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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空隙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的生命留下一点空隙，就像两车之间

的安全距离——一点缓冲的余地，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生活的空间，

需借清理挪减而留出；心灵的空间，则经思考开悟而扩展。

打桥牌时，我们手中的牌不论好坏，都要把它打到淋漓尽致；人

生亦然，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我们处理它的方法和态度。

假如我们转身面向阳光，就不可能陷身在阴影里。拿花送给别人时，

首先闻到花香的是我们自己；抓起泥巴想抛向别人时，首先弄脏的也

是我们自己的手。因此，要时时心存好意，脚走好路，身行好事。

光明使我们看见许多东西，也使我们看不见许多东西。假如没有

黑夜，我们便看不到闪亮的星辰。因此，即使我们曾经一度难以承受

的痛苦磨难，也不会完全没有价值。它可使我们的意志更坚定，思想、

人格更成熟。

不要在人我是非中彼此摩擦。有些话语称起来不重，但稍有不慎，

便会重重地压到别人心上；当然，也要训练自己，不要轻易被别人的

话扎伤。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扩展它的宽度；不能改变天

生的容貌，但你可以时时展现笑容；不能企望控制他人，但你可以好

好把握自己；不能全然预知明天，但你可以充分利用今天；不能要求

事事顺利，但你可以做到事事尽心。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多

是负担，是另一种失去；少非不足，是另一种有余；舍弃也不一定是

失去，而是另一种更宽阔的拥有。

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

化，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更不在一颗

所求太多的心中，放下挂碍，开阔心胸，心里自然清静无忧。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shengming/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wenzhang/shenghuosuibi/
http://www.duwenzhang.com/wenzhang/renshengzheli/
http://www.duwenzhang.com/wenzhang/renshengzheli/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taidu/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tongku/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jiazhi/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chengshu/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xiaorong/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kuaile/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yongyou/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shiqu/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meihao/index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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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能让心灵保持明亮，并且拥有一种永恒的宁静。心念意

境如能清明开朗，则展现于周遭的环境，都是美好而善良的。（南

华县妇联 朱必兰推荐）

轻舟已过万重山

人生如海。有时清风徐来，有时汹涌澎湃。谁也无法预料是什么

在前方把我们等待，纵使我们豪情满怀，但太多的意外常常使我们备

感无奈。在生命的舟上，我们的帆，便是心态。

得意的时候，鲜花与掌声之间，我们需要一叶轻帆——淡然的心

态。惟有淡然，我们的舟船才不会被沉重的荣誉和累赘的骄傲压垮，

我们才能扬帆而过驶入另一片更加辉煌的港湾。“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得意的时候需要这样一种依然上进、奋发、淡然

的心态，否则，就只能在乌江边叩石而歌了。拿破仑说：“最危险的

一刻便是胜利的一刻。”须知超然物外，不忘骄兵必败，因此在得意

的时候，让我们为生命之舟挂上淡然的心态。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光芒四射只是波峰

上的一刻，更多的时候，生命的航船是在阴暗无声的波谷里寂寞穿行，

这时候，我们也需要一叶轻帆——激扬的心态。黑暗中尤能衬托光明

的可贵，风雨里最能体现高山的巍峨。一种激扬的心态，即使在暴风

骤雨中仍然昂然前行，用一双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坚信冬天之后

便是春天的微笑，黑夜消失必然迎来黎明。“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

重来未可知”，若项羽在乌江边不被英雄末路的悲慨与绝望压倒，若

他的生命之舟上仍挂着“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一贯激昂，他也许会就此

改写秦皇汉武的辉煌。所以，失意的时候，我们须葆有激扬的心态，

有了它，我们便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xiyue/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yongheng/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shanliang/index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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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红尘，芸芸众生，少的是一生得意，一世潦倒的极至，多的

是平安无事，平淡无奇的凡人尘世。既没有肥马轻裘的得志，也没有

英雄末路的失势。生命的航船在平静无波的江面上无声滑行，久而久

之，变得麻木、机械、黯淡而又老迈。在平凡中，我们还是需要一叶

轻帆——新鲜的心态。因为新鲜，我们才会懂得以感恩的心去迎接每

一天的日出，以带笑的心去面对周围的花草树木，以知足的心去珍爱

平时最普通的一粥一饭一丝一缕。生命即使琐碎，我们也可以活得有

滋有味，正如天上的群星，都是一样的华美。

人生的大海上，让我们用健康的心态来导航指向，得意时淡然，

失意时激扬，平凡时新鲜，这样，即使风雨如磐，命途多舛，有一天

蓦然回首，原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南华县妇联 沈丽琼推荐）

爱的距离

作者 周国平

好的爱情有韧性，拉得开，但又扯不断。相爱者互不束缚对方，

是他们对爱情有信心的表现。谁也不限制谁，到头来仍然是谁也离不

开谁，这才是真爱。

要亲密，但不要无间。人与人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距离，相爱的人

也不例外。婚姻之所以容易终成悲剧，就因为它在客观上使得这个必

要的距离难以保持。一旦没有了距离，分寸感便丧失。随之丧失的是

美感、自由感、彼此的宽容和尊重，最后是爱情。

相爱的人要亲密有间，即使结了婚，两个人之间仍应保持一个必

要的距离。所谓必要的距离是指，各人仍应是独立的个人，并把对方

作为独立的个人予以尊重。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两个人无论多么相爱，仍然是两个不同的个

