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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步都面对孩子

作者 余秋雨

告别杰里科之后往北，不一会就到了大名鼎鼎的“约旦西

河岸”。

约旦河见不到水，河谷中心有一些绿色的植物，两边都

是荒山野地，一路上除了一道又一道的铁丝网，很少有正常

生活的迹象。倒是对面约旦高山下有一些房子，却不知是不

是民房。

铁丝网很细密，直封地底，连蛇也爬不过来。路旁经常

出现军车，士兵们见到我们这一溜吉普，都打招呼，以为又

来了军事观察团。其实我们连车牌都没有，只怕被他们“观察”

到什么。

前面有一个大关卡，我们再一次为车子的牌照悬起了

心。几个军人要我们停车，很负责地把头伸进车窗，仔细地

打量了一遍车内的情况，就放行了，他们忘了看车牌。于是，

我们进人了戈兰高地。

高地先是堵在我们路东，一道长长的山壁，褐黄相间，

偶有绿色，说不了什么景色；待到我们渐渐翻了上去，它就

成了脚下高低起伏的坡地，有军营、炮车、坦克，也有绿树，

很多地方挂着一块黄牌，写明有地雷，那儿就杂草丛生。

走着走着，我们已进人了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隔离

区，这时天色已晚，几辆车一头撞到一个铁丝网重重翻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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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口就过不去了。抬头一看，写着 UNonly，是联合国维和

部队的哨所，过了关口就是叙利亚。

哨所上没见到有人影，我们很想拍摄这个关口，但光线

太暗，只得把五辆吉普车的前灯全部开亮，直照过去，一时

如同白昼，两台摄像机同时开动。这事想起来十分危险，如

果隐蔽在什么地方的哨兵看到了这个怪异的景象又搞不清

是怎么回事，没准会向我们开枪。

雅各布博士自信地摇头，说：“不会。这个关口的守卫者

是奥地利官兵，现在一定喝醉了酒在睡觉。有一次我摸上岗

楼还叫不醒他们，就顺手拿起他们的枪放了两枪，有的才醒。”

我们笑了，觉得雅各布一定在吹牛，因此，也没有为难

他再次去摸哨放枪，只管趁着夜色下山，找旅馆睡了。今天

一早醒来，还是放不下戈兰高地，觉得昨天晚上黑森森的没

看清什么，应该再去一次。

先到昨天晚上打亮车灯拍摄的那个关口，看见已经站着

一位威武的哨兵。一问，果然是奥地利的，雅各布调皮地朝

我们眨眨眼，意思是“我没吹牛吧”？但我们谁也没有问那位

士兵昨夜是否喝醉了。

然后我们登上一个高处，用以鸟瞰四周，没想到那里已

有不少参观者，是一个景点。最引人注意的是眼下一座被当

代战火所毁灭的城市遗址，断垣残壁清晰可见，以一种“当代

启示录的方式生愣愣地展开，让一切当代人的目光都无法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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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我把目光移到远处，突然想到，北方丛山背后，应该是

纪伯仑的家乡。

这位爱歌唱的诗人，我在十几岁时就着迷了。不知他的

墓园，是否完好？

上了戈兰高地，我们一行又向西南奔驰，去拜谒耶稣的

家乡拿撒勒（Nazareth）。耶稣在伯利恒（Bethlehem）出生后

随家逃往埃及，后又返回拿撒勒度过童年，长大后又在那里

传教。拿撒勒有一座天主报喜教堂，纪念天使向圣母预告耶

稣即将降生的消息，造得气势恢宏，又新颖别致。这个教堂

经过彻底重建，把古迹和现代融于一体。现代拿出来的，反

而是不加雕饰的原始形态，来烘托精致斑驳的古迹，使人领

悟在至善至爱的领域，古今、文野、高低，都很容易相与而

欢。

世界各地的信徒们把一幅幅镶嵌式的圣像悬挂在教堂

大门右首的回廊里，表明能够相与而欢的，不止是不同的时

间，还有不同的空间。

教堂门口出现了一队队前来参拜的小学生，穿着雪白的

制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路唱着悦耳的圣诗。这并不奇怪，

众人眼睛一亮，不能不停步观看的是，老师是倒着身子步步

后退的。她们用笑脸对着孩子，用背脊为孩子们开路，周围

的人群也都为他们让出了一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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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之愿相信这些天真可爱的生命迟早也要去承受民

