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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起床，喝冷茶一杯，慢打太极拳数分钟，打到一半，忘

记如何续下去，从头再打，依然打不下去，干脆停止，深呼吸数

十下，然后对自己说：“打好了！”再喝茶一杯，晨课结束，不亦乐

乎！静室写毛笔字，磨墨太专心，墨成一缸，而字未写一个，已

腰酸背痛。凝视字帖十分钟，对自己说：“已经写过了！”绕室散

步数圈，擦笔收纸，不亦乐乎！

枯坐会议室中，满堂学者高人，神情俨然。偷看手表指针

几乎凝固不动，耳旁演讲欲听无心，度日如年。突见案上会议

程式数张，悄悄移来折纸船，船好，轻放桌上推来推去玩耍，再

看腕表，分针又移两格，不亦乐乎！

山居数日，不读报，不听收音机，不拆信，不收信，下山一

看，世界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故我，不亦乐乎！

数日前与朋友约定会面，数日后完全忘却，惊觉时日已过，

急打电话道歉，发觉对方亦已忘怀，两不相欠，亦不再约，不亦

乐乎！雨夜开车，见公路上一男子淋雨狂奔，煞车请问路人：

“上不上来，可以送你？”那人见状狂奔更急，如夜行遇鬼。车远

再回头，雨地里那人依旧神情惶然，见车停，那人步子又停并做

戒备状，不亦乐乎！

四日不见父母手足，回家小聚，时光飞逝，再上山来，惊见

孤灯独对，一室寂然，山风摇窗，野狗哭夜，而又不肯再下山去，

不亦乐乎！逛街一整日，购衣不到半件，空手而回。回家看见

旧衣，倍觉件件得来不易，而小偷竟连一件也未偷去，心中欢

喜，不亦乐乎！夜深人静叩窗声不停，初醒以为灵魂来访，再醒

确定是不识灵魂，心中惶然，起床轻轻呼唤，说：“别来了！不认

得你。”窗上立即寂然，蒙头再睡，醒来阳光普照，不亦乐乎！

匆忙出门，用力绑鞋带，鞋带断了，丢在墙角。回家来，发

觉鞋带可以系辫子，于是再将另一只拉断，得新头绳一付，不亦

乐乎！厌友打电话来，喋喋不休，突闻一声铃响，知道此友居然

打公用电话，断话之前，对方急说：“我再打来，你接！”电话断，

赶紧将话筒搁在桌上，离开很久，不再理会。二十分钟后，放回

电话，凝视数秒，厌友已走，不再打来，不亦乐乎！上课两小时，

学生不提问题，一请二请三请，满室肃然。偷看腕表，只一分钟

便将下课，于是笑对学生说：“在大学里，学生对于枯燥的课，常

常会逃。现在反过来了，老师对于不发问的学生，也想逃逃课，

现在老师逃了，再见！”收拾书籍，大步迈出教室，正好下课铃

响，不亦乐乎！

黄昏散步山区，见老式红砖房一幢孤立林间，再闻摩托车

声自背后羊肠小径而来。主人下车，见陌生人凝视炊烟，不知

如何以对，便说：“来呷蓬！”客笑摇头，主人再说：“免客气，来

坐，来呷蓬！”陌生客居然一点头，说：“好，麻烦你！”举步做入室

状。主人大惊，客始微笑而去，不亦乐乎！

每日借邻居白狗一同散步，散完将狗送回，不必喂食，不亦

乐乎！交稿死期已过，深夜犹看红楼梦。想到“今日事今日毕”

