，听
到我有些不满，感到慌张。
她说她会迅速赶过来处理。
最后，我们找了一家很安静
的咖啡馆，我吃了点东西、喝
了杯咖啡后，坐在椅子上小
睡了一会儿。

接待我的女孩很用心，我
也不是难缠的嘉宾，所以我们
之间并没有什么不愉快，但
是，接下来总有小小的不顺利
发生，例如很难打车，上车了，
出租车司机又认错了路。直
到录制节目前，终于发生了一
件比较大的事情。

当时，要换节目中使用
的衣服，而衣服是新的，我穿
裤子时，裤子上有一颗钉“铭
牌”的钉子没取下来，我的手

用力过猛，划到了这颗钉子
上，一下子鲜血直流。看着
鲜血涌出的一刹那，我突然
安静下来。这一刻，我清晰
地感知到，虽然接待人员很
用心，但整个过程我一直都
有强烈的不满。我相信，是
我的这些不高兴，或者说敌
意，唤起了外界的敌意。

有了这份觉知后，在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我迅速处
理了伤口，然后又闭上眼睛
安静了一会儿，去觉知自己
心中的敌意。而觉知到后，
我的身体、心和头脑都安静
下来了。

经过这件事后，我形成
了一个意识：如果接二连三
地发生不顺的事情，不管是
大的还是小的，都需要安静
一下，看看自己内心是否有
了敌意，然后去安抚它。（武志
红，41岁，心理咨询师、作家）

切断内心的敌意

一餐饭中，饭与菜，何为
主，何为次？

在宴席上，饭，一般被称
为主食；然而，它总在宴席的
尾声，才姗姗上来。那时，美
酒肴馔已占据胃肠，饭，往往
成了陪衬，大家也总象征性地
来几口，压个轴。

饭，的确是最养人的东
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江
南北饭不同：南方人吃白米
饭，类似于北方人吃馒头面
条，也类似于西北高原吃特色
面食……一餐一饭，化成人的

血肉，供养着人的生命。漂泊
时，它抚平你心头的创伤；安
逸时，它像你初恋时分的纯洁
思想。

旧时好多有传承的人家，
吃饭有个规矩：一桌子琳琅佳
肴前，先吃三口白饭。长辈一
代代教诲：第一口必须先吃
饭，而绝不能没吃饭就夹菜。

这个规矩有来历。明朝
的一部养生专著《遵生八笺》
中说到，一位僧人，吃饭总是
先淡吃三口：“第一，以知饭之
正味。人食多以五味杂之，未

有知正味者，若淡食，则本自
甘美，初不假外味也。第二，
思衣食之从来。第三，思农夫
之艰苦。”

我想，三口白饭，是提醒
你：食之本，在饭；饭之味，为
源。饭味为正味，正味恬淡素
朴。一碗白饭的味道，是百味
之基。饭之甘，更在百味之
上。其甘，是符合自然之道的
味，是粮食本身的甘；其美，是
得自日月山川的美。

它滋养人身，也颐养人
心。（文/米丽宏）

白饭之魅

通身是眼
有一次，道吾禅师问云

岩禅师：“观世音菩萨有千
手千眼，请问你，哪一个眼
睛是正眼呢？”

云岩禅师答道：“如同
你晚上睡觉，枕头掉到地下
时，你没睁开眼睛，手往地
下一抓就抓起来了，重新睡
觉。请问你，你是用什么眼
去抓的？”

道吾禅师听了之后，
说：“喔！师兄，我懂了！”

“你懂什么？”云岩禅
师问。

“遍身是眼。”道吾禅
师答。

云岩禅师一听笑了，
说：“你只懂了八成。”

道吾禅师疑惑地问：
“那应该怎么说呢？”

云 岩 禅 师 说 ：“ 通 身
是眼！”

“遍身是眼”，这是从分
别意识去认知的；“通身是
眼”，这是从心性无分别智
慧上显现的。我们有一个
通身是眼的真心，为什么不
用它彻天彻地地观照一切
呢？（文/刘丹）

审思明辨

弱者更要讲理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
系，先是上下级，接着是师
友，然后是同事。二人都是
翰林，既饱读诗书，又带兵
打仗，有理论有实践，能密
谋能周旋。以上级和老师
的身份，曾国藩教给李鸿章
的，却是大白话：讲信用。

为什么曾国藩要教育
李鸿章这个“大道理”？

一、李鸿章太聪明。聪
明的人容易机巧、权变，有
利益就沾；讲信用却是个笨
功夫。

二、李鸿章办外交。中
国近代的外交事务，实力不
如人，遭受百般屈辱，李鸿
章置身其中深谙三昧。但
外交的核心，一方面讲实
力，另一方面讲信用。弱国
也有外交。实力不如人，更
要讲信用；不是你弱你更有
理，而是弱者更要讲理。弱
者不讲理，说假话，不讲信
用，损失会更大，承受不
起。（文/冯唐）