族纷争的苦难。上一代应该像这些老师，不是高举自己偏仄

的信条、迈开白己撒野的脚步让孩子们追随，而是反过来，

每一步都面对孩子，步步后退。只要面对孩子，一切都好办

了。（武定县妇联 陈洁推荐）

一个人的心灵修复，最好从自己出发

作者 付丽娟

在一些不同流派的成长类、治疗类的心理工作坊中，学

员们无论从哪个点上开启心灵的探索，往往最终都会落在和

父母的历史性关系里。一个人和父母的关系对一个人的命运

有决定性的影响。有些人可能对这个事实依然心存质疑。我

们并不需要面对质疑举证，让他们相信和接受。

如果你正在做心理咨询，如果你参加过类似的工作坊，

如果你看过相关的书籍，并且以带着心灵体验的视角看待自

己的今天和过去，你就会了解今天不是偶然。过去和今天的

关系，就像埋伏着的地基和高楼的关系。

内在小孩，这个说法在多年的心理常识的普及之后，已

经被大众理解。而且化繁为简，仅用这个名词——内在小孩，

就能让大家知道，很多时候，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我的

意愿和意志都不由我决定，而由无法言说的某种力量牵引。

这是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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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浩瀚且复杂，它是一个巨大的心理版图，并不能

用眼睛看见。对于大众来讲，使用内在小孩这个词，把潜意

识拟人化，有利于理解和传播，这挺好的。

内在小孩，在不同的成人心里，是不同的面貌和性格。

表面看上去独立精干的成年人，内在小孩可能是依赖纠结

的。表面看上去自信爆棚的成年人，内在小孩可能是羞怯退

缩的。表面看上去清心寡欲的成年人，内在小孩可能是贪婪

疯狂的。

成年人管理着不合时宜的内在小孩，把他放置在黑暗的

笼里。对他说，乖乖地配合我，不要跑出来破坏了我努力打

造的现在的样子。内在小孩并不会每时每刻都听话。当你和

相爱多年的女友结婚生子，想要过上稳定的日子时，你居然

鬼使神差地出轨了。当你奋力打拼的事业正要产生回报时，

你的合伙人居然拆台溜人。当你全心全意给孩子最好的爱和

教育时，你的孩子却得了抑郁症。

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总有某种奇怪的力量，在破坏你想

要的光鲜、顺意和希望。让你沮丧、痛苦和困惑。

如果你能够跟随这些反差的现象，进入自我的最深处，

去搜索、探测、感知、查看，你可能会一窥自己的巨大且模

糊的心灵版图。这就是你的潜意识。但是今天我不想用这个

词，因为它让很多人感到难以接近和吃透。而且这个词也不

利于我们对自己去操作一些什么。所以，在这篇文中，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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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内在小孩。

有一个你看不见的，不了解的小孩子，在有些时候，从

你管控的笼子里像魅影一样飘出来，控制了你。

很多人了解到这一点后，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以期能疗愈

内在的小孩。学习心理学，做心理咨询，参加各种工作坊，

都能对此有帮助。不过对一种人可能却没有太大效果。这类

人学习再多，被治疗得再多，只是想获得内在小孩被修复的

好感觉，并不愿意将获得的力量和智慧转化为自己的。学习

变成了吃奶，课程变成了依赖的乳房。只想吃奶而已，是无

法解脱的。

在我们把关注力放在内在小孩身上的时候，还得为它匹

配一个内在父母。这意味着，我们要学习如何放下在外面去

找好父母、好老师、好伴侣，以期滋养和扶持我们内在的小

孩。为什么要学习如何放下？因为你所期待能给你这些修复

能量的人，很可能他们的内在也有一个需要被修复的孩子。

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能替代我们。就像你为孩子找了

个保姆，她能暂时行使照顾孩子的功能，但你才是孩子的亲

妈。孩子和保姆的关系，并不等于你和孩子的关系。

每一个对成长，对修复自己有需要的人，都需要构建内

在的父母。这个内在父母，能实质上重新养育我们的内在小

孩。

某天傍晚，我在小区的儿童乐园看见两个年轻妈妈对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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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不同反应。A妈妈抱着不到 6个月的婴儿，让她的孩子

