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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

作者 毕淑敏

“柔和”这个词，细想起来挺有意思的。先说“和”字，由禾苗和口

两部分组成，那涵义大概就是有了生长着的禾苗，嘴里的食物就有了

保障，人就该气定神闲，和和气气了。

这个规律，在农耕社会或许是颠扑不破的。那时只要人的温饱得

到解决，其他的都好说。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达进步，人的较低层次

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单是手中有粮，就无法抚平激荡的灵魂了。中国

有句俗话，叫作“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可见胃充盈了之后，就

有新的问题滋生，起码无法达至完全的心平气和。

再说“柔”这个字。通常想起它的时候，好像稀泥一滩，没什么筋

骨的模样。但细琢磨，上半部是“矛”，下半部是“木”——一支木头削

成的矛，看来还是蛮有力度和进攻性的。柔是褒义，比如“柔韧、以

柔克刚、刚柔相济、百炼钢化做绕指柔……”，都说明它和阳刚有着

同样重要的美学和实践价值。

记得早年当医学生的时候，一天课上先生问道，大家想想，用酒

精消毒的时候，什么浓度为好？学生齐声回答，当然是越高越好啦！

先生说，错了。太高浓度的酒精，会使细菌的外壁在极短的时间内凝

固，形成一道屏障，后续的酒精就再也杀不进去了，细菌在壁垒后面

依然活着。最有效的浓度，是把酒清的浓度调得柔和些，润物无声地

渗透进去，效果才佳。

于是我第一次明白了，柔和有时比风暴更有力量。

柔和是一种品质与风格。它不是丧失原则，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

坚守，一种不曾剑拨弩长，依旧扼守尊严的艺术。柔和是内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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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在弹性充满和谐的统一，柔和是虚怀若谷的谦逊和冷暖相宜的交

流。

现代人在风驰电掣的忙碌中，是多么期望自己和他人的柔和啊。

不信，你看看报上的征婚广告，尽是征询性格柔和的伴侣，人们希望

目光是柔和的，语调是柔和的，面庞的线条是柔和的，身体的张力是

柔和的……

当我们轻轻念出“柔和”这个词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缕淡蓝色的

温润，弥漫在唇舌之间。

有人追索柔和，以为那是速度和技巧的掌握。书刊上有不少教授

柔和的小诀窍，比如怎样让嗓音柔和，手势柔和……我见过一个女孩

子，为了使性情显出柔和，在手心用油笔写了大大的“慢”字，天天描

一遍，掌总是蓝的。以致扬手时常吓人一跳，以为她练了邪门武功。

这女孩为自己规定每说一句话之前，在心中默数从 1到 10……她除

了让人感到木讷和喜怒无常外，与柔和不搭界。

一个人的心如若不柔和，所有对外在柔和形式的摹仿和操练，都

是沙上楼阁。

看看天空和海洋吧。当它们最美丽和博大、最安宁和清洁的时候，

它们是柔和的。

只有成长了自己的心，才会在不经意之间，收获了柔和。

我们的声音柔和了，就更容易渗透到辽远的空间。我们的目光柔

和了，就更轻灵地卷起心扉的窗纱。我们的面庞柔和了，就更流畅地

传达温暖的诚意。我们的身体柔和了，就更准确地表明与人平等的信

念。

柔和，是力量的内敛和高度自信的宁馨儿。愿你一定在某一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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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感觉出柔和像云雾一般悄然袭身。（牟定县妇联 朱晓丹推荐）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作者 草莓女孩

