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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处处是起点

生命是不息的，就像跑道上的起点与终点，是永远相连的。

起点之于人生，犹如源头之于长河，嫩芽之于大树。

长河虽只有一条，大树虽只有一棵，可源头、嫩芽是很多的，所

谓万涓成河，千芽满树。

人生的归宿虽只有一个，但人生的路上起点是很多的。

从任何一个正确的起点走下去，都有可能柳暗花明，走出一条光

明的大道，走向成功的顶点。

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到了中年，以为人生到了定局的时刻，

认为该成功的都已成功，不成功的就再也不会成功，认为自己已经到

了顶峰，再没有攀上去的动力，也有人因为失败，从而一蹶不振，总

之，各有各的理由。

当你拥有这样的心态，你需要看到的是人生旅途中，不一定总是

沿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前进，新的起点随时可能出现。

有时，人生的命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能因一条道路堵

死，而沉沦自弃、一蹶不振。

每天，我们都在迎接新的开始，生命中处处是起点，也处处是终

点。飘零的花瓣告别了夏日的绚烂，却迎来了秋果的累累。

东方欲晓之时便是今天的起点，也是昨日的终点。

甚至每时每分，都会是一个生命崭新的起点，需要你我十二万分

的热情来迎接，它也会是往昔的一个终点，需要你我坦然的挥手告别。

当生命之舟驶入泥泞不堪的沼泽，应当这样鼓励自己：苦难的起

点与通往成功的大道是相邻的。

当振作自己，耳畔听到来自心灵的号角，那就预示你的苦难即将

过去，蔚蓝的海洋与明朗的天空即将回到你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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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的生命飞船飞抵了深邃蔚蓝的太空，你也该这样告诉自己：

飞离太空的一刹那，你就不再拥有成功的光环了，在你面前的是一个

更新、更高的起点。谁也无法永远沉湎于成功之河。你应该清醒的知

道，你仍需要不断向前。

人生本来就在起点与终点的漩涡中回转。更多的时候，成功或是

失败都只是一个生命中的必经驿站，我们不能因高潮而过分兴奋，也

不可因低谷而过分颓废，对于生命中的一个个起点和终点都保持良好

的平常心才是智慧人生的法宝。

人生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宽生命的宽

度，我们要让短暂的生命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留下亮丽的光彩。

人生之路虽然坎坷，但从来不会让人绝望，人生不要惧怕迷惑，

更不应忧虑失败，因为路就在脚下，跌倒了站起来。

人生处处是起点，人到中年，只不过意味着一段时间的终结，但

这无疑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既然如此，何不淡忘那些辉煌也好、落魄也罢的记忆，迎着新的

起点欣然迈进呢？（南华县 罗智惠）

轻拾过往，岁月潜行

我喜欢这样的寂静无声，岁月的沉淀，时光的静好，静下心来，

还生命一份简净，还自己一份清白。心向素简，手捧温暖，读懂自己

的故事，让生命顺其自然。

沧桑在前，流光不远，就在手边溜走，岁月匆匆，从很远的地方

来，摊开手掌看岁月留下的痕迹，不觉还是湿了眼眶。不怪物是人非，

不怨岁月无情，只是寂静中的薄凉。

长吁一口气，化作日子的清宁，我在幽深的岁月里期许，婉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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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勾起一帘幽梦，在梦里，风景绚烂多彩，未来熠熠生辉。现在

