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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

作者 毕淑敏

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这是一个真理。每一个养过蚕的人和没

有养过蚕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蚕丝是一寸一寸吐出来的，在吐的时

候，蚕昂着头，很快乐很专注的样子。蚕并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的

努力劳动，才将自己的身体束缚得紧紧的。直到被人一股脑丢进开水

锅里煮死，然后那些美丽的丝，成了没有生命的嫁衣。这是蚕的悲剧。

其实，作茧自缚的情况，绝不如想象得那样罕见，它们广泛地存

在于我们周围，空气中到处都飘荡着纷飞的乱丝。就像钱的丝飞舞着。

很多人在选择以钱为生命指标的时候，看到的是钱所带来的便利和荣

耀的光环。钱是单纯的，但攫取钱的手段却不是那样单纯。把一样物

品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它的危险，不在于这桩物品的本身，而在于

你是怎样获取它并消费它。

记得我学习医科的时候，教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名新护士值

班，看到衰竭的病人呼吸十分困难，用目光无声地哀求她——请把氧

气瓶的流量开得大些。

出于对人的悲悯，加上新护士特有的胆大，当然，还有时值夜半，

医生已然休息。几种情形叠加在一起，于是她想，对病人有好处的事，

想来医生也该同意的，就在不曾请示医生的情况下，私自把氧气流量

表拧大。气体通过湿化瓶，汩汩地流出，病人顿感舒服，眼中满是感

激的神色，护士就放心地离开了。那夜，不巧来了其他的重病人。

当护士忙完之后，捋着一头的汗水再一次巡视病房的时候，发现

那位衰竭的病人，已然死亡。究其原因，关键的杀手竟是——氧气中

毒。高浓度的氧气抑制了病人的呼吸中枢，让他在安然的享受中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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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主呼吸的能力，悄无声息地逝去了……很可怕，是不是？丧失节

制，就是如此恐怖的魔杖。它令优美变成狰狞，使怜爱演为杀机。

这当中的奥秘，需每一个人细细揣摩练习。还有工作的丝，友情

的丝，陋习的丝，嗜好的丝……或松或紧地包绕着我们，令我们在习

惯的窠臼当中难以自拔。逢到这种时候，我们常常表现得很无奈很无

助，甚至还有一点点敝帚自珍的狡辩。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说，我也知

道自己的毛病，也不是不想改，可就是改不掉。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了……

你明知你的茧，是你自己吐出的丝凝成的，你挣扎在茧中，你想

突围而出。你遇到了困难，这是一种必然。但你却为自己找了种种的

借口，你向你的丝退却了。

茧破裂的时候，是痛苦的。茧是我们亲手营造的小世界。茧的空

间虽是狭窄的，也是相对安全的。甚至一些不良的嗜好，当我们沉浸

其中的时候，感受到的也是习惯成自然的熟络。打破了茧的蚕，被鲜

冷的空气，闪亮的阳光，新锐的声音，陌生的场景……刺激着，扰动

着，紧张的挑战接踵而来。

这种时刻的不安，极易诱发退缩。但它是正常和难以避免的，是

有益和富于建设性的。你会在这种变化当中，感受到生命充满爆发的

张力，你知道你活着痛着并且成长着。有很多人终身困顿在他们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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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己未曾真正地生活过。（州妇联 阿明

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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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草色看见孩子

