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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倾听

作者 毕淑敏

我读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的时候，书写作业，其中有一篇是研究

“倾听”。刚开始我想，这还不容易啊，人有两耳，只要不是先天失聪，

落草就能听见动静。夜半时分，人睡着了，眼睛闭着，耳轮没有开关，

一有月落乌啼，人就猛然惊醒，想不倾听都做不到。再者，我做内科

医生多年，每天都要无数次地听病人倾倒满腔苦水，鼓膜都起茧子了。

所以，倾听对我应不是问题。

查了资料，认真思考，才知差距多多。在“倾听”这门功课上，许

多人不及格。如果谈话的人没有我们的学识高，我们就会虚与委蛇地

听。如果谈话的人冗长繁琐，我们就会不客气地打断叙述。如果谈话

的人言不及义，我们会明显地露出厌倦的神色。如果谈话的人缺少真

知灼见，我们会讽刺挖苦，令他难堪……凡此种种，我都无数次地表

演过，至今一想起来，无地自容。

世上的人，天然就掌握了倾听艺术的人，可说风毛麟角。

不信，咱们来做一个试验。

你找一个好朋友，对他或她说，我现在同你讲我的心里话，你却

不要认真听。你可以东张西望，你可以搔首弄姿，你也可以听音乐梳

头发干一切你忽然想到的事，你也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你

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必听我说。

当你的朋友决定配合你以后，这个游戏就可以开始了。你必要拣

一件撕肝裂胆的痛事来说，越动感情越好，切不可潦草敷衍。

好了，你说吧……

我猜你说不了多长时间，最多 3分钟，就会鸣金收兵。无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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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说不下去了。面对着一个对你的疾苦你的忧愁无动于衷的家伙，

你再无兴趣敞开襟怀。不但你缄口了，而且你感到沮丧和愤怒。你觉

得这个朋友愧对你的信任，太不够朋友。你决定以后和他渐疏渐远，

你甚至怀疑认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错误……

你会说，不认真听别人讲话，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吗?我可以很

负责地告诉你，正是如此。有很多我们丧失的机遇，有若干阴差阳错

的讯息，有不少失之交臂的朋友，甚至各奔东西的恋人，那绝缘的起

因，都是我们不曾学会倾听。

好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游戏我们就做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做

一个令人愉快的活动。

还是你和你的朋友。这一次，是你的朋友向你诉说刻骨铭心的往

事。请你身体前倾，请你目光和煦。你屏息关注着他的眼神，你随着

他的情感冲浪而起伏。如果他高兴，你也报以会心的微笑。如果他悲

哀，你便陪伴着垂下眼帘。如果他落泪了，你温柔地递上纸巾。如果

他久久地沉默，你也和他缄口走过……

非常简单。当他说完了，游戏就结束了。你可以问问他，在你这

样倾听他的过程中，他感到了什么?

我猜，你的朋友会告诉你，你给了他尊重，给了他关爱。给他的

孤独以抚慰，给他的无望以曙光。给他的快乐加倍，给他的哀伤减半。

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会记得和你一道度过的难忘时光。

这就是倾听的魔力。

倾听的“倾’’字，我原以为就是表示身体向前斜着，用肢体语言表

示关爱与注重。翻查字典，其实不然。或者说仅仅作这样的理解是不

够全面的。倾听，就是“用尽力量去听”。这里的“倾”字，类乎倾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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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类乎倾箱倒箧，类乎倾国倾城，类乎倾盆大雨……总之殚精竭虑

毫无保留。

可能有点夸张和矫枉过正，但倾听的重要性我以为必须提到相当

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标识之一。人活在世

上，说和听是两件要务。说，主要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识，每

一个说话的人都希望别人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就是接收他人描

述内心想法，以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听和说像是鲲鹏的两只翅膀，

必须协调展开，才能直上九万里。

现代生活飞速地发展，人的一辈子，再不是蜷缩在一个小村或小

镇，而是纵横驰骋漂洋过海。所接触的人，不再是几十一百，很可能

成千上万。要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让别人听懂了你的话，让你听懂

了别人的话，并且在两颗头脑之间产生碰撞，这就变成了心灵的艺术。

（楚雄市妇联 冷文莲推荐）

快乐是需要学习的，幸福是需要提醒的

——毕淑敏《幸福的七种颜色》读后感

作者 清瘦的雨

在 8月份新安川上读书会启动仪式上，看到美女新苗拿着党主席

从图书馆借来的这本书，我顺手拿了过来，说回家读一读。结果拖拖

拉拉，一直到现在才看完，惭愧。

这是毕淑敏的一本散文随笔，收录了关于幸福、快乐的一些感悟，

非常适合当下在生活的漩涡里迷茫、挣扎、烦躁，同时又渴望快乐幸

福却又无从寻觅的人们。看完后，也很有感触，浅谈细悟，聊以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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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既无色，又多色