格言，看看案头闹钟已指清晨三时半，发觉原来今日刚刚开始，

交稿事来日方长，心头舒坦，不亦乐乎！

晨起闻钟声，见校方同学行色匆匆赶赴教室，惊觉自己已

不再是学生，安然浇花弄草梳头打扫，不亦乐乎！

每周山居日子断食数日，神智清明。下山回家母亲看不出

来，不亦乐乎！求婚者越洋电话深夜打到父母家，恰好接听，答

以：“谢谢，不，不能嫁，不要等！”挂完电话蒙头再睡，电话又来，

又答，答完心中快乐，静等第三回，再答。又等数小时，而电话

不再来，不亦乐乎！有录音带而无录音机，静观音带小匣子，音

乐由脑中自然流出来，不必机器，不亦乐乎！

回京翻储藏室，见童年时玻璃动物玩具满满一群安然无

恙，省视自己已过中年，而手脚俱全，不亦乐乎！

归国定居，得宿舍一间，不置冰箱，不备电视，不装音响，不

申请电话。早晨起床，打开水笼头，发觉清水涌流，深夜回室，

又见灯火满室，欣喜感激，但觉富甲天下，日日如此，不亦乐乎！

摘自《随想》

□ 三毛

外国美文二篇
（一）年轻

□ 塞缪尔·乌尔曼

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也并非粉

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

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

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

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

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向上的朝气，

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东风。

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闯荡

生活，意味着超越羞涩、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

质。

而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地

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

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

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

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

刻上一丝痕迹。

忧虑、恐慌、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尘

埃之中。

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每个人都会被未来

所吸引，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的

无穷无尽的渴望。

在你我心灵的深处，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

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

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资讯，你我就永远

年轻。

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

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冷所覆盖，你便衰老了——即

使你只有20岁。

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心中，捕捉

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你便有希望超过年轻的

90岁。

（二）妈妈

□ 泰戈尔

妈妈，让我们想象，你待在家里，我到异邦去

旅行。

再想象，我的船已经装得满满地在码头上等

候启程了。

现在，妈妈，好生想一想再告诉我，回来的时

候我要带些什么给你。

妈妈，你要一堆一堆的黄金么？

在金河的两岸，田野里全是金色的稻实。

在林荫的路上，金色花也一朵一朵地落在地

上。

我要为你把它们全都收拾起来，放在好几百

个篮子里。

妈妈，你要秋天的雨点一般大的珍珠么？

我要渡海到珍珠岛的岸上去。

每个地方，在清晨的曙光里，珠子在草地的

野花上颤动，珠子落在绿草上，珠子被汹狂的海

浪一大把一大把撒在沙滩上。

妈妈，我一定要把那个值七个王国的首饰箱

和珠宝送给你。

人在旅途

新知新见

食物的“秘密”

家在途中

对于我来说，家是一个随着年龄而不断变化的概念。

童年时，家是一声呼唤。

那时的我似乎比今日的孩子拥有更多的自由。放学后，不会先在父母前

露面，而是与左右相邻的小伙伴聚在一起，天马行空，玩得天昏地暗，直至炊

烟散去，听见焦急的父母在四处喊：“回家了，吃饭了。”

这样的声音伴着我的童年，月复一月，迄今仍在我的耳畔回响。

一转眼，童年过去了，当胡须慢慢从嘴角长出，家又成了一个想逃脱的地

方。

书，看多了，世界也变得大了，一张床小了，父母的叮咛也显得多余了。

什么时候我会拥有自己的天空？

再后来，上了大学，家又成了一张汇款单。

每到月初，是最想家的时候，此时口袋已经空荡荡了，多么盼着，邮箱里

会有自己熟悉的笔迹，把那份“物质力量”寄来。

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开始“受伤”，开始在人海中翻腾，开始知道，有些疼

痛无法对人说，甚至知心朋友。于是，重新开始想家。当受了“重伤”时，幻想

着飞到远方的家中，在推开家门的一瞬，让自己泪流满面。此刻，世界很大，

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家中熟悉的那种味道，那窗前一成不变的景观……

接着，和另一个人从相识、相恋到相拥，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拥有了一个

平凡的小家。此时，家的概念又变了，它是深夜回家时那盏为你点起的灯；是

傍晚你看看书我看看电视偶尔交谈几句的那种宁静；是一桌胃口不好时也吃

得下的饭菜；是得意忘形时可以呼朋唤友可以张口说粗话的地方。

后来，我成了父亲，我和一个新的生命在家中相逢，一种奇妙的感受充斥

着我的心，小生命开始让我“玩物丧志”，想挣扎却又那么愿意沉溺其中。这

时候，家又是一种力量，一种用幸福来缚住你的力量。

家的概念在不停地变换着，生命在这种变换中匆匆地走着。众多的概念

中，家有时也意味着一种悲伤。比如当年父亲的辞世，便让我知道，世界对你

的伤害加在一起有时也不如家中的变故给你的大。然而在家中，你也会感受

到一种坚强，比如父亲过世后，母亲虽身子柔弱却开始变得坚强，她带着我们

哥俩，一步一步地从变故中走出，之后，家又重新“站立”了起来，又变得祥和，

变得不再阴云密布。家在这个过程中，又像是一种生命顽强的植物：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