作者 黄亚洲

这是写作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时了解到的生活细节。

这位画家最先讲到的是看见青草，最后讲到的是看见孩子。

后来我才知道，画家邓林大姐的腰不太好，她不能在高大的沙发

上久坐，更不要说直挺挺地坐一个小时。但这天下午，她硬是在这张

高高的沙发上坐了近一个半小时，她指着相邻的一张沙发说，老爷子

每天坐的就是这一张。

他说的老爷子，就是她的父亲邓小平。

这次聊天的话题纯粹集中在邓小平的生活起居领域。因为出于下

一步的写作需要，我迫切想了解细节，譬如饭量、睡眠、洗脚、散步、

穿衣、香烟过滤嘴的长短，以及他是哪一年由喝浓烈的白酒转为柔软

的黄酒等等，邓林大姐也爽快，说但凡我知道的我都说吧。

我离开米粮库胡同很远了，邓林大姐一开头说到的“看见青草”与

最后提及的“看见孩子”，一直在我脑海里走着画面。画面不仅鲜明，

而且鲜活。

“看见青草”，是说邓小平同志总是头一个看见庭院里的草色绿

了。

草色的发绿是不容易看见的，近看更是看不见。常人看见的只是

熬过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衰草，仍在寒风中微微打颤，常人只说：啊，

这个冬天这么长呢。

但邓小平说：哟，你看草都已经绿了。他欣喜地指着左边、右边

与前方，对身边的人说。有一年是对身边的女儿说的，有一年是对身

边的警卫说的，这时候谁在他身边，他就指点谁看不容易看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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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每天都在这面积有两亩大的庭院里散步，上午 10点

一次，绕十个大圈，下午 3点一次，也绕十个大圈。他一边想着国际

国内大大小小的事情，一边眼望着脚边与远处的青草。

青草最初的那种朦朦胧胧的绿色，肉眼是很难看出来的，只有在

某种角度下，大片地望去，才能突然发现一种近乎鹅黄色的淡淡的浮

云般的绿，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而每一次，庭院里的这种最初的绿

色，都是邓小平先发现的，这时候他就忽然站下来，很开心也很认真

地对正好在他身边的一个人说：哟，你看草都已经绿了。

他在残冬看见春天了，或者说，他看见我们常人还没看到的春天

了。

我们经常唱《春天的故事》，唱“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

了一个圈”，其实，在“画圈”之前，这位老人的心里早已有最初的鹅

黄般的绿色了。

青草的颜色就是蓝图的颜色，小平同志的思维是超前的。

我感动于邓小平目光的犀利，而且，是在那样的吹拂不止的寒风

之中。

“看见孩子”，则是指邓小平同志看着孙辈时眼睛里发出的光芒。

邓林大姐十分诗意地说：他一看见孩子，眼睛里就有一种特别柔和的

光。邓林大姐马上又解释：这句话是我说的，只是一种形容。

我倒觉得，这不是形容，而是一种实在的叙述。一个戎马一生“三

起三落”的老人，一看见孩子双眼就发出柔和的光，是特别容易理解

的，也是特别真实的。

邓林大姐说，上午 10点过后，也就是当邓小平看完大叠的文件

之后，她的母亲卓琳有时候就故意把几个孙辈都“集中”到邓小平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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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任孩子们满地滚啊爬啊疯成一团，其中有个特别调皮的还会像孙

猴子一样直接从窗户外蹦进来，卓琳就想以这种局面让丈夫得到片刻

的休息。而且卓琳还事先准备了“道具”，这是特意为邓小平准备的，

是一只粉色的塑料盒，里面放着糖果、饼干，以便让邓小平接下来拥

有更为愉悦的动作：来来，爷爷给你吃块糖！来来，爷爷给你吃块饼

干！

邓小平一边分着盒子里的糖果，一边还不忘幽默地感叹一声：我

呀，就这么点权力。

邓小平的“这么一点权力”，多么的可贵。一个老人最可贵的品质，

就是看见孩子会眼露“柔和的光”。说到底，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

下一代的健康存在。上一代人的这种“柔和的光”，不仅使下一辈感到

温暖，整个社会都会产生暖意。

而且，看见孩子随地滚爬，甚至看见有不合常规的动作，譬如像

孙猴子那样从窗户外跳入，也照样不减少“柔和的光”，照样把手伸进

那只粉色的塑料盒中去摸索，照样取出慈祥和甜蜜，这就是一种境界

了。

如果所有的掌权者对后辈都具备这种心态，这世界，多好。

总之，能首先看见草色泛绿的人与总是用柔和眼光看待后辈的

人，肯定是伟人，也肯定是平常人。

伟人与常人，通常总是同一个人。 （州妇联 杨丽平推荐）

书如智友

作者 茹喜斌

书如智友。它能使浮躁者沉稳、浅薄者丰富，它能使狭隘者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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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丧者自信；它能使懦弱者变得坚定而顽强，即使在黑暗和困境中，