因为幸福无色，我们太容易忽略。又因为无色，所以需要提醒。

在被提醒惯了的日子里慢慢长大后，我们厌烦着唠叨，甚至急于

想摆脱这些提醒。以至于成年之后，才发现，幸福也需要常常提醒才

能感悟到，可究竟是我们麻木了，还是我们身边真的没有幸福可寻？

毕老师用娓娓道来的口吻，告诉我们：幸福是一种心灵的震颤，

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不断地训练，不断的提醒。

步履匆匆的我们，常常是在幸福的车马疾驰远去之后，才蓦然发

觉，幸福曾经来过。

朴素的幸福从不张扬，就像一盆绿植，没有花开的娇艳，没有果

实的绚烂，就是单纯的一种绿色在装饰着你的窗子。可是它却是你养

润你眼睛最好的颜色，是提醒你希望永存的最美的色泽。只是它一直

在窗台的角落悄无声息，不温不火地生长，茁壮，发光，我们常常忽

略了它的存在。

可幸福常常又是七彩的。

很难给幸福固定在什么模式中，甚至套上什么公式得到准确答

案，或者是利用三原色调和出某一种颜色。它千变万化，无论在友谊

中，亲情间，甚至是人生过客的瞬间交集里，更或者说，自然界的动

物，植物，青山绿水，明月流云，都是幸福滋长蓬勃的温床。

这样的幸福是那样的纯净，那样的透明。如此美好的时光，美好

的际遇，谁没有过呢，只是七彩的幸福，常常被蒙尘的烟火掩盖了。

叹息中，幸福的颜色又在朦朦胧胧中发出亮亮的光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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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衰老，从心老开始

记得朋友跟我有聊天说：某某某未老先衰，20岁的年龄，怎么

有 50岁的心态。看谁谁谁鹤发童颜，人家 60多岁的年龄，竟有 20

岁的心态。

在我的朋友圈里，有一大群文友，他们文笔要么犀利，要么清丽，

但都充满正能量，很阳光，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小 A。

他每天都发朋友圈，用的图片色调都是灰色的。文字的内容，大

都是牢骚抱怨，唉声叹气，只是文笔很好，这样的情绪包裹了甜美的

诗意糖衣，粉丝也很多，赞声一片。

当我在一个平台上看到他的照片时，才发现，他不过才 20多岁，

那张清秀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透过眼镜，看到了眼神里的沧桑。

不知经历过什么，才使得他有如此的心境，也有了如此沧桑的眼

神。至少我认为，在青春的舞台上，最不能早早谢幕的应该是朝气和

阳光。

毕淑敏老师在书里，套用哲人一句话说：生活中不缺少幸福，而

是缺少发现幸福的眼光。我赞同这句话。

魔由心生。我们的心灵，储存智慧，储存阳光，储存美好和希望，

就是不要储存遮挡阳光的黑云，储存那些吸纳笑容和幸福的魔瓶。

甚至我们可以早生华发，早长皱纹，这些外在的衰老，只是身体，

而心灵则可以永葆青春。毕淑敏老师说：不要计较何时年轻，何时年

老，只要我们生存一天，青春的财富，就闪闪发光。能够遮蔽它光芒

的暗夜只有一种，那就是你自以为已经衰老。

“每一个人都有长出好心情的土地，关键看你是否耕耘”。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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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当心态年轻的时候，我们永远 18岁。

03

蚕都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

这是其中一篇的题目，我对这一篇情有独钟，看了很多遍，感悟

良深。

有个成语叫“作茧自缚”。这篇文字里，毕淑敏老师把我们一生追

求的金钱、爱、工作、友情等等所有的一切，都称为蚕吐出的丝。在

蚕用自己吐的丝一层层的把自己包裹起来时，我们也正满怀快乐，神

情专注地为自己制造着一个茧。慢慢地，茧越来越厚，越来越严密，

最终油尽灯枯，在这样的茧里窒息而亡。

安于现状，不善于创新，属不属于一种茧；沉浸在往日痛苦中，

不要将来，忽略现在，属不属于一种茧；得过且过，浑噩度日属不属

于一种茧······

虽然茧不同，却都是把自己圈进了一个小小的封闭的港湾。在这

样安全而舒服的港湾里，再不愿被一些崭新的东西打乱节奏，即便是

痛苦。在这样自我封闭的空间里痛的麻木了，爱的僵直了，笑的虚无

了。假如破茧而出，或许呼吸到快乐的空气，沐浴到新鲜的阳光，都

感觉到不适应，不自在。

她说：有很多人，终生困顿在他们自己的茧里。这是他们自己的

选择，当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恍然发觉，世界只是一个茧，

而自己竟未曾真正地生活过。

愿我们既吐丝结茧，也畅快出入，都能用心地生活，既为别人，

更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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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灾难的废墟上，愿生命之树依然常青