家的概念还会变换，然而我已经知道，家是奔波得来的，而家也终究是奔

波的意义。

摘自《福建老年报》

累的幸运

职场风云

□ 白岩松

□ 鲍尔吉·原野

清代有一个叫钱泳的人，写过一本书《履园丛话》，

书中讲到这样一件事情：

当年北京城里有一个很出名的裁缝。他替人家做

衣服很麻烦，所有的细节都要了解。

他先仔仔细细地看做衣服人的相貌，量量尺寸。

这当然是要做的事情。

接下来还要问年龄，这就使人奇怪了。要是在今

天，年龄是个人的隐私，你裁缝问什么呀？特别是我们

女性，现在有句话，千问万问，不能问女人的年龄！

但这还不够，裁缝还要追问你的性情是什么样子，

这就更令人奇怪了，问别人的性情、性格干什么？这个

裁缝太啰嗦了，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人们都觉得奇怪，而且有太多的询问，让人想不

通，人们就问他：这是为什么？

裁缝说：“胖的人，腰要宽；瘦的人，腰要窄。”

这算什么话呀？这叫套话，空话。裁缝这话，谁不

知道啊！这不稀罕，这个道理人人明白。

但是裁缝又慢慢地说：“性子急的人或年纪小的

人，衣服要短一点；性子慢的或年纪大的人，衣服就要

长一点。”