也向往着光明。与书为友，能使我们走进先哲的心灵，吸纳他们的聪

明与才智，去拥有一个清明空灵的天地、驰骋无限的疆域。

古人倡导“文以载道”，此道出自他们对万事万物的感悟，源自对

人的生命意义的追求和探索。所以，捧卷在手、默吟于心，能够观赏

到世间的缤纷形色和哀伤、情感和心迹。读一本好书，就是打开了一

道人生的大门。走进这扇门，即使是一条浅浅的流溪、一眼小小的清

泉，也歌唱着人间最为纯美的情愫；即使是漫漫西风古道、戈壁沙滩，

也有着一颗鲜嫩的心灵在激扬和跳动；即使在寒冷的长夜、潇潇的秋

雨里，也有着思想的火苗炙烤着灵魂。这样的朋友，会使你追求美好

的步履永不停留。因为这朋友最无私，最坦诚，最亲切，也最有感召

力，当我们处于困境时，它会娓娓地讲述柳暗花明的故事；当我们旅

途顺达时，它会警示我们山高路远的艰辛；当我们一事成功时，他会

告诉我们天外有天的哲理。当我们把读书当做生命的必需时，它就成

为我们夜行的灯光、力量的源泉和脚下的坦途。

当我们因为一本书而产生共鸣时，即便是陌生的人也会因心灵相

通而成为朋友。当我们因一本书而成为朋友时，即便独处一隅，也会

觉得山高水长、天地缤纷。为什么我们忧郁时喜欢去读书，困惑时到

书中去寻找答案？因为它有豁达和欢快，因为它有睿智和丰富，能化

解我们的痛苦，抚平我们心灵的创伤，能在我们的前方播下灿烂的阳

光。读书让我们懂得，人生在世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生的意

义就在自已的手中。

古人云：“爱其人，也爱其书。”这“其人”不仅指著述人，亦为藏

书人、读书人，书是心灵交流的纽带。我的一个朋友实为书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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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为一部佳作而畅谈。那种交流中醉人的感觉，就像春雨，滋润着

我们的心灵，也滋润着平常的日子，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永恒的精神和

生命。李白因诗而千古，杜甫因诗而不朽，他们的诗作是人生的感悟、

心灵的慰藉。悲与喜交加、荣与辱相揉、刚与柔相融，读书如见智友，

看智友总在天空翱翔，总在古今的岁月里行走。

当然，读书会让人忧思，那应当是“先天下之忧”的忧思。读书也

会使我们感慨，那应当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慨。为智者

忧，应当多读点书。为人生之大器，应当日日读书。书能够给我们智

慧，给我们胆略和气概。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人若不读书学习，就

不知其乐、不知其痛、不知其荣辱，亦不知其思念和浪漫，更不知人

何以为人、人之大环境在何方。

书如智友，它能把你带出沼泽蛮荒之地，它能让你悟出入生真谛，

让你拥有山高人为峰的境界。（州妇联 李梅推荐）

你本可以不必这么焦虑的

作者 文长长

01

去年年初，有位好友在朋友圈说“羡慕会跳舞的人，好想学啊”，

底下有人也评论说“我也好想学”。那时我心里很是钦佩：“能在生活

中找到新的兴趣很棒，如果从现在开始，年底就能学得不错了。”

到了年底，我又看到那位好友分享了舞蹈视频，还是“羡慕，好

想学跳舞”。我顺便翻了她一整年的动态，有吐槽老板的，有抱怨冬

天早起辛苦的，有说生活很无聊没人陪她玩的……

她最新一条动态是“时间过得太快，一整年就这么结束了，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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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啥收获，真焦虑”。