灾难无时不在。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它都以各种不同的面目

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

我们无法躲避，无法驱赶，只能直面，只能接纳。关键是在接纳

之后，如何在苦难的刀尖上走过去，重新生活。

书中告诉我们：一条路——我们终日啼哭，用泪水使太平洋的海

拔高度上升，我们可以从此心底晦暗，再不会欢笑和宽容······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结局是末日的黑色和冰冷。

而另一条路——我们擦干眼泪，重新唤起生活的勇气。更珍惜生

命的价值和意义，争取用自己的存在让这颗星球更美丽。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结局是火焰般的橘黄色，明媚温暖。

想起前段时间，一位父亲在失去儿子之后不久跳楼而亡，随儿子

而去。他应该就是这种愤问苍天为何如此残忍夺我爱子，而无法自拔

的人。而杨绛先生却在先后失去丈夫和女儿之后，活到了 103岁。那

本《咱们仨》，处处泛着爱的光芒。每一段书写和回忆，都是支撑她

活下去的理由和力量。她用温情更灿烂的活着，诠释了生命，这样的

结局明媚而温暖。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片海，波平如镜是海，浪涛翻涌也是海。海

啸过去，海依然平静如初。愿我们不要被灾难压垮，更不能从此陷入

忧郁中去，让忧郁的洋葱辣了眼睛，天天泪流满面。

灾难的废墟上，愿你我生命之树依然常青，这是对灾难最好的馈

赠。



- 8 -

05

快乐在心，触摸幸福

写下这八个字的时候，想起自己几年前写过的一篇散文就是这题

目。回看内容，和毕淑敏老师所说的，惊人的一致。

或许，当快乐发自内心往外释放的时候，你就已经碰触到了幸福

的开关。又翻阅她写的《破解幸福密码》一书，看到她把快乐，欢愉，

比作幸福的馅饼。说到，要拓宽自己心理的容量，要控制情绪，不用

“完美”苛求自己。同时，适应改变，将幸福的砝码握在自己手上。也

更强调了不要活在过往，生活从现在开始，幸福从这一刻的快乐开始。

而在《幸福的七种颜色》的最后一篇《忍受快乐》中，她以一个

心理学家的睿智和敏感，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下太多太多人不是在享

受快乐，而是在忍受快乐，更或者说是在逃避快乐，恐惧快乐。

的确如此。

当今社会上，不快乐的人比比皆是。是还在为温饱发愁吗？不是，

太多人不该是快乐一族吗？绝对应该。可是人人都在说忙，说累，说

烦躁，说欲望，却很少在说快乐，说幸福。只因为快乐似乎永远不可

捉摸。

可实际上，“快乐是一种心灵自在安详的舞蹈。是和谐和宁静的。

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展翅翱翔，是欢畅和光亮的”。

你的心在哪里，情绪就在哪里。快乐绝不该是忍受，而是享受。

愿我们用心体味，拥抱快乐，触摸幸福。

合上书本，只想说：快乐也需要学习，幸福更需要提醒。愿生活

温柔以待，快乐常在左右，幸福更加多彩。（楚雄市妇联 张雨青推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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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欠了他们的人生