女人与事业

周末去健身院活动，在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听到一位妈妈跟女

儿在对话，感觉声音好熟悉，我抬起头与那位妈妈对视了几秒钟，双

方都惊呼起来，原来她是我们单位以前的一个前台大堂副理，过去的

她可是青春靓丽，一口英文，每天在大堂迎来送往客人，据说很多大

款客人追求她，前几年听说嫁了个有钱人，过起了少奶奶的生活。今

天看见她虽然还很年轻，可能因为衣着打扮的关系吧，觉得她完全没

有了过去的那种自信和优雅，显得很疲沓。我们寒暄了几句，她带着

女儿出去游泳了，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产生了一些想法。

当今社会，“男耕女织”的时代早已过去，男人要事业，女人也要

事业。女人有了事业才可以独立，因为光靠依赖男人其实是很被动和

苦恼的。男人因为事业有成而自傲，喜欢把女人视为私有品，或者轻

视女人。女人只有经济独立才可以有尊严。

一个女人，只有在精神上独立，才有资本谈论优雅。纵观古今，

那些可算得上优雅的女人，都是事业有成的，例如宋氏三姐妹、希拉

里、撒切尔夫人、吴仪、杨澜、吴小莉等等都有自己的事业。事业有

助于她们优雅，而优雅反过来又促进她们的事业。

有事业的女人不一定优雅，但没有事业的女人一定不会优雅。(这

句话可能太绝对了）尤其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一个女人依附于男人

生活，也不过是“花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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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事业的女人，独立的女人才是最迷人的。因为她们时刻捕

捉社会的精彩，让自己与时尚同步，时刻保持新鲜的感觉。

工作无所谓贵贱好坏，女人只要不断学习并保持思想与时俱进，

才有人生的价值，家庭虽然是女人的精神支柱，而事业也是女人生命

的一部分。当男人离女人而去时，还有事业在等着女人，万一家庭的

支柱坍塌的时候，事业会撑起一片天，会因为工作的成就感而抚平心

灵的创伤。

总之，人生除了爱情还有很多精彩不可错过。事业和爱情并不冲

突，热爱工作的女人更加自信，也可以妩媚动人，事业使得女人更美

丽！（牟定县妇联 高红丽推荐）

你，人间最美四月天

作者 浮华一生淡忘一季

你，人间最美四月天

草木含绿，青山含黛

河水潺潺，笑语潋滟

在这美好的四月里

母亲，把你带到这

多姿多彩的人间

你，人间最美四月天

在群芳争妍的百花园里

比不上冰清玉肌的梨花

比不上凛然带刺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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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不上国色天香的牡丹

只是一株小小蔷薇

花朵星星点点，毫不起眼

也力争绽放自己的华芳

你，人间最美四月天

虽是红颜，蒲苇弱质

却怀男儿之志，生性要强

出得厅堂，入得厨房

经历太多磨难，太多考验

也不忘初心，笑对人生

以沉稳，奏出自己的最强音

活出自己的尊严

你，人间最美四月天

附庸典雅，舞文弄墨

合着诗书而眠

轻握着一份相知

深藏着一份默契

邂逅文学知己

素未谋面，心灵同步

相依相随已三年

你，人间最美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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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步履蹒跚，起步较晚

循着易安、淑真的足迹

一步、两步、三步……

怀着诗与远方的梦

一直走在路上……

（牟定县妇联 王芹推荐）

心有阳光，一路芬芳

作者 彩云追月

人生中，我们难免遭遇着种种纠结。遇到情感，我们纠结；遇到

不满，我们纠结；遇到挫折，我们纠结；遇到烦恼，我们纠结；遇到

迷茫，我们纠结；痴迷于生活中所有的名利欲望，我们纠结。其实，

这些纠结都是因为不够淡定所致。

生活在这个大世界里，有着太多的诱惑，有着太多的不如意，

有着太多的挑战，正是这些“太多”，也给了我们太多的机遇。有些人

在生活的挑战面前，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淡定自若，他就迎来了成

功、自豪和幸福的时刻；有些人畏手畏脚，消极颓丧，悲观绝望，他

就陷入了纠结、烦恼和痛苦的泥潭。切莫说你的幸运指数太低，切莫

说你的努力白费，切莫说生活跟你过不去，只要你保持淡然的心态，

只要你坚持洒脱的价值观，只要你具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我们就一定

能够走出困境，我们就能够做一回不凡的自己！

始终保持淡定的个性，时常放空自己纠结的心灵，努力创造生命

中的快乐，用心营造多彩的生活，尽情享受美好的人生。不管生命的

旅途多么艰辛，我们也不要失去理智，乱了方寸，烟火岁月里，我们

就会乐在其中。

我们的人生，就像大海里航行的船，只要你不抛锚，只要你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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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地远行，就难免遭遇风暴，也难免受损和受伤，但是，也只有乘风

