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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会晚灵心心 驿驿站站

●梁晓声： 人可以做很多
事，但不可以做一切事；人可以
有野心，但不可以没有禁忌。

●“知识只是力量，良知才
是方向。”语出学者鲍鹏山。一个
人没有知识可以被宽容，但如果
没有良知，就不行。

●“慢生活”发起人卡尔·霍
诺：慢生活不是磨蹭，更不是懒
惰， 而是让速度的指标撤退，让
生活变得更细致。

●季羡林： 在这条十分漫
长的路上， 我走过阳关大道，
也走过独木小桥。 路旁有深山
大泽， 也有平坡宜人； 有杏花
春雨， 也有塞北秋风； 有山重
水复， 也有柳暗花明； 有迷途
知返， 也有绝处逢生。 路太远
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
回忆太重了。

●安妮宝贝：贫穷可以是端
庄自如，农夫渔耕，士人隐居，搭
桥建屋，一切井然有序，天清地
远。 在失去了价值观的支撑之
后，贫穷所剩余的就只有饥饿和
不安、野心和欲望。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
在灰暗的日子中，不要让冷酷的
命运窃喜； 命运既然来凌辱我
们，就应该用处之泰然的态度予
以报复。

●耶鲁大学本科、 哈佛大学
研究生高雨莘： 耶鲁教给我的不
是如何去成功， 而是如何质疑成
功。

●卡尔·拉森《文化堵车》：世
界上最强劲的麻醉药是归属感。

●村上春树： 任凭怎么解
释，世人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
的事。

●柴静：痛苦是财富，这话
不对。 痛苦就是痛苦，对痛苦的
思考才是财富。

●这样才是靠谱的人：凡事
有交代，事事有回音，沟通有技
巧，做事有逻辑，做人有担当，说
理讲数据，有契约精神，有时间
观念，能处理情绪，丢掉玻璃心。

●球鞋是学生身上唯一被
允许不一样的东西，它是彰显身

份 、个性的标签 ，因此 ，球鞋是
“95 后”的“核心资产”。

●对“爱”阐述很深刻的话：
真正的爱， 包括适当的拒绝、及
时的赞美、得体的批评、恰当的
争论、必要的鼓励、温柔的安慰、
有效的敦促。

●现代“宅青年”的日常：今
天天气很好， 在卧室里宅久了，
准备去客厅散散心。

●如果你一天到晚拿着手
机刷微博， 坐在家里宅着看电
视，天天上着网，做着那些 80 岁
以后都能干的事，你还要青春干
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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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不要输在起跑线”这句
话，我是不会赞同的，因为只有
百米赛跑才会在乎起跑， 而人
生是一场马拉松比赛， 只有最
先跑到终点的那一位才是人生
的赢家。

●“水急不流月”：不论水流
多么湍急，映在上面的月影都不
会流走———水就是流行时尚，月
就是你的风格。

●去理发，一进门，一位漂
亮姑娘热情地迎了过来，用十分
甜美的声音对我说：“先生您好，
请问您有女朋友吗?”

我一听，立刻兴奋地说：“没
有!”

姑娘听了，如释重负道：“我
是个实习生， 既然您没有女朋
友，就让我练练手吧！ ”

●晚上刚下班，哥们儿就打
电话叫我去喝酒。 我赶到的时
候，他已经在喝了。

我说 ：“怎么忽然请我喝
酒?”

哥们儿说：“也没什么，就是
忽然觉得生活压力太大，刚刚还
跟老婆吵了一架，就跑出来喝酒
了。 ”

我安慰他：“想开点， 慢慢
来，事情总会好起来。 ”

哥们儿说：“我不是叫你来
安慰我的———忽然想起身上没
带钱……”

●在路边摊吃了 8 块钱的
早餐。 老板很忙，我就把钱放到
老板的钱盒子里。 想到老板可能
没看见， 我又把钱拿了出来，这
时候老板看见了。

夏洛莫是位建筑工人， 他与
老板签订了一年的用工合同，双
方约定工资按周付， 每星期五付
工资。

又到周末了， 夏洛莫拿到工
资后，径直去了老板办公室，将他
所领的钱摔在老板的办公桌上，
生气地说：“少了 100 英镑！ ”

老板见了并没有生气， 语调
平和地说：“我晓得呀！ 上个星期
我不是多付了你 100 英镑吗？ 可
是 你 拿 了 钱 后 什 么 话 也 没 说
吧？！ ”