作者 龙应台 口述 朱强

所谓了解，就是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

爸爸，把钥匙交给我

我父亲是湖南衡山一个山沟沟里长大的孩子，他到了老年，还是

很喜欢游山玩水。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 80岁的时候，他还喜欢自

己开着车，带着我的母亲在台湾环岛到处走。问题是，80岁之后，

他开车就有一个现象出现了：他的车常撞人，出车祸。他就开得特别

小心——特别小心的结果是别人会撞他。所以有一次他又撞人出车

祸，在紧急刹车的时候，我的母亲因为强烈的撞击，手断了。

我们兄弟姐妹就开家庭会议，说怎么办，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

非常严重的车祸，是不是就已经太迟了？他们的结论是：“应台，你

去处理。”我的处理方式其实蛮简单的，我就坐到我父亲的对面，我

们俩坐到沙发上，我跟他说：“爸爸，你把钥匙交给我。”他对他儿子

的话不太听，但是对他的独生女的话是听的，他就像一头小绵羊一样，

把汽车钥匙交给我了。我放在一个信封里头，拿着就走了。

自从我没收了他的汽车钥匙，他就不再出门。也是多年之后回头

去想，我才知道，我们去没收他钥匙的那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而且

非常合理，但是事实上，我们对于他这一代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对于

金钱的使用、他们人生价值的轻重缓急，有非常大的不理解。

回想这一件事情，让我体会到自己这一代人对于上一代的傲慢，

我们对于他们不认识、不知道，而自以为是。

错误的乡音

小的时候，我们住在台湾南部乡下，大家都讲闽南语，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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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会讲一种大家都听不懂的话。我还记得，他接到一通电话，他起

码讲了半小时，很努力地讲，讲完了之后我问他是谁打电话来，他说：

“打错了。”打错了怎么可以讲半个小时？因为对方听不懂他的话嘛。

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他去了解对方说什么、对方想讲什么。

后来把父亲的骨灰送回湖南，听到司仪念祭文，就是用父亲的乡

音念。我才知道说，他这一生都被时代错置了，一个人的命运整个都

被错置了。他讲一口湖南话，乡音，本来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人生下

来的权利。可是，他不由自主地被时代丢在另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之后，他讲的满口乡音就变成一个错置的身份，变成一个“错误”。他

从此以后就不能用自己的乡音发表演讲、用自己的乡音念诗来感动别

人，也不能用自己的乡音来说服敌人。本来乡音是他通行无阻的护照，

现在反而变成一种“疾病”的象征，是一个标签——话讲得不好、话讲

得不通。

我相信，如果你看见了敌人的伤口，你就不会拿起枪来对着他。

（楚雄市妇联 徐芹秀推荐）

我不会变得更老，只会变得更好

作者 蔡澜

每个人只能年轻一次，大家都歌颂青春的无价：青春小鸟一去不

回来！啦啦啦啦！啊！千万别浪费它！

但是每个人也只能中年一次，老年一次。人生每一个阶段都珍贵，

何必妄自菲薄呢？老实说，我并不喜欢年轻时的我，我觉得我当年不

够充实，鉴赏力不足，自大无知，缺点数之不尽。看以前的照片，只

对自己高瘦的身材有点怀念，还有剩下的那点愤世嫉俗的忧郁。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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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老，老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老得顽固和老得懊恼就不值得

活下去。我们有肉体年龄和精神年龄，家父说他 50岁之后，生日便

开始倒数，所以今年算起来才 20岁。反而，看到生活刻板，不苟言

笑，毫无嗜好的年轻人，他们才是真正老了。又老又胖的男人，很失

礼吗？那是信心问题，不以财富衡量。家庭清贫，但衣着干净，不蓬

头垢发，黑西装上没有头皮，指甲修得整齐，是对自己的尊重，别人

看见也舒服，与胖和瘦无关。

人生必经之路，迟早到来。等它来临时，不如做好准备，享受它

的宁静。

人总得向自然学习，最好临终之前，发出花香。自觉守旧，但与

青年人相聚时，发现有了代沟：我要在工作时拼命，我要在休息时狂

舞。他们却要将二者混一，并引证种种哲学。我只感到他们老成，我

较年轻。年纪大了，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尽量地少说假话，少骗人。

我们会发觉讲真话，是多么舒服，多么过瘾。在我自己的例子，竟然

可以用讲真话闯出一个名堂。

老，必须老得庄严。

老，一定要老得干净。

老，要老得清香。

是否名牌已不重要，但天天洗濯烫直。衣着是对别人的一种尊敬，

也是对自己的尊敬。皱纹是自傲，但须根应该刮净，做一个美髯公亦

可，每天的整理，更花费时间。

年轻人说：你们老了。

不，不，不，不，我们不会变得更老，我们只会变得更好。

但愿自己能像红酒，越老越醇。一股香浓，诱得年轻人团团乱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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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看开、放下，人生豁达开朗，那有多好！(楚雄市妇联 陈应芬推

荐）

有一种修养叫，不随意评价！

作者 夏一玄

很喜欢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台词：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