破浪，勇往直前，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人生就像在下棋，没有人能始终把握好人生这盘棋。大风大浪会

让我们始料不及；明争暗斗会让我们心力交瘁；烦心琐事会让我们焦

头烂额。如果因为遭遇了磨难而怨天尤人，如果因为遭遇了挫折而自

暴自弃，如果因为面临逆境而放弃了追求，如果因为受了伤害而一蹶

不振，那么，你就将要走到失败的边缘！

人生没有笔直的路，生活没有好趟的河。弯路，虽然让我们走得

很难、很苦，但也让我们学会了珍惜。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

的伤口，也总会有愈合之日；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再大的坎，也

总会有跨越的时候。

有一幅漫画令人深思：一个登山者正在倾力倒出鞋子中的砂子。

标注是: “使你疲倦的往往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砂子。”

这幅漫画告诉我们：将人击垮的往往不是面临的巨大挑战，而是繁琐

小事造成的倦怠！因为一些小事，我们常常烦恼不已，悲观沮丧，这

完全是不能调控不良情绪所致。不必过于追求风生水起、轰轰烈烈的

人生，平淡才是最后的归宿，安享平淡的生活，在平淡之中追求快乐

充实，就是精彩的人生！许多人不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就不会发现自

己的巨大力量，有时候，灾难的折磨反而会使他们发现真正的自己。

磨难也是如此，它犹如凿子和锤子，能够把生命雕刻出力量和希望。

让我们以阳光的心态笑对生活，做最真、最好、最美的自己！

（牟定县妇联 王利苹推荐）

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一切都会过去

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阅读量比预估数据差很多，特别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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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和自责。当天晚上，满脑子一直想着数据为什么这么差，领导会不

会责怪我，同事会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直到夜里两点还完全没有睡

意。但是第二天要上班，必须强迫自己睡去。苦恼之际，突然想起曾

经看到过的一句话：“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于是，

我便不断在心里默念这句话。念着念着，竟然真的没有那么焦虑了，

大概一二十分钟的时间，也终于缓缓睡去。自那以后，我发现，这句

话，真的真的特别神奇和好用。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时候，

我就在心中默念这句话，所有的坏心情，都会慢慢平复下来。

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一切都会过去

《了凡四训》里曾写：“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

如今日生。”意思就是说，以前的事，就像昨天一样全都已经过去了，

以后的事，就当作从今天刚刚重新开始。确实是这样。已经过去的事

情，总是耿耿于怀，只会让事情更糟。因为误了火车而无比懊悔的人，

肯定还会错过下一班。生气的时候踢石头，疼的是自己的脚。追求别

人表面上的赞赏，其实是将自己的快乐交给别人操纵。真正聪明的人，

不会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而是始终相信，如果事与愿违，一切会过

去。人这一辈子，说白了，无非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不要与往

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更不要与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

去。当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不要总是沉湎于悲伤的情绪，而是应当仰

起头颅，笑着向前看。

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一切都会过去

给大家说一个故事。一个国王曾经在梦中得到了智者赠送的一句

箴言，可以行之终身。只要记住这句话，无论一生中遇到什么荣辱得

失，都能淡然处之。于是，国王耗费巨大的财力打造了一枚极其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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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戒指，并把这句话刻在了戒指上：“一切都会过去。”后来，这位国