的自己，潜读岁月，留白生命的空虚，在寂寥中念着几分静好。

心事落下，像窗外的雪，纷纷落个不停。世界被洁净，双鬓被染

白，独坐人间，也独醉红尘。享受孤独的好，也勤力开垦着精神的土

地。期待沉淀，也期待升华。

与繁杂的世界相依，不愿放手，透过窗棂，悄悄看见岁月的图案，

沧桑装点着荒芜，不由得心里一紧。闭着眼，听梅开，细嗅光阴的香，

不觉又是一年。

轻拾过往，总是在一个人的时候伤心，跨过绝望的门槛，曲折的

路上看风景，看见雪，似乎也就看见了春天。是否，未来的世界清风

云淡？世界换了新装，新的生命在生长。

红尘浩瀚，独守清寂，看着渐远的风景，素心如简，素朴前行，

我的信仰里不乏温暖和精彩。途经岁月，心情尚好，如光阴是茶，我

只当慢慢品味，品出酸甜苦辣，品出平静如水，品出巨浪滔天。

门外，风雪交加，行人匆匆，风尘仆仆赶来，也风尘仆仆而去，

没有人知道他们去向哪里。流动的风景里，悲喜随风，希望，每个人

都学会在薄凉的光阴里，独自温暖自己。（南华县 彭晓燕）

站在生命的低处

儿时，曾留心过燕子飞行的过程，它们也是呈弧线飞行的，每次

高飞前，总是要向下滑落一段，然后再奋力向上飞。

起初我不明白其中的缘由，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燕子下滑的

过程是积蓄力量，是为了下一次飞得更高、更远。

通常当人们处于人生的高处时，总是志得意满，颐指气使，恃才

傲物，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因而停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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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时已是强弩之末，即将滑向人生的低处。当人们处于人生

的低处时，总是悲观失望，痛苦决绝，殊不知，否极泰来，即将步入

另一个美丽的春天。

《蜗居》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人的一生是一条上下波动的曲

线，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我晃然醒悟，原来人生的低处只是力量的

一种蕴藏，是为了走向另一个更高的顶点。那么当我身处低处时，又

有什么好悲伤的呢？

低的时候你应该高兴，因为很快就要走向高处，但高的时候其实

很危险的，你看不见即将到来的低谷。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的一生总是充满了坎坷与艰辛，总

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

当身处高处时，要不骄不躁，要意识到潜在的危险，要不断地奋

发进取。当身处低处时，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悲观绝望，凡事要看到

积极有利的一面，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等待下次机会的到来。

因为低处只是暂时的停留，只是力量的蓄积，一旦时机成熟，达

到所需的能量，就会石破天惊，到达另一个理想的境地。

很多时候，巨大的成功往往会导致我们更大的失败，而暂时的失

意却常常能引领我们走向成功。

人生有三种境界，就好像是参禅。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

水；参禅有悟，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顿悟之时，看山仍是山，

看水仍是水。

当走过生命的一周匝，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人生，才惊奇地发现，

原来人生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高处与低处，只是一个不断追求和攀登的

过程。（南华县 段玉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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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花在心灵上

朋友带我去看一位收藏家的收藏，据说他收藏的都是顶级的东

西，随便拿一件来都是价逾千万。

我们穿过一条条的巷子，来到一家不起眼的公寓前面，我心中正

自纳闷，顶级的古董怎么会收藏在这种地方呢？

收藏家来开门了，连续打开三扇不锈钢门，才走进屋内。

室内的灯光非常幽暗，等了几秒钟，我才适应了室内的光线，这

时，才赫然看到整个房子堆满古董，多到连走路都要小心，侧身才能

前进。

到处都是陶瓷器、铜器、锡器，还有好多书画卷轴拥挤地插在大

缸里，主人好不容易带我们找到沙发，沙发也是埋在古物堆中，经过

一番整理，我们才得以落座。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形容那种感觉，古董过度拥塞，使人仿佛置身

在垃圾堆中。我想到，任何事物都不能太多，一到“太”的程度，就可

怕了。

我们都喜欢蝴蝶，可是如果屋子里飞满蝴蝶，就不美了，再想到

蝴蝶就会生满屋的毛毛虫，那多可怕。

我们都喜欢鸟，但鸟太多，也是会伤人的，希区柯克的名作《鸟》，

那恐怖的情景想起来汗毛都要竖起。

正在出神的时候，主人端出来一个盘子，但盘子里装的不是茶水

或咖啡，而是一盘玉。

因为我的朋友向主人吹嘘我是个行家，虽然我据实地极力否认，

主人只当我是谦虚，迫不及待地拿他的收藏要给我“鉴赏”了。

既是如此，我也只好一件一件地鉴赏，并极力地称赞，在说一块

茶色玉时，我心里还想：为什么端出来的不是茶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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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玉石，我们转到主人的卧房看陶器和青铜，我才发现主人的

