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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跑

作者 季羡林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大学生的时候，报刊上曾刮起一阵讨论人生的意

义与价值的微风，文章写了一些，议论也发表了一通。我看过一些文章，

但自己并没有参加进去。原因是，有的文章不知所云，我看不懂。更重

要的是，我认为这种讨论本身就无意义，无价值，不如实实在在地干几

件事好。

时光流逝，一转眼，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我的

预算。有人认为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了，对人生的种

种相，众生的种种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远不

如早一点离开人世这个是非之地，落一个耳根清净。

那么，长寿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也不是的。这对了解人生的意义

与价值，会有一些好处的。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

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也从来不考虑这样的哲学问题。走

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顿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 0K，玩一点小

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

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过一生。

其中不走运的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

即使日子还能过得去的，不愁衣食，能够温饱，然而也终日忙忙碌碌，

被困于名缰，被缚于利索。同样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不知道为什么

活过一生。

对这样的芸芸众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何处谈起呢？

我自己也属于芸芸众生之列，也难免浑浑噩噩，并不比任何人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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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一毫。如果想勉强找一点区别的话，那也是有的：我，当然还有一些

别的人，对人生有一些想法，动过一点脑筋，而且自认这些想法是有点

道理的。

我有些什么想法呢？话要说得远一点。当今世界上战火纷飞，人欲

横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一个十分不安定的时代。但是，对于

人类的前途，我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

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的，人类大同之域

决不会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

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有如接

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

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但是没有

这一点东西，链子就组不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

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

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但是，这个道理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才能理解。鲁迅先

生所称之“中国的脊梁”，指的就是这种人。对于那些肚子里吃满了肯德

基、麦当劳、比萨饼，到头来终不过是浑浑噩噩的人来说，有如夏虫不

足以与语冰，这些道理是没法谈的。他们无法理解自己对人类发展所应

当承担的责任。

话说到这里，我想把上面说的意思简短扼要地归纳一下：如果人生

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

前启后的责任感。（南华县妇联 罗智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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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作者 杨绛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

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的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

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

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

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纹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

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

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

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在睡觉，正要纵身远跳。只有拂拂微风最平

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

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进，轻云附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

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

轻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

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

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亢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它只微微的

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

不住。

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缚束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

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儿解脱

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

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狭，都挤不过去。墙把它

遮住，房于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么？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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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

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

几扫个干净。听它狂嗥狞笑怒吼哀号一般，愈是阻挡它，愈是发狂一般

推撞过去。谁还能管它么？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近了地，

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直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

沌。

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

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

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

起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未了，像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

化成恹恹的烦闷懊恼。像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幽恨。狂欢到极点，变

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严

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号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

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

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

声低吁，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伏。或者就

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的约束着。（南华县妇联 彭晓燕）

用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人生

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

每个人的节奏不太一样。翻看朋友圈，会发现每个出现在你生命中

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

有些人成了财大气粗的老板，有些人还在寒窗苦读；有些人孩子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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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打酱油了，有些人到现在仍然单身；有些人虽然结婚了，但一直没

有孩子，有些人结了婚，离了又结；有些人每天晒的是孩子的成长点滴，

有些人发布的都是花花草草，或者旅游自拍。

曾有一首小诗《纽约比加州时间早 3个小时》火遍美国：

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 3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

有人 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五年才找到工作！

有人 25岁就当上了 CEO，却在 50岁去世。

也有人直到 50岁才当上 CEO，然后活到 90岁。

有人依然单身，同时也有人结婚。

奥巴马 55岁就退休，川普 70岁才开始当总统。

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

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人看似走在你后面。

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步程。

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你也是！

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

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

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

你看，人生是一条单行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按独属于自己

的节奏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独一无二，自然，这世上便没有同样节奏的人生。

所以，不必艳羡，无需苦恼。

花有花时，鸟有鸟期，人生同样快慢有时。

尊重每一种生活节奏，不追也不赶，过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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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节奏很重要，不要被他人的看法挟持。

泰戈尔曾说：“最好的事情总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所以不必慌张赶

路，按自己的节奏，步履不停地走过每个今天。”