夏洛莫一脸的尴尬， 可是他
的嘴上还很硬：“偶尔弄错我不介
意，不过，要是习惯性弄错的话，
我感觉我有责任给你提个醒。 ”

此情此景，其实，在其他很多
场合仍有存在， 可见夏洛莫这样
的人心还有市场。

妈妈就是这样做的
小爱玛观看妈妈做晚餐，妈

妈正在做椒盐牛排， 只见妈妈将
牛排的两头切掉， 将牛排放入煎
锅中，爱玛问：“妈妈，你为什么要
把牛排的两头切掉呢？ ”

妈妈想了想，回答：“爱玛，这
个问题问得好。 我妈妈做椒盐牛
排时就是这么做的， 我只是照她
的样子做的。 不过，说实话，我不
知道这样做的原因。这样吧，我们
给外婆打个电话问问她。 ”

于是妈妈熄掉炉火， 和小爱

玛一起打电话给外婆， 问她为什
么每次做椒盐牛排， 在下锅前总
要把牛排的两头切掉。

外婆在电话里说：“我也不知
道为什么，我见我妈妈这样做的，
所以我也这样做了。 ”

撂下电话， 母女俩的好奇心
上来了， 她俩决定一定要把这事
弄个水落石出， 于是她们开车去
敬老院，去见外婆的妈妈，问：“我
们做椒盐牛排时， 为什么总是在
下锅前把牛排的两头切掉？ ”

老太太想都没想，直接回答，
虽然口齿有些含混， 但是还是能
听清楚她的意思：“我可不知道你
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过我是因
为没有大煎锅。 ”

开着车慢慢往前挪， 大概也
就是十几迈。 后面一个男人骑着
电单车带着一个小女孩儿，忽然
冲上来，停住 ，说，你怎么开车
的，不知道后面有人吗？ 然后迅
速溜了。 我一愣，不知他从哪个
角度质问我。

仅说一点， 把自己的命运寄
托在别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
真为他将来的命运担心。

借钱给别人最后都是得罪
人。 往回要钱的时候，谁记得你
当初借钱时是帮他的忙？ 没有一
个会感谢你的，还恨你。

你想想， 这辈子几个人借钱
给你过？

在街头小店吃饭，看到端上
来的一小碟（小碗），心想，这够
吃吗？ 用不用再加一份？ 往往是
吃到最后一口， 发现不多不少，
正好。店主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
肚子。

2006 年冬天，爷爷去世。 其
时奶奶已八十八岁。 她始终面无
表情地坐在炕上， 偶尔下地。 家
里按乡村俗规请了戏班子。 出殡
那天， 奶奶拄着拐杖走出来。 戏
班正在演河北梆子《韩琪杀庙》，
演员很敬业， 演到韩琪自刎时，
扑通一下躺在满是尘土的地上，
正被奶奶看到。 她惊讶地问：“怎
么了？ 那人怎么了？ ”那是她那段

时间唯一的表情。 办完丧事，我
要回去上班 ， 拉着奶奶的手告
别，看到她眼里泛着轻微的泪。

写过这么多花草 ， 却极少
写菊类 。 不喜它们长相中统一
的峻峭 。 尤其是那句“我花开
后百花杀 ”。 被赋予了这样的
性格 ， 就更令人厌恶 。 人至中
年， 更排斥非此即彼 ， 非黑即
白。

填写一个表， 需要自己的电
话号码。 想了半天竟没想起来，
只好查了一下。 在微信上一说这
种情况， 不少人有同感。 有些时
候，感觉自己是外人。

情绪会影响身心健康，这是
一定的。 据国外心理学家新近的
研究分析结果，对人体最有伤害
的情绪并不是愤怒和悲伤，在所
有坏情绪中排第一的，会严重摧
残身心健康的，竟然是羞愧。 而
在有益身心的好情绪中，排在第
一的竟也不是爱或喜悦，却是平
和。

这个研究结果比较出乎我
们的意外，也叫我们一则以喜一
则以忧，忧的是世上能平和的人
很少，喜的是世上知羞愧的人更
少。

俳优
前些日子偶然看到一篇文

章，是媒体对南京一位著名作家
的采访，其中作家有一句话说得
明白干脆：“对我来说，写作是为
我的读者服务的。 ”