卧室中只有一张床可以容身，其余的从地面到屋顶，都堆得密不透风。

虽然说这些古铜都是价逾千万，堆在一起却感觉不出它的价值。

后来又看了几个房间，依然如此，最令我吃惊的是，连厨房和厕

所都堆着古董，主人家已经很久没有开伙了。

古董的主人告诉我，他为什么选择居住在陋巷，是怕引起歹徒的

觊觎。

而他设了那么多的铁门，有各种安全功能，一般人从门外窥探他

的古董，连一眼也不可得。

朋友补充说：“他爱古物成痴，太太、孩子都不能忍受，移民到

国外去了。”

古董的主人说：“女人和小孩子懂什么？”

我对他说：“你的古物这么值钱，又这么多，何不卖几件，买一

个大的展示空间，让更多人欣赏呢？这样，房子也不会连坐的地方都

没有呀！”

他说：“好的古董一件也不舍得卖。”

他说：“而且那些俗人懂得什么叫古董？”

告辞出来的时候，我感到有一些悲哀，再怎么了不起的古董，都

只是“物件”，怎么比得上有情的人？

再说，为了占有古董，活着的时候担惊受怕，像囚犯困居于数道

铁门的囚室，像乞丐住在垃圾堆中，又何苦？

何况，人都会离开世界，就像他手中的古董从前的主人一样，总

有一刻，会两手一放，一件也不能带走。

真正的拥有，不一定要占有，真正的古董鉴赏家，不一定要做收

藏家；偶尔要欣赏古董，到故宫博物院走走，花几十元门票，就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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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真正的稀世古物。

累了，花几十元在三希堂喝故宫特选的乌龙茶，生活不是非常的

惬意吗？

回到家，窗明几净，也不需要三道铁门来保卫，也不需要和无情

的东西争位置，役物而不役于物，不亦快哉！

我们的生命如此短暂，有所营谋，必有所烦恼；有所执著，必有

所束缚；有所得，必有所失。

我们如果把时间花在财货，就没有时间花在心灵。

我们如果日夜为欲望奔走，就会耗失自己的健康。

我们如果成为壶痴、石痴、玉痴、古物痴，就会忘却有情世界的

珍贵。

好好吃一顿饭、欢喜喝一杯茶，一日喜乐无恼、一夜安眠无梦，

又是价值多少？

“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那样的生活才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百花丛里是“有情”，片叶不沾身是“觉悟”。

误解与赞赏、批评与歌颂，都像庐山的烟雨和浙江的潮汐，原来

一物也无。

去年春天最好的春茶，放到今年也要失味，所以，今年要喝今年

的春茶。

年年的春茶都好，我眼前的这个粗陶茶杯也很好，古董、古物、

钻石、珍珠，乃至一切的背负，留给那些愿意背负的人吧。（南华县

张红梅）

如鲸向海

作者 黄碧云

艾力是一条生活在深海里的鲸鱼。它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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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独自穿梭于寂寞辽阔的海洋中，独自旅行，独自歌唱，它都是独来

