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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一禅

小故事大智慧

心灵点击

生活偶拾

我们的烦恼主要来
自把自己拥有的看得太
轻，把得不到的看得太重。

读新凤霞的回忆录，时常
觉得有趣。比如她写过一把小
茶壶，好像说那是跟随她多年
的心爱之物，有一天不小心被
她给摔了。新凤霞不写她是怎
样伤心怎样恼恨自己，只写不
能就这么算了，“我得赔我自个
儿一把！”后来大约她就上了
街，自个儿赔自个儿茶壶去了。

摔了茶壶本是败兴的事，
自个儿要赔自个儿茶壶却把
这败兴掉转了一个方向；一个
人的伤心两个人分担了——
新凤霞要赔新凤霞。这么一
来，新凤霞就给自个儿创造了

一个热爱生活的小热闹。
我觉得，能把一个自己变

作两个、三个乃至一百个、一
万个自己的人原是最懂孤独
之妙的。

孤独可能需要一个人待
着，像葛丽泰·嘉宝，平生最大
乐事就是一个人待着。

想必，她是体味到，当心
灵面对人类的时刻，要比在水
银灯照耀下自如和丰富得多。

又如海明威讥讽那些乐
于成帮搭伙以壮声威的文人，
说他们凑在一起时仿佛是狼，
个别的抻出来看看不过是狗。

海明威的言辞固然尖刻，
但他的内心却有一种独立面
对世界的傲岸气概，令我想到
孤独并非是人人能有或人人
配有的。

孤独不仅仅是一个人待
着。孤独是强者的一种勇气；
孤独是热爱生命的一种激情；
孤独是灵魂背对着凡俗的诸
种诱惑，与上苍、与万物的诚
挚交流；孤独是想象力最丰沛
的泉眼。

而海明威的孤独则能创
造震惊世界的热闹。（铁凝，62
岁，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一个人的热闹

有一次，福特汽车公司给
大卫·奥格威发来一封邀请
函，希望奥格威的奥美公司去
竞争福特汽车公司推出的一
款新型汽车的广告业务。福
特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奥格威
的拒绝信。

奥格威在回信中写道：
“福特先生，首先感谢您对奥
美广告公司的信任，但是请原
谅我不能参加您公司广告业
务的竞争。因为您的广告预
算是我公司全部营业额的一
半，如果竞争成功，那么我很
难做到保持我们咨询的独立
性，所以我决定放弃这个机
会。”对于奥格威的决定，公司

内部的员工都很不理解。要
知道，福特汽车公司可是世界
知名品牌，而奥美广告公司却
名不见经传，奥格威到底是怎
么想的，竟然拒绝这样的超级
大客户。一时间，公司上下议
论纷纷。

对于大家的异议，奥格威
解释说：“客户不是越大越好，
选择谁成为我们的客户需要
非常谨慎。我们作为一个刚
起步的小公司，一旦与福特汽
车公司这样的超级大客户合
作，必定会受到大客户的各种
制约，而我们只能束手束脚，
很难提出自己真实的意见，工
作上如履薄冰，公司也会成为

客户的附庸，久而久之就会失
去我们的独立性，这不利于我
们公司的发展。”

后来，福特公司的这个汽
车项目中途夭折了，一度成为
福特汽车公司最失败的商业
案例。而奥美公司的员工也
非常庆幸当初奥格威拒绝了
福特，如果没有奥格威的拒
绝，奥美公司就跟着这个案例
一起彻底翻车了。

正是奥格威有拒绝客户
的远见和勇气，才有如今世
界上最卓越的广告公司——
奥美广告，而奥格威也成为
举世闻名的广告教父。（文/
陈翠珍）

奥格威的拒绝智慧

站在高处看

站在高楼看地面，看到
的全是美景，但当下到一楼再
看地面，会看到脏物和垃圾。

这说明，美是有缺陷
的，再美的事物，凑近去看，
放大去看，都会看到美中不
足。所以，对美，我们要有
一份包容心。

若把看地面的顺序反过
来，先站在一楼看，再站在高
楼看，在一楼看到的脏物和
垃圾，到了高层楼去看却看
不到了，满眼全是美景。

这说明，地面上脏物和
垃圾毕竟是少的，是细枝末
节，美景才是主流，因为事
物一旦放远去看，我们看到
的是主流，而不是细枝末
节。这也说明了，我们生活
的这个世界，美的东西多，
丑的东西少。所以，对美，
我们要有一份乐观心。（摘
编自《思维与智慧》）

审思明辨

想法太多，不如迈出
一脚。

——陕西西安 司文

人勤春来早，懒汉秋
收草。

——安徽芜湖 邓秀平

心要想到远处，路要
走到正处，事要做到实处。

——湖南长沙 张开智

平淡养心，真诚养友，
善良养德，快乐养寿。

——河南郑州 李朝云

老人言

小到个人，大至世界，每
时每刻似乎都有失序的事情
发生。于是，控制欲望生出。
个人控制自己，是为了压制一
些令自己暂时不能忍受的体
验。然而，越控制，越失序。

一个女孩脸红，她觉得很
不好，于是想控制自己不脸
红。但这样努力的结果是，她
的脸红越来越重，她的控制欲
望也越来越重。

控制欲望强的父母，先是
担心一些小的失序。比如，担
心孩子吃不够，于是孩子不想
吃了还强喂他；担心孩子冻
着，于是孩子不冷还给他强加

衣服；担心孩子上学迟到，于
是每天都盯着孩子；担心孩子
学坏，于是孩子喝一点酒、和

“坏孩子”们说一句话、穿一条
打洞的牛仔裤……就会暴跳
如雷。总之，在这样的父母看
来，孩子的自发行为中有太多
可能的失序发生，于是他们努
力控制。但最终，他们收获了
最大的失序——要么孩子的
个人意志被他们的控制欲望
杀死，要么孩子叛逆成一个