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

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感受到的悲喜并不相同，你不懂

我，我不怪你。

就像有人说的：不要贸然评价我，你只是知道我的名字，可你不

知道我的故事，你只是听闻过我的行为，却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

诚然，对待任何人事物，未了解其背后实情前，不随意评价，就

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

01

对看见的表象，不随意评价好坏

俗话说：眼见未必为实。有时候肉眼所捕捉到的画面，并非事物

的全部真相，你看到的也许不过是浮在水面的冰山一角。

记得看过一个火爆了朋友圈的泰国广告视频：视频的开端，经营

市场的老板娘带着极其凶煞的面孔，来势汹汹，前往收取小贩摊位租

金。到卖肉的摊位前时，她极其凶横，一把夺过卖肉小贩的秤摔了。

而这个“仗势欺人”的画面，刚好被在场的网友录制视频发到了网

上。

不到三天时间，视频点击量便过百万，激起众怒，舆论几乎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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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都在责骂这位老板娘。

很多看客义愤填膺，骂她“死老板娘，变态”；还有网友呼吁“别

去这个市场买菜，让市场关门”；甚至有人诅咒“这样的人，怎么不死

一死”。

然而事情的真相真的是你目前看到的这样吗？接下来令人想不

到的是：老板娘要求市场的干净整洁，是为了吸引顾客前来买菜，照

顾商贩生意；看起来凶巴巴收租金的她，商贩多给的租金，会立马退

还；带走商贩，是因为商贩病犯，带他去僻静的地方休息；搬走商贩

的东西，是帮商贩解决卖不出去的剩货；而引起众怒视频中摔了摊贩

的称，是因为卖肉商贩缺斤少两欺诈顾客。

视频到最后现出这样一句话：人的价值不能仅仅以你所看到的画

面作为评断，打开你的头脑，用智慧看见没看见的事。

网上一句很有道理的话说：一个人最大的恶意，就是把自己的理

解强加于别人，把所有的结果理所当然用自己的过程来解释，并一直

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而一个真正有素养的人，都应该做到，在未了解事物全部真相之

前，绝不要妄自论断，学会闭嘴，有时候是最明智之举。

有时，不轻易去评价事情的好坏，也是一种修养。

02

对听到的事情，不加以评价和传播

曾经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学校里，很多人喜欢结成小团体，然而，有一位女生很内向，

常年独来独往，也不参与同学之间的活动。

有一天，班里的另一位女生因恶作剧，开始跟身边的同学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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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女生有心理疾病，我们不要靠近她。

小伙伴听后又告诉了其他比较好的同学：你看那个女生独来独

往，据说精神有问题，有传染病，我们最好远离。

不久后，传到了内向女生耳朵里的版本竟变成是：她有艾滋病，

和她做朋友的人，都会被传染。

事情到最后，整个校园的人都知道了，所有人见到她就像见到鬼

一样，躲着避着。

而在那个年代，所有人看待艾滋病就像看待瘟疫一样，她的家人

也因此事被镇里人排斥和冷眼。

没有人关心真相，大家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们全家人，却又在背

后疯传流言蜚语。

最终，她的家人不堪其扰，只能帮她换了学校，搬了家。

多年后，当真相再次被传入众人之耳，所有人纷纷唏嘘，那些以

耳听之事，乱下论断传谣者，更是愧疚难当。

然而伤害已经造成，没有人能为过去的罪过买单，而谣言之下的

受害者，每每回忆此事，都像一场噩梦，久久未散去。

故事到最后，分享这个故事的人说：其实我就是当年受害者的亲

人。

这个故事，不管真假，其实都在警醒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活

法，内向也好，活泼也罢。有时候，不了解实情，我们不应该以他人

的性格、身边人嘴里吐露的只言片语，来论断一个人。

因为你不知道，你说出去的话，多少掺杂着偏见，而这种偏见可

能会被不断放大，最后变成尖锐的利刃，毁人于无形之中。

而深到骨子里的修养，就是对于听到的事情，不随意论断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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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03

学会闭嘴，是智慧，也是教养

网上有句话说：有的人，用几个月的时间学会说话，却用一生的

时间都学不会闭嘴。群处时慎言，独处时守心。

确实，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逞一时之嘴快容易，但往

往覆水难收。谨言慎行，有时候，不仅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大智慧，更

体现了一个人修养的高低。

钱钟书先生曾说过：“那些在我们背后的窃窃私语，就像饭里的

沙砾或者生鱼片里没有剔干净的刺，给人一种不期待的痛。”

要知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然而，善良的人看到的永远是善，美好的人看到的永远是美，凡

事不以恶意去揣度他人，不以私利给他人造成困扰，也不诋毁他人。

少点戾气，不随意评价他人，不做谣言的传播者，用心做事，学

会闭嘴，是一个人深到骨子里的修养。

最后，愿你友善对待这世界，也被这世界善待。（楚雄市妇联 杨

翠芝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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