从某种层面说，每个人都是孑然一身，每个人都在踽踽独行，我们

都是独立于世的个体；所以，每个人自己的节奏才显得格外重要。

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与人总有交集，我们有时会被他人的看法裹挟。

曾看过老舍的《离婚》，觉得主人公老李可怜又可悲。

即便老李做着很多人艳羡的工作，却每天都很不开心，他不喜欢麻

木的自己，不喜欢工作的氛围，可因为害怕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他硬

是坚持了一年又一年。

有人认为人生应该是这样的：18岁成人，22岁大学毕业，25岁工作

稳定，30岁之前买房结婚生子，35岁之后人生轨迹定型……

这种教科书式的人生，按部就班的生活，并不是每个人真正想要的。

有时，身边人的节奏会带给我们很大的焦虑，尤其是本来和你一道

同行的同学或朋友，他们结婚了，他们月入几万，他们到处去旅行……

于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加快了自己的节奏，也丢掉了属于自己的

生活。

这很可怕，每个人都应坚守自己的生命节奏，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

人生。

在自己喜欢的节奏里，过好一生。

村上春树曾在书里写道：“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

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

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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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所在的小区旁，有一家花店，是一对年轻夫妇开的，早上九

点营业，晚上九点关门。

男人进货、送货上门，女主人很热情，有一回买盆栽，无意中聊了

起来。

他们大学毕业工作了几年，但总觉得很拘束，两人一商量，就尝试

着经营花店。

女主人说：“现在我们朝九晚九，有时候也累，但也有闲着看书、

追剧的时候，有事情就提前关门，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至少开心很多。”

“一开始，父母也唠叨，很不放心。时间久了，看我们过得还不错，

也就接受我们的‘不务正业’了。”男人笑着补充。

这对年轻夫妇在自己喜欢的节奏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很开心，

也很自在。

曾去过复旦旧书店，被里面满满当当的书惊讶到了。

书店很小，两层，木楼梯；书没有分类，书架上摆满，地上摞得人

高，只留了勉强一个人的过道。

在这里你可以淘一天书，看一天书；书很便宜，小到 3、4块，大到

50、60块不等。

店主是个中年人，平时坐在桌前算账、看书，忙自己的。

有人对书讲价，他摆摆手，概不讲价，那人也笑着买了。

早上九点开门，晚上七点下班，雷打不动。

爱因斯坦曾说：“不是每一件算得出来的事都有意义；也不是每一

件有意义的事都能被算出来。”

在生活中，我们都应该找寻到自己喜欢的节奏，安安稳稳，平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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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过好自己的一生。

现代人的生活像高速公路，有时速规定，从生到死，很快就走完了。

人生应该像老城一样，从东门到西门，虽然没有几里，但一路巷弄

很多，迂回很多，停留很多，过程很多。一路走来，在自己的节奏里，

感受邻里乡情，观看日落星辰。

只有走在今天的岁月里，自己欢喜的节奏间，人生才看到感谢和不

舍，品味眷念与珍重。（南华县妇联 张红梅）

爱的回音壁

作者 毕淑敏

现今中年以下的夫妻，几乎都是一个孩子，关爱之心，大概达到中

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家的感情像个苹果，姐妹兄弟多了，就会分成好

几瓣。若是千亩一苗，孩子在父母的乾坤里，便独步天下了。

在前所未有的爱意中浸泡的孩子，是否物有所值，感到莫大幸福？

我好奇地问过。孩子们撇嘴说，不，没觉着谁爱我们。

我大惊，循循善诱道，你看，妈妈工作那么忙，还要给你洗衣做饭，

爸爸在外面挣钱养家，多不容易！他们多么爱你们啊……

孩子很漠然地说，那算什么呀！谁让他们当了爸爸妈妈呢？也不能

白当啊！他们应该的。我以后做了爸爸妈妈也会这样。这难道就是爱吗？

爱也太平常了！

我震住了。一个不懂爱的孩子，就像不会呼吸的鱼，出了家族的水

箱，在干燥的社会上，他不爱人，也不自爱，必将焦渴而死。

可是，你怎样让由你一手哺育长大的孩子，懂得什么是爱呢？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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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接受第一缕光线时，已被无微不至的呵护包绕，早已对关照体贴