玩滑滑梯。她把正在玩的小朋友都赶走，警告靠近的小朋友，

她的孩子很小，必须要等她的孩子玩过了，才能轮到他们。

B妈妈玩着手机，看见自己四岁左右的儿子正从滑滑梯最底

处往上爬，厉声禁止，警告孩子赶紧让开，别妨碍别的小朋

友玩。

A妈妈太想让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拥有玩公共游

乐设施的权力，无视 6个月的婴儿根本不适合玩滑滑梯，看

不见这么幼小的婴儿对庞然大物的恐惧。也无视其他孩子的

权力。心中大概想的是，我有权力让我的孩子得到这些。

B妈妈又太在意别人的看法，生怕别人认为她对孩子没

有教养，无法观察她的孩子究竟在干什么，只是命令走开，

别碍着别人玩。这个四岁的男孩玩的根本不是攀爬滑滑梯，

而是享受在底下等待上面有人冲下来时，他能及时跑开，扭

转可能的两车相撞的趋势。她没有看见她的孩子反复在玩这

个游戏，没有意识到她的孩子正在玩的内容非常高级，非常

带有试验和探索的意味。她因为自己的焦虑，用一个禁止性

的命令抑制了孩子正在运动的自发性。

这两个妈妈的反应，是内在孩子的反应吗？不是。而是

内在父母的反应。

以我的理解，在 A妈妈小时候，她的父母忽视她，没有

给她所需要的保护，不会为她争取应有的权力。她内在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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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无能，无法保护她。当她成为了母亲，要成为和内在父母

相反的样子。随时想到如何保护孩子，让他不会丧失一分一

毫的权益。把孩子体验为自己的替代物，让心中的父母的形

象逆转为可以保护她的样子。A妈妈的反应，是与内在父母

相反的反应。

B妈妈的禁止性态度，是禁止性内在父母的外化。一声

呵斥，几乎是自动化的反应，没有停留一分钟观看孩子是否

有自己的方式来应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同样有以自

己的方式玩滑滑梯的权力。

成年人对待孩子、伴侣、自己，对待不同关系的反应，

都来自内在父母的反应的影响。我们也许可以把对自己内在

孩子的关注，转移到对内在父母的关注上。

顶着“父母”特定代号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我们会用不

同人生阶段的眼睛看待父母。

在幼年时，父母是孩子所需要、所追随、所全心爱着的

人。即使父母发脾气、犯了很多错，孩子都不会减少丝毫对

父母的爱和依恋。这个时候的孩子是世界上对父母最忠诚的

人。父母在孩子眼中也是完美非凡的人。

在青少年和青年时，孩子突然发现，父母老旧、平庸、

啰嗦，孩子对父母身上的缺点有惊人的辨识力，一眼洞穿父

母竟然不过如此。他们对光环依然渴望，但是父母身上的光

芒已经黯淡。他们会把对光环的需求转移到偶像明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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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这个时候被驱逐出了他们的舞台。

也有很多人到中年的人，内在的孩子不肯罢休，还会对

父母有诸多抱怨、责怪。最大的痛苦就是，面对父母，在心

里呐喊：你们为什么不能是我需要的样子？

于是我们就在各种心理学培训，心灵成长类的工作坊里

看到他们的身影。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静静地看着父母，以心灵的眼睛注

视着他们，会发现他们只是普通人。他们没有光环，没有非

凡的能力，甚至可能没有好的理解力，没有好的共情的能力。

因为过往的历史，他们身上可能长满了刺。身为父母，爱孩

子是天性。爱和刺并不矛盾。就像我们身为父母，对待孩子

一样。我们也有我们的刺，我们也有我们的爱。

构建内在父母，是正视我们渴望的父母身上的光环其实

是虚幻，抚平内在父母身上的刺，接受父母给予的爱。

让一颗有爱、智慧、平和，同时也有局限的新父母的种

子在我们内在扎根、生长。让他们温柔的陪伴着我们的内在

小孩。

修复，从自己出发。（武定县妇联 陈世槐推荐）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

作者 余秋雨

年轻人要不要读书。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这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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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不识字，妈妈从外面来的，她是这儿第一个识字的人，

此后办起了识字班、学校，学校有个图书室，书不多，老师

定下一个苛刻的制度，要写 100个毛笔小楷才可借得一本书。

读书使人认识了外面的世界，现在我们家乡的人已经很富

裕。

有人认为一个人的成功是靠社会关系、机遇、方向的正

确选择等等，我认为都是次要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个

人偶然看到的几本书，从这些书里面的某些地方获得了力

量，从而把他拉出了平庸。只要跨过山坡，人生就不一样了。

努力读第一流的书。读书的横向并不最重要，纵向才是

重要的。所谓横向就是指各个专业，理工农医等；所谓纵向

就是指梯度，所谓的一、二、三流。各学科的最高等级都是

合在一起的。像爱因斯坦去世前，有人问他感到最遗憾的是

什么？他说的不是再也不能研究相对论了，而是说再也不能

欣赏莫扎特了。

从事什么专业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找最高等级，要寻找

“山顶”，“山顶”也许永远不会到达，但光辉会一直照耀着你！

看和自己有缘分的书。有人认为自己出生的地界，国家

等等会决定自己的喜好。其实是错误的，出身并不决定你和

什么有缘分，也就是和谁有同构关系。文学无国界，文学是

不等同于社会学的天域。比如，安徒生是丹麦人，丹麦语也

是一个小语种，但世界上很多人都喜欢他的作品。所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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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喜欢欧美的、日本的作家，也可能喜欢非洲的。在阅读