这几天正在翻《近思录》，正
好翻到程颐的一句：“今为文者，

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
非俳优而何？ ”这俳优是观众想
看什么他就演什么，要悦观众的
耳目，要讨观众的喜欢，他的表
演就是为观众服务。

什么横溢
在报上看到陈平原先生的

一篇文章，文中说，当年他考上
北大中文系的第一届博士生，来
呈送论文，他的导师王瑶先生看
罢论文给了两句评语，第一句是
“才华横溢”，第二句是“有才华
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陈平原
说，他“惊出一身汗”。

“才华横溢 ”固然是好，而
世上“横溢 ”的又未必都是“才
华”，马桶堵了也会“横溢”。 比
如我们看如今报刊上的种种美
文，一味“以情感人”，一味“富
有哲理”，看罢就总不免要有点
怀疑 ，那“横溢 ”的也不知道是
些什么东西。

脸 色 □流沙

一个人每天看自己的脸的时
间不会很长，它发生在早晨、晚间
的卫生间或有镜子的地方， 而且
往往是“惊鸿一瞥”，即便是爱美
的女子也不会太长。 按照一个人
生命周期八十年来计算， 据说我
们看自己的脸的时间不足五百个
小时。

自己的脸看得少， 而别人的
脸看得多，就会造成一个问题：总
是发现别人的缺陷， 而对自己的
脸关照不多。

最佩服两类人： 第一类是爱
美的女人， 她们对自己的脸十分
苛刻， 什么美容药膏都敢往脸上
涂，什么折磨人的方法都敢尝试，
甚至不惜动手术抽脂瘦脸， 爱美
的女人称得上是“舍己为人”的
人。第二类是修炼内心的人，脸色
往往是需要内心来滋养的， 一个
内心强大，灵魂平静的人，他们的
脸色一般不会太坏。

我有一位朋友在杭州一家外
贸公司担任营销副总， 工作压力
非常大。有一次我到他的办公室，
发现他阴着脸， 正在训斥一位员
工。见我到来，他示意我在休息间
坐一会儿， 但听到他仍然没有停
止训斥。

后来，我从他的办公室出来，
经过一个大开间办公室， 听到几
位员工正在讨论他们的上司。 一
位说：“他一天到晚阴着脸， 真是
难看死了。”另一位则说：“每天我
看到他那阴沉的脸色， 一天的好
心情也没有了。 ”

我哑然失笑。 不知道我那朋
友如果听到这样的评论， 该做何
种感想。

朋友的太太是我校友， 记得
有次聚会他太太说， 他以前不是
这样的，自从当上领导之后，性情
发生了变化，容易动怒，经常计较
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每天下班
回家，也没有一个好脸色，一看到
他，心里就堵得慌。 当然，她也知
道丈夫变成这样是因为工作压力
大，但他不知道如何调适，而是放
逐自己的坏情绪， 然后又把这种
坏情绪传染给了别人。

席间的几位好友都在劝慰朋
友的妻子。

我想起一个故事。 林肯当美
国总统的时候， 有人举荐一个人
担任政府教育官员， 他的资历和
学识都不错。林肯要求见见他，见
面后， 林肯当即认为他不能担任
教育官员。

举荐者十分奇怪， 只不过见
了一面， 怎么就下了这样一个结
论。后来，林肯对他说：“一个人活
到了 40 岁，就应该对自己的脸负
责。 ”推荐者依然不解，林肯说：
“一个人的素养、品德、气质都会
刻在脸上。 而他让我感到非常不
舒服。 ”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总是清
清楚楚地写在脸上。 一张阳光的
脸，总会打动很多人。一张脸的美
丑，我们无法选择，但是一张脸是
否阳光， 却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
力来实现的。

杨遇春是四川青城山下一
介农夫，生得膀阔腰圆，虎背熊
腰，有人说他是耕读传家，耕则
耕矣，读则未读。 嘉庆有回跟他
扯谈 ：“汝公事之暇 ， 尚看书
乎？ ”武夫比士子要老实，“臣不
识字。 ”可见所谓耕读传家，是
诳人的。 他本武举出身，不在读
书人里。

读书人肯定有用， 但不能
说不读书就没用。 你读书人能
写出诗来， 未必可以在没读书
人面前摆谱。 杨遇春有回与一
班穿长袍的文人到一座庙里
玩， 庙里横卧着睡佛， 有人便
喊：大家以睡佛为题，都来做一
首诗如何？ 文人狡黠，要来出出
武夫的丑， 不承想杨遇春抢先
来：你倒睡得好 (文人掩鼻笑 )，
一睡万事了 (文人开始敛容 )，我
若陪你睡 (文人嘴角又咧开 )，江
山谁人保 (文人酸溜溜 ，个个罢
笔了 )。