王所在的国家遭到了外族的侵略，国王被逼不得不骑马逃离王宫。敌

人穷追不舍，国王逃上了一条绝路，路的尽头是万丈深渊，跳下去一

切都将结束，而身后，追兵随时都会出现，国王甚至能隐约听到敌人

的马蹄声。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刻，国王忽然想起了那枚钻戒上的话：

“一切都会过去。”国王的心顿时平静了下来，带着随从细心观测周围

的环境，竟被他发现一条隐秘的小径，穿过这条小径，国王奇迹般地

摆脱了敌人的追杀。得以喘息的国王重新集结起部队，经过苦战终于

打败了敌人，收复了失地。凯旋那天，人们夹道欢迎，并高声歌颂国

王的英明神武，国王也深深地感到自豪，不禁洋洋得意。这时候，有

人提醒他再看看那枚戒指，国王又看到“一切都会过去”这句话，他的

心随即又归于平静宁和。这个故事看起来很玄乎，一句话而已，哪能

有这么大的能量。但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

当一个人焦虑或者特别开心的时候，很容易膨胀，或者对未来失

去信心，从而影响自己的判断和行动。当他以平常心来面对所遇到的

事情时，就能够很冷静地分析和处理问题，取得的效果一定不会差。

生活的真相，从来都是泥沙俱下，鲜花与荆棘并存。

当你明白好事坏事，终成往事，就能不再慌张，能够更好地去看

待生活中的得与失。

把事看淡，把人看轻，一切都会过去

但也有朋友告诉我，自己很想有一个好心态。但是，在现实生活

中，工作和家庭的琐事、同事关系的处理、朋友的来来往往......总是

有很多事，很多人，会在各方面影响自己的情绪，很难做到真正的云

淡风轻。我告诉他。不妨试试做到这两点。一是学着把人看轻。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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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释迦牟尼说过的那样：“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

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爱你的人，给你温暖

与勇气；你爱的人，让你学会如何爱与分享；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你

如何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学会自省和成长。不管遇见什

么样的人，以感恩的心态去面对他们，人生会豁达很多。看轻人来人

往，做一个生命的旁观者，内心安宁，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二是学着

把事看淡。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很喜欢在 QQ空间里发表说

说，或者发朋友圈，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达一些自己当时的所见所感，

或者一些别人不易察觉的小心思。等到多年之后，再去翻曾经发的说

说、朋友圈，会觉得自己曾经的言论很矫情，恨不得全部删除。其实，

这就是生活的本质，我们现在所在意的、计较的、已得的、未得的，

不过是生命长河里非常短暂的一瞬。不管当初多么欢喜、在意，或者

感到难堪，几年后或者十几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几乎不记得以前具体

发生了什么。往后余生，告诉自己，得也开心，失也淡定，如果事与

愿违，请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牟定县妇联 贾正娟推荐）

泥土的微笑

作者 栖云

我在花园里种满了芬芳的玫瑰花，远远望去，像一片燃烧的晚霞。

我想等朋友来做客的时候，让他们携带些玫瑰回家。我相信朋友捧着

火红的玫瑰渐渐走远的背影，一定能点燃易感的情怀。

有一天，一位非常要好的女友来探望我，我知道她平素最喜欢花

花草草，临别时我说，采一束玫瑰点缀你的闺房，保证十里飘香。

女友轻轻跨进花园，东闻闻，西嗅嗅，神采飞扬，就是不肯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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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没关系，多的是，我又不是花店的老板，不会靠玫瑰赚钱的。说

完我就举起剪刀准备献美。女友急忙拦住，高声叫着不可不可。

“这么美丽的玫瑰剪下来，让人心疼。”她抓紧我的袖子叮咛：“千

万不能剪啊，玫瑰是泥土的微笑，谁忍心杀戮美得醉人的微笑？”

我心里悚然一惊，丑陋的泥土，卑微的泥土，朴素的泥土，因为

玫瑰，露出了惊艳一笑。因为这一笑，让人爱惜非常。

一个朋友在拍卖会上有幸购得一个花瓶，细颈大肚，流光溢彩。

从造型到色泽，如盛唐的化身，雍容，华贵，高傲，悠闲，目空一切。

朋友请大家观赏。每位欣赏者都小心谨慎，生怕碰坏了宝贝。其实不

过是一撮泥土，经过窑烧才成瓷中精品。

江南的紫砂壶玲珑细腻，泥人张的彩塑拍案叫绝，它们不都是泥

土的微笑吗？弥足珍贵。即使曾丑陋，曾卑微，曾朴素，同样让人肃

然起敬。

其实，再平凡的人，也没有理由埋没，只要努力活出精彩，一定

叫人刮目相看。（牟定县妇联 普兰依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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