中寻找和自己有同构关系的书，其实，也是在寻找自我。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

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

何谓平庸？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平庸

者什么也不缺少，只是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

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涵义的丰富。而他们失去的这

一切，光凭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是无法获得的，因此平庸

的队伍总是相当庞大。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

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这就是

平庸的写照。黄山谷认为要摆脱平庸，就要“用古今浇灌”。

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

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

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

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

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

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

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早一天，就多一分人生的精彩；

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青年人稚嫩的目光常常产生

偏差，误以为是出身、财富、文凭、机运使有的人超乎一般，

其实历尽沧桑的成年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自身生命的质

量，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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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妇联 盛丽君推荐）

别让 5年后的你，瞧不起现在的自己

1

前些日子，我问一个相识 12 年的朋友：你最努力时，

到什么程度？

她说：“准备考研的时候，每天早上五点起来，从没有睡

过一天懒觉。都大四了，不好意思再伸手向家里要钱，为了

买考试复习资料、报培训班，即使是冬日也晚上七点去当家

教赚钱，回来后继续学习，有时刷数学题刷到一两点。如果

累了，就按照关键词，上网搜搜激励人的电影和歌。”

她最后说：“累到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只想达到目标。”

后来，她如愿以偿，考取了研究生。

我想起我们刚大一时，她说到了周末就宅在宿舍看片，

很厌恶自己浪费时光，她想寻求改变，想去留学。时隔 5年，

她告别了曾经厌恶的自己，更重要的是，她成功实现了当初

的目标。

我期待 5年后的自己是这样的——白天是互联网精英，

说流利的英语，干练地把事情一件件解决，任何时刻都保持

着脑袋高速运转，冷静，理性，专业，高效；夜晚是一名高

产作家，会写动人的故事让人潸然泪下，也会写热血的情节

使人燃烧沸腾，书架上，有一栏摆放着我写的书和各类样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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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很多的梦想，以上只是其中两个。我知道很难，

但我会拼尽全力去实现，即使可能会失败，但我不能不去努

力。

你还记得你 5年前的梦想吗？

2

我记得我 5年前的梦想。

高中毕业，我对最好的哥们儿说：“上大学后，我要成为

最好的创作者，每星期在国家级报刊上都要发至少一篇文

章，我还要写很多歌，甚至拍微电影。当然，最重要的是在

大学时期出一本书，有很多很多人被我影响。”

5年过去了。每周都能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我终

于在毕业前做到了，剩下的呢？我时常沉默，想起 18 岁的

自己，为何有勇气那么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

我高中时写了七十多首歌，我把曲谱整整齐齐誊写好，

放在家里，坚信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词曲创作者。但，我

好像最近一两年都没怎么碰过琴了。

其实我上大学时荒废过一段时间，那一年我都泡在酒吧

里，成天茫然，无所事事。如今回想起来，那是我最痛恨的

一年。如果那一年我能如最近两年这样努力，我会不会早点

实现自己的梦想呢？

如今，我终于看见实现当初年少轻狂的梦的苗头，也许

过程并不会顺利，但好歹，让我在第 5年的尾巴上，对得起



- 14 -

5年前那个少年做过的梦、说过的话。

我在年少轻狂时说过的大话、吹过的牛不止以上这些，

还有很多很多很匪夷所思的想法。而 5年后的我，铁了心要

将说过的大话、吹过的牛一一实现。

不然，我真的会瞧不起自己。

3

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我总想起 5年前的自己，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纵

使时光的力量如此强大，让如今的我和 5年前完全不同，但，

不管性格如何变化，我都很清晰地记得我内心始终沸腾的东

西。

我曾这么写过——“别管别人如何评价你想要的生活，我

的生命如果不能创造些什么，我只会觉得自己白活了一场。”