可我心里想：一边觉得生活无趣，一边继续过着这样的生活，想

做的事永远只是想想，不去改变，不去行动，你不焦虑才怪。

但，你本可以不必这么焦虑的，一年时间你可以做很多事：喜欢

舞蹈，就报个舞蹈班，能坚持下来的话现在已经学会了几支舞；喜欢

看书，半个月一本，到现在也差不多能看 24本书了……

你所有的焦虑，都只是因为你想做的很多，却压根儿不去行动。

说到底，你才是自己最大的焦虑之源。

02

我姐从去年十月到现在，瘦了二十斤。她每天早晚各上一节瑜伽

课，偶尔还夜跑五公里，期间严格控制饮食。

很多人想减肥，立 flag，今年要瘦多少多少斤。但一年下来，有

的人依旧胖着，有的人却瘦了，原因就在于：你是否去行动了。

我姐是一个超强的行动派。她之前是个数学不好也完全不懂会计

的人，想做会计了就立刻去买书。因为还要上班，就给自己定下目标，

一年拿下一个证，现在初级、中级会计证她都拿到了。

她还准备去学证券，或者深入了解一下保险知识。最初听到她的

想法我很震惊，但想想也能接受。她虽然三十多岁，是两个孩子的妈，

但她对世界的好奇、对生活的热情，以及不断学习的冲劲，可能是许

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没有的。

在一线城市，工作、生活压力也都不小，她焦虑吗？不，她虽然

很忙，每年都会定新目标，但她很少焦虑，她通常直接过滤焦虑那一

步，略掉犹豫，想做什么就去行动。

所以我觉得，真正脚踏实地去行动的人都很少焦虑，他们都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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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办法实现目标，没有时间困惑。说到底，你的焦虑可能主要还是因

为你辜负了对自己的期待。

03

以前每到年底，我就跟朋友说：“回顾这一年，好像没有什么傲

人的成绩。每天都焦虑，有想做的事，又觉得做起来很难，好像我想

要的都离我很遥远。”那时的我，焦虑且急功近利。

后来，我就一直提醒自己：少点焦虑，多去脚踏实地努力。想学

习新的技能，就买书回来认真学。戒掉朋友圈的看书打卡，我并不需

要别人认可我的表面勤奋，也不想弄出自己很努力的样子自怜。我坚

持每天六点钟起床，坚持专注做事时不碰手机，坚持运动。

以前我经常熬夜，早起比什么都难，但当我一天一周一个月地去

坚持，现在早早就睡了，早上六点半还能去晨跑。

以前我情绪波动大，用朋友的话说，“别人的情绪都是在一条直

线上小幅波动，但你是过山车式忽上忽下，动不动就到极值”。可我

现在明显感觉到，我平静了很多，懂得如何安抚自己的情绪，也懂得

让自己不生不必要的气。

于是，我越发坚信：少点焦虑，多点行动，少点浮躁，多点平静，

如果你真的是在脚踏实地地努力，你就会离你想要的生活更近。要相

信时间的力量。

想要不再焦虑，那就克服掉自己的惰性，去行动，去活成自己期

待的样子吧。(州妇联 李莉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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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多些从容淡定

能够荣辱不惊，笑看风云，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能够坦然面对，淡看得失，是人生的一种豁达。

生活，总是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麻烦，会有许多让人不开心甚至

生气的事情，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决定了怎样的态度，决定了自己

的心态。

保持从容，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是一个人沉稳的表现，尤其

是在面对失望或者失败时，能否保持从容，显得更加突出，更加明显。

做人，要能够在事上看得开，在情上想得通，在理上搞得明白，

这样才会让自己不至于那样的沉重，才会让自己不至于那样的焦灼。

凡事，预则立虽好，但能够做到不瞎想，不幻想，不早想，做到

就事论事，就事处理事情，或许更能够锻炼自己，也会减少许多平添

的苦恼，少些无谓的伤感，多些阳光，多些温暖，多些爱。

生活中没有过不去的事情，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心态好，

就一定能够赢得成功，获得快乐。

有容乃大，因为包容，故而一切皆是平凡，一切皆是平淡。（州

妇联 杨婧推荐）

麻醉之后

作者 亦舒

做手术之前要全身麻醉，麻醉师会在病人耳畔轻轻地说：“阁下

很快就会睡着......”麻木的感觉，自手臂一直延展至腋下，然后，病人

便昏迷过去，任由医生“宰割”。

醒来之后，如常生活。待伤口复原，起码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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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许许多多小细节，从此便在记忆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比知，某出版社老总的笔名是啥；比如，友人办公室电话号码是

多少；比如，拉开抽屉——咦，这是什么？几时买过这样的耳环？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置办那么多身外之物作甚？既然转眼就会

忘记，且毫无损失，平日又何须管那么多闲账？

约三个月后，人的意识全面苏醒，零零碎碎的琐事又统统找上门

来。重堕红尘，忽然想起这个、记起那个，又开始斤斤计较。

其实，何用别人动手，宜学习自我麻醉：什么，不记得了？呵，

是吗，有这样的事？敲敲脑袋，一并浑忘。

至少，总有一两件事，是永远消失在麻醉剂中的吧。多好，宜当

作意外收获。（州妇联 蒋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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