文学是读书人的事？ 没读
书人也能弄的， 你别以为你读
了几句书， 便对农民工人与武
汉翻白眼。 杨遇春这回显了能，
其能却不在写几首歪脖子诗，
他没立言，却立德，更立功，其
功在上马击胡， 嘉庆年间有白
莲教起义，道光年间，又有张格
尔在英帝唆使下叛国， 杨遇春
不叫杨遇春，叫杨遇战，这些战
事他都碰到了。 杨遇春身经百
战， 却身无一伤，“公髯长三尺
许，经大小二百八十余战，无不
身当先，未尝受创。 ”

“公身从没有毫发之挫”，
也不是运气好， 是他平时训练
有素。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雨里

来风里去，有士兵便叫苦，便反
抗，“我驰驱数十年， 岂不欲暂
就逸豫，但久经战阵，见技艺娴
熟者便杀贼立功，致身通显。 生
疏者徒陨非命。 今日勤劳，正为
汝等异日计也。 ”苦练兵，累身；
不苦练兵，要命。

杨遇春没读太多的书，有些
道理比读书人懂得更多， 比如
在用人上，他有个理念，任何人
都是有用的。 与其他清勇部队
清一色是精壮兵士不同，杨家
军里各色人都有，瘸子跛子聋
子瞎子哑子傻子矮子，都招到
部队里，都派上用场，都建立
功勋，“如聋者宜给左右使唤，
可免泄漏军情；哑者宜令送递
密信 ，可免添言造词语 ；跛者
宜令守放炮座 ， 可免轻率却
走 ；瞽者宜令伏地听远 ，瞽于
目者必聪于耳。 ”老天为人关
了一扇窗，必为人去开另一扇
门。 比如聋子，眼睛不行了，其
耳朵却特别灵敏，可以贴耳于
地，听远方敌阵 ，胡马践踏而
来。

残疾人身有残疾， 是其劣
势，其劣势者，是你不用他，你
若用他，其劣势就是其优势，比
你优势更优势。 不读书人，你不
能说他没用，自然反过来说，读
书人更是可用的； 有缺点的人
也是可用的，自然，没缺点或者
缺点少的人，更是可用的。 世上
没有不可用的人， 只有不会用
人的人。

杨遇春善于用兵，更善于用
将。 所谓善于者，一是相信他能
用，二是放手他去用。 也是那次
与嘉庆扯淡， 杨遇春道出了其

用人之道，“然则饮酒乎？ ”杨对
曰：“臣不善饮。 ”不读书，不喝
酒，不打牌，“汝将何以自遣？ ”
杨遇春不唱高调，不跟那那谁一
样，在皇帝面前自夸自吹，臣批
公文，沙场秋点兵，他是很老实
的，“听打鼓说书。 ” 皇上这么
问，安没安好心，不晓得，皇上
心里是有些不满的：“听说书固
好， 如公事何？ ” （听说书固然
好， 那你具体做些什么呢？ ）杨
遇春答：“钱谷责之藩司， 刑名
责之臬司，兵政责之提镇。 臣总
其成而已。 ”（财政的事由藩司
负责， 刑事的事由臬司负责，兵
政方面的工作由提镇负责任，我
总其成而已。 ）

什么人都可用，什么人都要
相信他， 什么人都要给他压担
子， 给他划责任。 事必躬亲，不
是优秀用人者的好品质，或者还
是坏品质， 事情都归你干了，我
干什么？ 等你来干吧， 事无巨
细，一抓到底的，整个团队便只
有一人在思考， 一人在奔波，一
人在劳累， 一人在干活。 然则，
跛子说， 我走不动； 瞎子说，我
看不清；聋子说我听不懂，其他
身体健康者， 其他才能杰出者，
都以种种理由推卸工作，推卸责
任 ,“蜀中无大将， 廖化作先
锋”， 何故？ 便是诸葛亮一揽子
把一揽子事情揽去了。自己累得
吐血，出师未捷身先死；更麻烦
的是， 蜀国再无人才， 三国鼎
立，蜀国先亡。