熟视无睹。生物学上有一条规律，当某种物质过于浓烈时，感觉迅速迟

钝麻痹。

如果把爱定位于关怀，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对他的看顾渐次减少，

孩子就会抱怨爱的衰减。“爱就是照料”这个简陋的命题，把许多成人

和孩子一同领入误区。

寒霜陡降也能使人感悟幸福，比如父母离异或是早逝。但它是灾变

的副产品，带着天力人力难违的僵冷。孩子虽然在追忆中，明白了什么

是被爱，那却是一间正常人家不愿走进的课堂。

孩子降生人间，原应一手承接爱的乳汁，一手播洒爱的甘霖，爱是

一本收支平衡的账簿，可惜从一开始，成人就刻不容缓地倾注了所有爱

的储备，劈头盖脸砸下，把孩子的一只手塞得太满。全是收入，没有支

出，爱沉淀着，淤积着，从神奇化为腐朽，反让孩子成了无法感知爱意

的精神残疾。

我又问一群孩子，那你们什么时候感到别人是爱你的呢？

没指望得到像样的回答。一个成人都争执不休的问题，孩子能懂多

少？比如你问一位热恋中的女人，何时感受被男友所爱？回答一定是光

怪陆离。

没想到孩子的答案晴朗坚定。

我帮妈妈买醋来着。她看我没打了瓶，也没洒了醋，就说，闺女能

帮妈干活了……我特高兴，从那儿，我知道她是爱我的。翘翘辫女孩说。

我爸下班回来，我给他倒了一杯水，因为我们刚在幼儿园里学了一

首歌，词里说的是给妈妈倒水，可我妈还没回来呢，我就先给我爸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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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只说了一句，好儿子……就流泪了，从那次起，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光头小男孩说。

我给我奶奶耳朵上夹了一朵花，要是别人，她才不让呢，马上就得

揪下来，可我插的，她一直带着，见着人就说，看，这是我孙女打扮我

呢……我知道她最爱我了……另一个女孩说。

我大大地惊异了。讶然这些事的碎小和孩子铁的逻辑。更感动他们

谈论时的郑重神气和结论的斩钉截铁。爱与被爱高度简化了，统一了。

孩子在被他人需要时，感觉到了一个幼小生命的意义。成人注视并强调

了这种价值，他们就感悟到深深地爱意，在尝试给予的同时，我们懂得

了什么是接受。

爱是一面辽阔光滑的回音壁，微小的爱意反复回响着，折射着，变

成巨大的轰鸣。当付出的爱被隆重接受并珍藏时，孩子终于强烈地感觉

到了被爱的尊贵与神圣。

被太多的爱压得麻木，腾不出左手的孩子，只得用右手，完成给予

和领悟爱的双重任务。天下的父母，如果你爱孩子，一定让他从力所能

及的时候，开始爱你和周围的人。这绝非成人的自私，而是为孩子一世

着想的远见。

不要抱怨孩子天生无爱，爱与被爱是铁杵成针百年树人的本领，就

像走路一样，需反复练，才会举步如飞。

如果把孩子在无边无际的爱里泡得口眼翻白，早早剥夺了他感知爱

的能力，育出一个爱的低能儿，即使不算弥天大错，也是成人权力的滥

施，或许要遭天谴的。

在爱中领略被爱，会有加倍的丰收。孩子渐渐长大，一个爱自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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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爱人类也爱自然的青年，便喷薄欲出了。（南华县妇联 黄昱洁）

话说谦让

作者 梁实秋

谦让仿佛是一种美德，若想在眼前的实际生活里寻一个具体的例证，

却也不容易。类似谦让的事情近来似乎很难得发生一次。就我个人的经

验说，在一般宴会里，客人入席之际，我们最容易看见类似谦让的事情。

一群客人挤在客厅里，谁也不肯先坐，谁也不肯坐首座，好像“常

常登上座，渐渐入祠堂”的道理是人人所不能忘的。于是你推我让，人

声鼎沸。辈分小的、官职低的，垂着手远远地立在屋角，听候调遣。自

以为有占首座或次座资格的人，无不攘臂而前，拉拉扯扯，不肯放过他

们表现谦让的美德的机会。有的说：“我们叙齿，你年长！”有的说：

“我常来，你是稀客！”有的说：“今天非你上座不可！”事实固然是

为让座，但是当时的声浪和唾沫星子却都表示像在争座。主人摆一张笑

脸，偶然插一两句嘴，作鹭鸶笑。这场纷扰，要直到大家的兴致均已低

落，该说的话差不多都已说完，然后急转直下，突然平息，本就该坐上

座的人便去就了上座，并无苦恼之相，而往往是显得踌躇满志、顾盼自

雄。

每次遇到这样谦让的场合，我便首先想起《聊斋》上的一个故事：

一伙人在热烈地让座，有一位扯着另一位的袖子，硬往上拉，被拉的人

硬往后躲，双方势均力敌，突然间拉着袖子的手一松，被拉的那只胳臂

猛然向后一缩，胳臂肘尖正撞在后面站着的一位驼背朋友的两只特别凸

出的大门牙上，咔嚓一声，双牙落地！我每忆起这个乐极生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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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哲保身起见，在让座时我总躲得远远的。等风波过后，剩下的位置