独往，快乐无从分享，难过也未曾分忧……

它游过海洋里的每个角落，留下的都是形单影只的背影。因为它

的发声频率是 52赫兹，而正常鲸鱼的频率只有 15-25赫兹，显然它

与其他鲸鱼格格不入，大家都认为艾力是一个哑巴。有一天，它路过

了一处荒芜孤岛。那天天色渐暗，突然狂风巨浪，一艘船被打翻。艾

力在巨浪冲击中，救起一个小女孩，它宽厚的背部轻轻驮起这个瘦弱

的女孩逃离出海上旋涡。直到夜幕降临，一切风平浪静，洁白的月光

洒落在小女孩身上，艾力好奇地观察着她。

她的睫毛是那么浓密，却又一根根卷翘分明，似乎可以数得清楚。

她的手是那么纤细柔软，似乎如雪一般纯净洁白。那个夜晚天空星子

漫布，星星一闪一闪地在调皮地眨着眼睛，从此之后，小女孩便跟随

着鲸鱼艾力一起流浪。鲸鱼带着女孩去看海洋里的一切美景。他们和

温吞的海龟打招呼，在透明的水母群中捉迷藏，与小丑鱼尽情嬉戏玩

耍。鲸鱼才发现原来海里也是那么喧嚣繁华，每一天都是鲜活的存在。

鲸鱼一路歌唱，而小女孩居然跟着它的节奏轻声回应，陪伴它度过一

个又一个日夜。

艾力开心极了，在海里游得更加畅快，它从未感到如此快乐。

水流时而湍急，时而缓慢，鲸鱼却始终带着它的小女孩，沉稳地

向前游进。

它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生物，背脊是那么宽厚有力，以为自己一定

可以守护最想守护的那个人。可是天空中的飞鸟，却从遥远的那一方

带来了信号，原来渔民终归发现了小女孩，要将她带回渔村。当分离

的这一天终于到来时，小女孩紧紧拥抱着鲸鱼，感谢它一路走来的陪

伴和惊喜奇遇。小女孩恋恋不舍地坐上比鲸鱼大几十倍的轮船，向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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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挥手告别。鲸鱼沉默不语，留下落寞的身影游向海底，小女孩的眼

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日子好像又归于平静，鲸鱼又开始了独自一人

的旅行。

它独自游去更深更黑的海底，一路上遇见过风雨，也看到过彩虹，

只是再也没有歌唱了。它变成了世界上最孤独最寂寞的鲸鱼。

一年又一年，那个小女孩也长大了。

漫长的时间，渐渐模糊了她对艾力的记忆。

千禧年平静的一天，有人问她：“你见过鲸鱼的尸体吗?”

“没有，我连鲸鱼都没见过。”她回答道，“而且鲸鱼其实不是鱼。”

对方沉默一会儿，然后问她：“你说鲸鱼会哭吗?”

“... ...是谁告诉你鲸鱼不会哭?”她说。

“言归正传，”对方说，“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村子外的沙

滩上看到了一只搁浅的鲸鱼尸体，他还说那只鲸鱼临死前叫了一整

夜，ai li~ai li~，声音就像在哭一样。”

“那... ...那 只 鲸 鱼 还 在 吗 ?”女孩一字一字的问。

对方指了指方向，说：“还在的，那么大只鲸鱼，可是够附近所

有的海鸟吃好一阵子呢。”

女孩没再搭理，只是顺着那个人所指的方向一步一步的走过去，

她越走越快，越走越急... ...

女孩的脚步一寸寸推近，慢慢地，直到看见那条鲸鱼的眼睛。

它的另一只眼睛已经被螃蟹吃空。

女孩呆呆的望着它，恍而从它的眼睛中能看到些什么，恍而又什

么都看不到。

大雾厚厚地涌起，盖住了鲸鱼庞大的身躯，契如安魂曲。

那天之后，就没有人见过女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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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小渔村现在也开发得到处是楼，鲸鱼也不会再上岸。

但因为是失踪，关于女孩的八卦一直断断续续在村子里流传。

有人说，那天晚上看见女孩一个人划着船出海了。

那天晚上有一场大风暴。

海水是漆黑色的，天空也是漆黑色的。没有海鸥敢出海，所有的

渔船都靠了岸... ...

也有人说，出海的时候看到被海浪打散的船板，大概女孩已经沉

溺在深海里了。

还有离奇的，一个小伙子说每次出海，都会有一只鲸鱼，绕着他

的船喷水很久很久，直到他的船快要靠近村子。

那是一条庞大沉重却行动轻盈灵活的，宝蓝色的鲸鱼。它的身躯

像果冻一样柔软而有弹性，缓慢地绕行在海面倒映棉花糖一般的七彩

云朵间。

因为村里的老人有告诉他以前村里那个失踪的女孩是从鲸鱼背

上救回来的，所以他觉得那只鲸鱼就是那个女孩变的。

他给那只鲸鱼取名：Alice。

因为它的叫声是：ai~li~ai~li~

再后来村子以旅游业为主，很少再有人出海很远去打渔了。

那个小伙子也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只每天坐在礁石上，望着海

平面，期待 Alice路过这里，可以再见她一面。

哎，她是那样的庞然大物，他又是多么年轻!