每个人都是可用的，都是好
用的， 都是可以用后立功的，
“凡公麾下，多成劲旅”，因果在
此。

世上没有不可用的人 羞 愧（外二则）

狗为什么没有人活得久？
□邓笛 编译

我是一个兽医。 有一天，罗恩
先生请我为他家的一条 15 岁的
爱尔兰狼犬治病。 我对狗进行了
体检， 发现它得了癌症， 快不行
了。 我见罗恩一家对这条狗很有
感情， 便建议给狗进行安乐死处
理，以减轻它的痛苦。

罗恩夫妇同意了我的方案，
但提出一个条件， 要让他们家 4
岁的儿子布鲁斯观察狗安乐死的
整个过程。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
要这样做， 难道观看这个过程能
让孩子领悟生命的真谛吗？

第二天，我又来到了他们家。
在给狗注射药剂之前， 他们全家
人与狗依依惜别。 布鲁斯表现得
很镇定，还逗着狗玩了一会儿，我
想他可能没有完全明白接下来将
要发生的事情。

几分钟之后，狗安详地死去。
布鲁斯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没有哭闹，也没有疑惑。

接着，我们来到了客厅，坐下

来后，我安慰罗恩夫妇说，虽然狗
是患病而亡，但也不算早逝，因为
15 岁的狗已经相当于一个老年
人了，狗的寿命比人短得多，这一
天早晚是要来的。“为什么狗的寿
命不能长一点呢？ ”罗恩听了我的
话之后伤感地说。

布鲁斯一直在旁边安静地听
大人们说话， 这时他插言道：“我
知道为什么！ ”

大家都很吃惊， 面朝着布鲁
斯。 我听到了一个超过我的兽医
知识的解释， 虽然这个解释出自
一个 4 岁孩童之口， 有点凌乱和
词不达意，但仍让我动容和感动，
欣慰和温暖。

我把他的解释整理过之后就
是：“人生下来， 是为了学会做一
个有爱心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
个真诚的人， 一个对朋友忠诚的
人。狗也一样，但是狗学会这些比
人要快得多， 所以它们不需要活
那么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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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弄错（外一则） □夏建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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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牙行动，好牙入户”免费种牙援助

市民凭户口簿即领全免费种植牙
南方卫视联合省医学美容口腔学会，每日送出 22 颗免费种植牙，申领热线：020-87331555

文 / 陈秋月

爱牙行动，好牙入户
全省市民免费种牙
即日起， 由南方卫视联合广

东省医学美容口腔学会发起的
“全民爱牙惠民行动”推出针对全
省市民的“免费种牙援助计划”，
全月限量发放 682 颗高端进口
种植牙。 市民凭户口簿即可领取
全免费种植牙，每日送出 22 颗，
申领名单当日公布，先到先得。

9 月份，由南方卫视联合广东医学美
容口腔学会推出的“70 岁老人免费种牙
活动”， 开启仅一个月就得到全省高龄缺
牙老人的极大好评， 第一批和第二批 70
岁免费种牙名额被抢领一空，报名预约和
咨询人数源源不断。惠民种牙组委会接到
不少市民的反馈，很多老人来不及报名申
领免费种牙，还有不少中年缺牙市民想参

与活动，都在密切关注援助的进展。
因此， 南方卫视与省医学美容口腔

学会经过严格的评估， 决定对全省缺牙
市民开展一项普适性更强、 惠民力度更
大的援助———“爱牙行动， 好牙入户”免
费种牙活动：凡省内缺牙患者，携带户口
簿到活动指定医疗机构，均可报名领取免
费进口种植牙。

免费种牙获好口碑称赞
全省市民免费种牙，人人有份

“免费种牙活动为我们这样的缺牙
人士省了不少钱，我把自己种牙后的照
片发在朋友圈，老同学都问我在哪里种
上这么实惠的好牙！ ”现场不少免费种
牙的受惠街坊开心地谈论着。

南方卫视援助办公室工作人员谢
主任介绍：“此次活动将为每一位报名
免费种牙的市民，提供免费口腔检查、

免费种牙方案设计、免费牙槽骨测量、
免费种植的一条龙惠民服务。 ”真真切
切地让市民享受到贴心、省心、放心的
优质口腔诊疗。 谢主任提醒，市民如果
有缺牙需要， 一定要尽早拨打报名热
线申请， 因为免费种植牙的颗数是有
限的，领完即止，越早报名，申请成功
的几率越大。

惠民种牙省下一年养老金
市民尽早报名，更容易申领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