是我的，首座也可以，坐上去并不头晕；末座亦无妨，我也并不因此少

吃一口。我不谦让。

考让座之风之所以如此盛行，其故有二。第一，让来让去，每人总

有一个位置，所以一面谦让，一面稳有把握。假如主人宣布，位置只有

十二个，客人却有十四位，那便没有让座之事了。第二，所让者是个虚

荣，本来无关宏旨，凡是半径都是一般长，所以坐在任何位置（假如是

圆桌）都可以享受同样的利益。假如明文规定，凡坐过首席若干次者，

在铨叙上特别有利，我想让座的事情也就少了。我从不曾看见，在长途

汽车车站售票的地方，如果没有木制的长栅栏，而还能够保留一点谦让

之风！因此我发现了一般人处世的一条道理，那便是：无需让的时候，

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

免损己；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于人无损。

小时候读到孔融让梨的故事，觉得实在难能可贵，自愧弗如。一只

梨的大小，虽然是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其重要或许并

不下于一个公务员之盘算简、荐、委。有人猜想，孔融那几天也许肚皮

不好，怕吃生冷，乐得谦让一番。我不敢这样妄加揣测，不过我们要承

认，利之所在，可以使人忘形，谦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谦让作为一种仪式，并不是坏事，像天主教会选任主教时所举行的

仪式就蛮有趣。就职的主教照例地当众谦逊三回，口说“nolocpiscopari”，

意即“我不要当主教”，然后照例地敦促三回，终于勉为其难了。我觉

得这样的仪式比宣誓就职之后再打通电声明固辞不获要好得多。谦让的

仪式行久了之后，也许对于人心有潜移默化之功，使人在争权夺利、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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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身之际，不知不觉地也举行起谦让的仪式。可惜我们人类的文明史

尚短，潜移默化尚未能奏大效，露出原始人的狰狞面目的时候要比雍雍

穆穆地举行谦让仪式的时候多些。我每次从长途汽车的售票处杀进杀出

时，心里就想先王以礼治天下，实在有理。（南华县妇联 朱红琼）

谈生命

作者 冰心

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

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他从最高处发源，冰雪是他的前身。他

聚集起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注，他曲折的穿过了悬崖峭

壁，冲倒了层沙积土，挟卷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他

享受着他所遭遇的一切。有时候他遇到巉岩前阻，他愤激地奔腾了起来，

怒吼着，回旋着，前波后浪地起伏催逼，直到冲倒了这危崖，他才心平

气和地一泻千里；有时候他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

岸红艳的桃花，他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低地吟唱着，轻轻地

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这激电，这迅雷，使他

心魂惊骇，疾风吹卷起他，大雨击打着他，他暂时浑浊了，扰乱了，而

雨过天晴，只加给他许多新生的力量；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新月，向

他照耀，向他投影，清冷中带些幽幽的温暖：这时他只想憩息，只想睡

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他向前走……

终于有一天，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呵！他已到了行程的终结，这

大海，使他屏息，使他低头，她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又多

么黑暗！大海庄严的伸出臂儿来接引他，他一声不响地流入她的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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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消融了，归化了，说不上快乐，也不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海

上蓬蓬地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再形成一道江流，再冲倒两旁的石壁，

再来寻夹岸的桃花。

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

生命又像一颗小树，他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欠伸，在

早春润湿的泥土中，勇敢快乐的破壳出来。他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上，

城墙上，只要他抬头看见了天，呵！看见了天！他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

气，承受阳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他也许受着大树的荫遮，也

许受着大树的覆压，而他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他穿枝拂叶的挣脱了出

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他遇着骄奢的春天，他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

蜂蝶围绕着他飘翔喧闹，小鸟在他枝头欣赏唱歌，他会听见黄莺清吟，

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枭鸟的怪鸣。他长到最茂盛的中年，他伸展出他

如盖的浓荫，来荫庇树下的幽花芳草，他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呈现大地

无尽的甜美与芳馨。秋风起了，将他叶子，由浓绿吹到绯红，秋阳下他

再有一番的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

后的宁静和怡悦！终于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他的黄叶干枝，卷落吹抖，

他无力地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的伸出臂儿来接引他，他

一声不响的落在她的怀里。他消融了，归化了，他说不上快乐，也没有

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

树，再穿过丛莽的严遮，再来听黄莺的歌唱。

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

宇宙是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

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叶，大生命中之一滴。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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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的便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

不生长的便成了空壳！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

痛苦是相生相成的。等于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常变的四

时。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快乐固然

兴奋，苦痛又何尝不美丽？

我曾读到一个警句，它说“愿你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

美丽的黄昏”。世界、国家和个人的生命中的云翳没有比今天再多的了。

（南华县妇联 罗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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