体，不可能变成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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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道理是，即使可能，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也

是不可取的。

好的爱情有韧性，拉得开，但又扯不断。相爱者互不束缚对方，

是他们对爱情有信心的表现。谁也不限制谁，到头来仍然是谁也离不

开谁，这才是真爱。好的两性关系有弹性，彼此既非僵硬地占有，也

非软弱地依附。相爱的人给予对方的最好礼物是自由，两个自由人之

间的爱具有必要的张力，它牢固但不板结，缠绵但不粘滞。没有缝隙

的爱太可怕了，爱情在其中失去了呼吸的空间，迟早会窒息。心灵相

通，在实际生活中又保持距离，最能使彼此的吸引力耐久。近了，会

厌倦。远了，会陌生。不要走近我，也不要离我远去......

爱情是两颗心灵之间不断互相追求和吸引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应

该因为结婚而终结。以婚姻为爱情的完成，这是一个有害的观念，在

此观念支配下，结婚者自以为大功告成，已经获得了对方，不需要继

续追求了。可是，求爱求爱，爱即寓于追求之中，一旦停止追求，爱

必随之消亡。

好的婚姻应当使爱情始终保持末完成的态势。也就是说，相爱双

方始终保持必要的距离和张力，各方都把对方看作独立的个人，因而

是一个永远需要重新追求的对象，决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加以占有。在

此态势中，彼此才能不断重新发现和欣赏，而非互相束缚和厌倦，爱

情才能获得继续生长的空间。

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

话对女子不公平。其实，“近之则不逊”几乎是人际关系的一个规律，

并非只有女子如此。太近无君子，谁都可能被惯成或逼成不逊无礼的

小人。所以，两性交往，不论是恋爱、结婚还是某种亲密的友谊，都

以保持适当距离为好。

君子远小人是容易的，要怨就让他去怨。男人远女人就难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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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心里明白：“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既不能近之，又不能远之，

男人的处境何其尴尬。那么，孔子的话是否反映了男人的尴尬，却归

罪于女人？

“为什么女人和小人难对付？女人受感情支配，小人受利益支配，

都不守游戏规则。”一个肯反省的女人对我如是说。大度之言，不可

埋没，录此备考。如果说短暂的分离促进爱情，长久的分离扼杀爱情，

那么，结婚倒是比不结婚占据着一个有利的地位，因为它本身是排除

长久的分离的，我们只需要为它适当安排一些短暂的分离就行了。

家是一个窝，我们当然希望自己有一个温暖、舒适、安宁、气氛

浓郁的窝。不过，我们也该记住，如果爱情要继续生长，就仍然会有

种种亦悲亦喜的冲突和矛盾。一味地温馨，试图抹去一切不和谐音，

结果不是磨灭掉夫妇双方的个性，从而窒息爱情，就是造成升平的假

象，使被掩盖的差异终于演变为不可愈合的裂痕。（南华县妇联 叶

婷推荐）

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作者 刘继荣

女儿的同学都管她叫“23号”。她的班里总共有 50个人，每每考

试，女儿都排名 23。久而久之，便有了这个雅号，她也就成了名副

其实的中等生。

我们觉得这外号刺耳，女儿却欣然接受。老公发愁地说，一碰到

公司活动或者老同学聚会，别人都对自家的“小超人”赞不绝口，他却

只能扮深沉。人家的孩子，不仅成绩出类拔萃，而且特长多多。唯有

我们家的“23号”，没有一样值得炫耀的地方。因此，他一看到娱乐节

目里那些才艺非凡的孩子，就羡慕得两眼放光。

中秋节，亲友相聚，坐满了一个宽大的包间。众人的话题，也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7%AD%89%E7%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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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转向各家的小儿女。趁着酒兴，要孩子们说说将来要做什么。钢琴

家，明星，政界要人，孩子们毫不怯场，连那个 4岁半的女孩，也会

说将来要做央视的主持人，赢得一阵赞叹。

12岁的女儿，正为身边的小弟弟小妹妹剔蟹剥虾，盛汤揩嘴，

忙得不亦乐乎。人们忽然想起，只剩她没说了。在众人的催促下，她

认真地回答：“长大了，我的第一志愿是，当幼儿园老师，领着孩子

们唱歌跳舞，做游戏。”众人礼貌地表示赞许，紧接着追问她的第二

志愿，她大大方方地说：“我想做妈妈，穿着印有叮当猫的围裙，在

厨房里做晚餐，然后给我的孩子讲故事，领着他在阳台上看星星。”