“坏孩子”。
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

提问：控制者和被控制者是
什么关系？我脸红，我控制

脸红，那么，脸红和你是什么
关系？

脸红就是我，脸红本来就
是我自身的一部分。所以，一
旦我试图控制脸红时，就是制
造了分裂，脸红和我不再是一
体，脸红被我当成了异己。这
就是失序的根源，我把本来属
于我自己的一部分排挤成异
己，于是它开始对抗我。这是
更大的失序，于是我更想控制，
而这个异己由此成长得更厉
害，最终它成为我极大的苦恼。

克里希那穆提说：“只有
当你缺乏理解的时候，才有掌
控的必要。”（摘编自《意林》）

越控制越失序

上了年纪，尤其是从工
作岗位上退休后，很多人都
会有一种感觉：从前的一些
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
感情慢慢就淡了，朋友圈也
越来越小了。

其实，对此不必大惊小
怪，世间友情，大抵如此。认
识到这一点，才不至于太过
伤怀。

人终究是群居动物，哪一
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没有做
过骑着毛驴、戴着斗笠、在杏
花春雨里呼朋访友的梦？严
肃如孔夫子，也深深赞许曾子

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舞乎沂，风
乎舞雩，咏而归。”而现在，虽
然很多人感叹“通讯录越来越
长，能交心的却越来越少”，但
这不是时代的错，只是朋友的
形式变了，交友的方式变了。

正如木心先生所写，从
前，“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
够爱一个人”。对于交友，何
尝不是如此？见面、交流的机
会越少，就越发让人觉得知音
难觅，知己难得。如今，人们
感慨友情变得散淡，很多情况
下其实不过是彼此的生活少

了一些交集。但谁又能要求
朋友把陪你走到人生尽头变
成一种义务呢？

所谓冷暖自知，友情从来
都不是单以见面、聊天的频率
来衡量的。与其慨叹人走茶
凉，我们更需明白的是，在人
生的每一程，陪你看风景的不
会总是同一个人。那些久未
联系却一见如故的是朋友，那
些只知道网名或昵称，却能一
起玩得尽兴的也是朋友。珍
视情谊的表现，不是质疑友
情，而是拓展友情。（山东烟
台 于文国 63岁）

别太在意友情散淡

放下方得安宁

1934 年，弘一大师为
闽南佛学院捐办了佛教养
正院。典礼上，有人问他：

“您是无数人敬仰的大师，
请问您究竟在什么地方与
众不同呢？”

弘一大师不假思索地
答道：“有。我感觉饿了的
时候，就去吃饭；感觉疲倦
的时候，就去睡觉。”

那人笑道：“谁都会在
饿的时候去吃饭，累了的时
候去睡觉。如此说来，您与
众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呀？”

弘 一 大 师 说 ：“ 有 区
别。许多人吃饭的时候不
专心，会想其他的事情；虽
然上床睡觉了，脑子里却静
不下来，睡着了也总是在做
梦，甚至被噩梦惊醒。我吃
饭的时候就专心吃饭，什么
也不想；睡觉的时候会做
梦，但不会做噩梦，所以我
每 次 睡 觉 都 睡 得 安 稳 踏
实。这就是区别。”

那人问：“您是怎样做
到的呢？”

弘一大师说：“放下！
方得安宁。”（摘编自《做
人与处世》）

学 艺

萨苏是评书大师单田
芳的弟子。有一次，萨苏
请教老师：“说书应该怎么
说？”单田芳没有回答，而
是给萨苏讲了京剧大师梅
兰芳与杨小楼的故事。

1937 年，日本人占领
北平，梅兰芳送杨小楼回
乡。到运河畔，杨小楼问
梅兰芳还唱戏吗，梅兰芳
说不唱了。杨小楼说我也
不唱了，演了一辈子忠臣
孝子，不能临了失节。说
完这番话，两人在码头上
最 后 演 了 一 出《霸 王 别
姬》。 几 年 后 杨 小 楼 病
故。（摘编自《杰出人物》）

请将您的感悟在 7 月
21日前发至18673167043。

故事回顾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大
夫夷射，有一次参加齐王举
办的酒宴，喝得有点多，带
着酒劲到宫门口想吹吹
风。曾受过刖刑的宫门守
门人很羡慕夷射，于是向他
讨杯酒吃。趾高气扬的夷
射，对守门人很是鄙夷，不
仅没有赏他酒，还大声训斥
道：“滚一边去，你有什么资
格向我讨酒吃？”受辱的守
门人恨意顿生，待夷射走
后，便把屋檐下的积水泼
在了宫门口，看上去很像
人便溺后的痕迹。第二
天，齐王发现了门口的水
渍痕迹，召来守门人，厉声
责问：“谁如此放肆，竟在
此处便溺？”守门人说：“虽
然我不清楚是谁，但昨晚
看到夷射大夫曾经在这里
站过。”齐王闻言勃然大怒，
立即下令诛杀了夷射。

百家争鸣：门人受辱，
借刀杀人，可见不要小瞧
小人物的能耐。（湖南汨罗
任行宽 70岁）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待人处事小心为上。（安徽
桐城 徐向阳 77岁）

人生而平等，夷射身
居高位，更要懂得谨言慎
行，与人为善。（陕西汉中
赵亚勇 59岁）

即便夷射不愿给门人
喝酒，也可以更温和地拒
绝，可见掌握说话的技巧
很有必要。（湖南岳阳 杨
岭松 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