读到这里，我想：好一个厉害的裁缝！他往深里说

道理了。这就是为什么要问年龄、性情了。大家想想

看，性子急的人做事风风火火的，还有那天真活泼的孩

子、青少年喜欢动，他们的衣服太长了行动不方便，说

不定还要摔跤呢。至于不好动、年龄大些的人，衣服就

可以长一些，很得体，你说这个裁缝不厉害吗！

这个裁缝太高明了，太哲学！是哲学吗？哲学就

是智慧啊，就是“道道”啊！他不仅是量体裁衣，而且是

综合考虑了这么多的要素来裁衣，这不就是他的智慧、

哲学？

我们可以想想，当年京城的裁缝还会少吗？经过

风雨见过世面的好裁缝也肯定不少。要在京城里立住

脚可不容易啊，裁缝们都在那里竞争。

但是，这位裁缝在竞争中自有高招。他没有这样

子去搞竞争：比如耍手腕，拉客户，压低价钱，偷工减

料，做伪劣产品，炒作等等。这些挖空心思的竞争手

段，古人也不是没有，而今天大家更是看惯听惯商家竞

争手段了。

他是“竞争”中“不争”，他是和自己“急”。他练内

功，提高服务质量，顾客至上，质量至上。这样，自然会

有好口碑为他做广告，生意也就源源不断地来了！

摘自《智慧》

□ 林莉

□ 蒋子龙

古今中外不少文人，面对佳肴美味、粗茶薄酒，抑或

进餐时突发的变故，常能机智地“幽”上一“默”，妙趣横

生，让人回味无穷。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与佛印和尚是好朋友，两人论诗

作联，也常常互相取笑，从中得到极大乐趣。佛印虽是出

家人，却不避荤食。一天，他炖了四条小鱼，正要吃，抬头

一看，苏东坡进了寺门。他心想：早不来，晚不来，一吃鱼

他倒来了，先不给他吃。佛印急中生智，顺手把敲的磬翻

过来扣在鱼盘上推到一边。苏东坡一进庙门就闻到香喷

喷的鱼味，心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可以享口福了。挑

帘进门一看，佛印吃着米饭，桌上只有一碟蔬菜。佛印也

很大方：“学士驾到，与贫僧一起吃粗饭吧。”苏东坡只好

坐下来吃饭。他边吃边琢磨，这鱼放在什么地方呢？发

现不远处有一个倒放的磬，他心里明白了，可怎么把磬里

的鱼拿出来吃呢？忽然，他心生一计，对佛印说：“前几

天，你让我给一位善人写对子，我一直没写出来。后来

想，索性用一副现成的对联算了。”佛印问：“哪一副？”苏

东坡告诉他，就是常见的春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

家……”说到这儿，苏东坡装作忘记的样子问道：“下边是

什么来着？”佛印说：“庆有余。”苏东坡赶忙接过话：“什

么？‘磬有鱼’，那为什么不拿出来吃呀？”说完，一欠身，把

不远处的磬翻了过来：“果然有鱼，吃呀，吃呀，不要粗茶

淡饭了。”佛印也笑了：“这个学士，真够机灵的。”

散文家郑逸梅生于1895年，生肖属羊。有一次，他与

几位朋友一起去清真饭馆吃面条，朋友点了美味的羊肉

供大家品尝。大伙儿吃得津津有味，并称赞羊肉的鲜

美。郑逸梅却只吃面条，不吃羊肉。朋友忙问其故，郑逸

梅虔诚地说：“羊秉性温顺善良，我生肖属羊，怎忍心食

之？”朋友大笑之余，内心不免感动。

作家聂绀弩十分幽默。抗日战争时期，他居住桂林，

与友人会饮于餐馆。服务员端来白斩鸡，却是骨多于

肉。聂绀弩问道：“这是两只鸡吗？”服务员回答：“不，只

有一只。”聂绀弩正色道：“一只鸡，哪有这么多骨头？”

一次，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应一位富翁之邀去参加晚

宴。主人为了炫耀自己富有，每上一道食物，便说一遍它

的价钱。当葡萄送上来时，主人又照例对客人们炫耀道：

“这一粒就要一块美金哪！”这时，马克·吐温站起来大声

说：“这东西太可口了，你能不能再给我六块美金？”

法国幽默作家特里斯坦·贝尔纳有一天去饭馆吃饭，

对侍应生的服务态度很不满意。付账时，他对饭馆的经

理说：“请拥抱我。”“什么？”经理感到纳闷。“请拥抱我。”

贝尔纳显得很认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先生。”“永别

吧，以后您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摘自《老年生活报》

椰子汁曾被用来输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椰子汁曾被用来作为血浆的

代用品。因为椰子汁易被人体吸收，且不会破坏红血球，

医生们曾用它给失血过多的受伤士兵应急“输血”。

胡萝卜原本是紫色的

我们现在吃的胡萝卜都是橙色的，但这个颜色其实

是在 16世纪末时，荷兰农民为了改善胡萝卜口味，对紫

色胡萝卜品种加以改良，应用黄色和白色的菌株嫁接后

培育出来的。由于橙色胡萝卜比紫色的更结实、更易培

育，因此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摘自《羊城晚报》

现代人害怕闲。累就是有活干，有机会，有希望。现代社会最累

的人，都是一些幸运的人——

富翁阶层最累，成功的企业家最累，没日没夜，没年没节，要想见

他们也不比见个官员更容易。

最累的歌星、影星最红。坐冷板凳看似清闲，却不自在。

累——

说明正畅销。

累——

变成了让人羡慕的事。

真正忙得劳累，累得有价值的人，不会抱怨自己活得累。如果他

喊累，也是一种真累，累得实在，因而用休息可以恢复过来。

忙累的人是没有时间和

情绪听别人发牢骚和无病呻

吟的，也可以叫做“饱汉子不

知饿汉子饥”。在紧张的充

满竞争的现代社会，指望别

人的同情和施舍是靠不住

的。市场经济不培养懒汉。

几十年的大锅饭、平均

主义培养的懒散，不知不觉

地在变，虽然将来会变成什

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未来是

无法规划、无法把握的。但

没有人敢忽视这种变化了

——生活在提高，在前进，驱

赶着人们，不怕累，找累受。。

摘自《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