蔡襄是北宋的名臣，以
正直著称。因有感于陆羽
的《茶经》中没有提到家乡
福 建 的 茶 ，蔡 襄 特 地 向 皇
帝 推 荐 北 苑 建 茶 ，意 图 使
之 成 为“ 天 下 之 最 ”。 对
此 ，苏 东 坡 和 罗 大 经 提 出
了批评，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北宋佞臣丁谓做福
建路转运使时，为了逢迎，耗
费大量民力制作御用茶“龙
团”。四十多年后，当蔡襄做
福建路转运使时，又推出了更

加精致的“小龙团”。苏东坡
在《荔枝叹》一诗中感慨：“君
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
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
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
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苏东坡自注“相笼”一词：“大
小龙茶始于丁晋公（丁谓），而
成于蔡君谟（蔡襄）。欧阳永
叔（欧阳修）闻君谟进小龙团，
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
此事！’”

罗大经与欧阳修、苏东

坡有同感，他在《鹤林玉露》
中说，北苑建茶应该出现于
唐朝末年或宋代初年，经过
丁谓、蔡襄的推波助澜，名噪
一时。茶能提神，对勤政务
学未必无助，然而蔡襄出于
逢迎去制作“小龙团”，这有
损其“忠惠直道”的名声，以
致无法和范仲淹、欧阳修相
提并论，真是可惜。罗大经
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君
子之举措，可不谨哉。”（摘编
自《北京晚报》）

小故事大智慧 蔡襄的“败笔”

清晨，我到江边遛弯儿，
看到一位戴墨镜的老太太，由
老头牵着，在人行道上慢慢踱
步。老头应该是眼睛不太好，
时不时要擦眼泪。但老太太
似乎视力也不好，她不时在老
头的指引下，摸一摸旁边行道
树的枝叶，再猜测是什么树。
他们就这样一边走，一边玩着

“猜树”游戏，有说有笑，毫无
烦恼的样子，让人羡慕。

路过他们身边时，我主
动打了个招呼，和他们攀谈

起来。原来，老头和老太太
都是一家大企业退休的，但
两个人还没来得及享清福，
就相继患上眼疾。尽管四处
求医，但老太太还是双目失
明了。如今，老头的视力也
愈发模糊。老太太说，得知
自己眼疾治愈无望的那天
起，她也一度痛苦不堪，但仔
细想想，比起那些从小就失
明 的 人 ，自 己 已 经 幸 运 多
了。所以，还是开心过好每
一天最为实在。

他们的言语让我感动不
已。的确，快乐的生活不是每
个人天生就会拥有的，更不是
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我们去
寻找。有时，快乐埋得很深，
却像金子一样珍贵，轻易不可
得。有时，快乐又埋得很浅，
潜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随
手可得。但无论何种，都需要
我们首先有阳光般灿烂的心
境。否则，即便耳聪目明，也
只能感受到灰暗。（吉林吉林
孙景琦 82岁）

寻找快乐

没理时虚心诚恳，不
矮人三分；有理时趾高气
扬，不高人一等。

——黑龙江牡丹江
秦连鸣

身常动，脑常用，少
生病。

——山东德州 马庆昌

处世莫忘真善美，养
生贵在精气神。

——湖南武冈 曾凡智

奖杯放在卫生间

那年，凯特·温斯莱特
凭借《生死朗读》获得了奥
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在接
受采访时，记者问她把奖
杯放在哪儿了。温斯莱特
说：“我把奖杯放在了卫
生间。”记者问：“难道是
觉得它无足轻重吗？”温
斯莱特说：“不，我觉得它
非常重要，所以才把它放
在卫生间。”

温斯莱特接着解释，
奥斯卡奖杯是很多演员的
梦想，对普通人来说，它也
是很神圣的。她把奖杯放
在卫生间，这样她的家人
或者客人去卫生间的时
候，就可以悄悄地拿起奖
杯，对着镜子发表一番获奖
感言，体验一把万人瞩目的
感觉。“我能分辨出谁偷偷
在卫生间发表了获奖感
言。他们一般会在卫生间
里多待一会儿，出来的时候
面色红润。这真的太有趣
了。”（摘编自《故事会》）

请将您的感悟在 5 月
19日前发至18673167043。

故事回顾

某登山俱乐部组织了
一次登珠穆朗玛峰的活
动。刚开始，大家都不甘
落后。可随着海拔不断攀
升 ，部 分 人 开 始 体 力 不
支。等登到海拔 6000 米
时，只剩下不到 10 人还在
坚持。但就在6400米时，
有一个人突然宣布放弃。
后来，所有成功登顶的人
都为这人感到遗憾。但他
微笑着摇摇头：“6400米是
我的极限，再往上登，我可
能就没命了。所以我并不
遗憾。”

百家争鸣：凡事要量
力而行，动辄追求超越极
限并不可取。（安徽桐城
徐向阳 77岁）

即便山顶的风光无限
美丽，但没有了生命，这一
切又有什么意义？（山东滨
州 程连华 53岁）

人贵有自知之明，做
最好的自己足矣。放弃有
时意味着让更优秀的人超
越自己。（湖北武汉 徐宝
康 77岁）

每个人能力有大小，
对于做不到的事，承认遗
憾并不可耻。（湖南岳阳
杨岭松 7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