为了配得上这份心动，他成了全村唯一一个愿意再出远海的船

夫。

很多游客都坐过他的船，他的话突然变得多了起来，很多人都听

他一脸幸福地说过那只叫 Alice的鲸鱼，但大家都以为这是他的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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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

事实上只有他知道。

Alice会在最后一个人睡着的时候偷偷浮上海面。

当月光在海面上洗涤星尘的时候，她刚好浮上来。

于是夜空染上了鲸鱼的背，灯塔的灯光让她喷出的水柱闪烁星

光。

当这个庞然大物跃出水面的时候，会看一眼静谧的村庄和皎洁的

月亮，然后在第一个人醒来时又偷偷潜回深海。

没人会发现它，也没有人会留意它，除了寂静的夜，明亮的月光，

天上的星星陪伴它，没有同伴却不孤独。

因为心里有想念，就不会孤独。

世界上最神秘的，藏在世界上最深。

世界上最孤独的，藏在每个人心里最深。

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是一条孤独的鲸鱼”，只不过你可能太久没

有回到水里。

可能某一个早上醒来，听到雨落下。

渗透屋顶瓦片的某一个缝隙，再滑落至大脑皮层。

霎时房屋倒翻，海水灌入天空，你就变成一条鲸鱼，在这个人世

间游走，无论惊涛骇浪或是风平浪静。

也许会有过往船只让你偶尔有暂时的连接，可能你会迷恋某座岛

上刚刚开放的一朵花... ...

但终有一天你会追寻着某个声音奔赴大海的最深处。

海底的气泡，你没有见过，不知道有多美，也不知道有多危险。

只是有些人爱上了，便只能一直爱下去，再也没有退路可言。

如鲸向海，避无可避，退无可退。（南华县 黄昱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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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藏在糊涂里

两个落水者，一个视力极好，一个患有近视。两个落水者在宽阔

的河面上挣扎，很快就筋疲力尽了。突然，视力好的那位看到了前面

不远处有一艘小船，正在向他们这边漂来。

患有近视的那位也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于是，两人便鼓起勇气，

奋力向小船游去。

游着游着，视力好的那位便停了下来，因为他看清了，那不是一

艘小船，而是一截枯朽的木头。

但患有近视的人却并不知道那是一截木头，他还在奋力向前游

着。当他终于游到目的地，并发现那竟然是一截枯朽的木头时，他已

离岸不远了。

视力好的那位就这样在水里丧失了生命，而患有近视的那位却获

得了新生。

有两个患有癌症的病人。一个人耳朵灵便，从医生的谈话中听到

他们只能活三个月时间了。

另一个人的耳朵有些背，别说偷听医生的谈话，就是你跟他直接

说，他还听不大清。奇怪的是，他不但活过了三个月，到现在已是两

年过去了，他还好好地活着。

在美国，有两家同样大小的公司，它们的总裁一个叫罗伯特，一

个叫史蒂夫。

罗伯特是一位精于算计的人，凡事都比别人看得长远，他早就预

测到了 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据他分析，美国有 30%的公司要倒

闭，像他现在这样的小公司，肯定在那 30%之中。

所以他决定将公司解散，还能给自己和员工们留一些生活费，不

然到时肯定会负债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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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不但不是一个善于算计的人，甚至还给人一种愚笨的感

觉。他憨憨地认为，未来永远是无法预测的，就算你将世界上最完美

的计划放在他的面前，他也不会相信，因为未来还没有真正到来。

他觉得自己的公司只要能够生存一天，他就一定要让它支撑下

去。结果，他的公司竟然奇迹般地度过了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最终，会算计的人将公司解散了，而不会算计的人，却将公司比

以前办得更红火了。

人生中，很多事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好，不灵通的比灵通的要好，

不精明的比精明的要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难得糊涂”。

其实，人生本来就是糊涂的，快乐和幸福藏在糊涂之中。一但清

醒了，可能所有的快乐和幸福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南华县 朱红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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