把想做的事情一件件完成，对于我而言，实在太重要。

不要把梦想的破碎都怪罪到时间上，从来都不是时间的

问题，是你敢不敢放手去做的问题。所以，热爱的事情一秒

也不要耽搁。

更不是现实的问题，如果你只是因为害怕现实残酷就悄

然放弃，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热爱你的梦想，把现实当作挡箭

牌来耍赖撒娇。只是，很遗憾，你已经过了耍赖撒娇的年纪。

5年，真像一个轮回。我在慢慢实现曾经说过的话，有

些晚了，我很懊悔，但我不能让下一个 5年继续懊悔。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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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我所热爱的事情上，不想再耽搁一秒

钟。因为热爱，我想把热爱的事情一件件完成，如此简单。

我想，你可能也跟我一样。无论你是否满意自己的现

状，都请记得——别让 5 年后的你，瞧不起现在的自己。

（武定县妇联 张凤莲推荐）

比不努力更可怕的，是“跟我没关系”

1

“我才 30岁，但我感觉我的人生已经完了。”前几天，闺

蜜给我打电话，一接起来，就听到她这句很丧的话。原来，

她被公司辞退了。前不久公司内部结构重组，无法适应新环

境的她遭到了淘汰。这位闺蜜大学一毕业，就靠着爸妈的关

系，找了份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她所在的部门，是公司

的项目部。

几个月前，公司请来了一位培训师，准备给大家开一系

列关于市场分析和客户沟通的课程。她和同部门的几个同事

觉得，这些培训是市场部需要了解的事，跟他们没关系，他

们只要认真做好手头工作就好了。于是，项目部报名的人寥

寥无几。

结果几个月后，公司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进行了改组，原

本独立的市场部和项目部被取消了。两个部门的人打散后分

成了独立的项目小组，这样一来，前期市场部负责的市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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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和后期项目部负责的客户跟踪都必须由负责该项目的组

员一个人完成。

闺蜜一下子傻了眼，对市场工作的一片空白大大降低了

她的工作效率，业绩更是无从谈起。而之前参加过培训的同

事早就跑在了前头，做出了不菲的业绩。在优胜劣汰的制度

下，闺蜜被辞退看起来在所难免。

事到如今，她悔不当初，恨自己为什么不抓住机会参加

市场部课程的培训，少走一点弯路。

她的处境让我想起一句话：人如果停止了学习，就开始

走向失败。职场上，“跟我没关系”这 5个字，其实是一种很

可怕的思维模式。一些知识现在跟你没关系，并不意味着你

永远不需要这个领域的知识。用“跟我没关系”竖起一堵过滤

墙，会让我们错失很多可能有用的信息。

2

记得曾经看到过一个外语培训老师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还是个孩子的他想要报名参加一个计算机

学习班，母亲竟然答应了。因为那个时候，10块钱的学费并

不便宜，但母亲的想法是，学点东西总是好事。可是，和他

同行的一个同学却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因为同学的妈妈说

学那个没用。这位老师回忆，当年报名的人并不多，教室里

一共只有 5个学生，其中有个学生因为家长不同意还中途退

班了，学费也退了一半。虽说当年学习计算机只是因为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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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并没想过学来有什么用，但他没想到的是，多年以后，

这段经历在他撰写英语教材时派上了用场。

他坦言，如果没有稍微多于常人的那点计算机知识，能

够编写一些批处理脚本，他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

那样海量的工作。你学过的每样东西，都可能会在你一生中

的某个时刻派上用场。

微博上不是常有人说吗？你走过的路、见过的人、看过

的书、学过的东西，最终都会回馈到你的身上。这话听起来

鸡汤，却一点都没错。

3

这几年，“斜杠青年”成为互联网时代不少年轻人最向往

的身份之一。它指的是一群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

而选择拥有多重职业、身份和多元生活的人群。

比如，张三的身份是：记者/演员/摄影师，“斜杠”便成了

他的代名词。想要开启这样的多重身份，就必须打破认知局

限，保持开放的心态，主动学习和接受新事物。

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永远保持主动性。

社会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人是“认知的吝啬鬼”。在日复

一日重复和繁重的工作任务中，我们会本能地用“经验联系”，

即“是否和自己有关”来过滤过多的信息干扰，从而也可能错

失很多学习的机会。

因此，为了防止我们关闭大脑中获取新知的通道，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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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自己的“信息入口”是否通畅，保持我们的敏感力和反应

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生活中，每时每刻，遇人遇事，都是提高敏感力的机会。

如果我们能主动地参与，也就是带着问题“今天我会有什么新

发现？”去学习、工作和生活，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像一个雷

达，能捕捉到越来越多的信息。

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从来不缺少机会。光靠努力，

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能否保持主动性，不断接受新事物和

新信息，能否及时抓住机会，才真正决定了你将来能走多远。

（武定县妇联 杨艾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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