亲友愕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老公的神情，极为尴尬。

其实，我们也动过很多脑筋。为提高她的学习成绩，请家教，报

辅导班，买各种各样的资料。孩子也蛮懂事，漫画书不看了，剪纸班

退出了，周末的懒觉放弃了。像一只疲惫的小鸟，她从一个班赶到另

一个班，卷子、练习册，一沓沓地做。可到底是个孩子，身体先扛不

住了，得了重感冒。在病床上，输着液体，她还坚持写作业，最后引

发了肺炎。病好后，孩子的脸小了一圈。可期末考试的成绩，仍然是

让我们哭笑不得的 23名。

后来，我们也曾试过增加营养、物质激励等等，几次三番地折腾

下来，女儿的小脸越来越苍白。而且，一说要考试，她就开始厌食、

失眠、冒虚汗，再接着，考出了令我们瞠目结舌的 32名。

我和老公，悄无声息地放弃了轰轰烈烈的揠苗助长活动，恢复了

她正常的作息时间，还给她画漫画的权利，允许她继续订《儿童幽默》

之类的书报，家中安稳了很久。我们对女儿，是心疼的，可面对她的

成绩，又有说不出的困惑。

周末，一群同事结伴郊游。大家各自做了最拿手的菜，带着老公

和孩子去野餐。一路上笑语盈盈，这家孩子唱歌，那家孩子表演小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C%E5%84%BF%E5%9B%AD%E8%80%81%E5%B8%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6%B2%E6%83%AB%E7%9A%84%E5%B0%8F%E9%B8%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F%A0%E8%8B%97%E5%8A%A9%E9%95%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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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没什么看家本领，只是开心地不停鼓掌。她不时跑到后面，照看

着那些食物，把倾斜的饭盒摆好，松了的瓶盖拧紧，流出的菜汁擦净，

忙忙碌碌，像个细心的小管家。

野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两个小男孩，一个奥数尖子，

一个英语高手，同时夹住盘子里的一块糯米饼，谁也不肯放手，更不

愿平分。丰盛的美食源源不断地摆上来，他们看都不看，大人们又笑

又叹，连劝带哄，可怎么都不管用。最后，还是女儿，用掷硬币的方

法，轻松地打破了这个僵局。

回来的路上，堵车，一些孩子焦躁起来。女儿的笑话一个接一个，

全车人都被逗乐了。她手底下也没闲着，用装食品的彩色纸盒，剪出

许多小动物，引得这群孩子赞叹不已。到了下车的时候，每个人都拿

到了自己的生肖剪纸。听到孩子们连连道谢，老公禁不住露出了自豪

的微笑。

期中考试后，我接到了女儿班主任的电话。首先得知，女儿的成

绩，仍是中等。不过他说，有一件奇怪的事想告诉我，他从教 30年

了，第一次遇见这种事。

语文试卷上有一道附加题：你最欣赏班里的哪位同学，请说出理

由。除女儿之外，全班同学竟然都写上了女儿的名字。

理由很多：热心助人，守信用，不爱生气，好相处等等，写得最

多的是，乐观幽默。班主任还说，很多同学建议，由她来担任班长。

他感叹道：你这个女儿，虽说成绩一般，可为人实在很优秀啊。

我开玩笑地对女儿说，你快要成为英雄了。正在织围巾的女儿，

歪着头想了想，认真地告诉我说，老师曾讲过一句格言：当英雄路过

的时候，总要有人坐在路边鼓掌。她轻轻地说：“妈妈，我不想成为

英雄，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我猛地一震，默默地打量着她。她安静地织着绒线，淡粉的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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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针上缠缠绕绕，仿佛一寸一寸的光阴在她手里吐出星星点点的花

蕾。我心里，竟是蓦地一暖。

那一刻，我忽然被这个不想成为英雄的女孩打动了。这世间有多

少人，年少时渴望成为英雄，最终却成了烟火红尘里的平凡人。如果

健康，如果快乐，如果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我们的孩子，又何妨做

一个善良的普通人。

长大成人后，她一定会成为贤淑的妻子，温柔的母亲，甚至，热

心的同事，和善的邻居。在那些漫长的岁月里，她都能安然地过着自

己想要的生活。作为父母，还想为孩子祈求怎样更好的未来呢? （南

华县妇联 彭晓燕推荐）

为别人撑伞

在晚清的历史上，胡雪岩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他从一个小店的伙

计白手起家，成为历史上少有的红顶商人。

有一名商人在生意中惨败，需要大笔资金周转。为了救急，他主

动上门，开出低价想让胡雪岩收购自己的产业。胡雪岩却给出正常的

市场价来收购对方的产业。那个商人惊喜而又疑惑，实在是不解胡雪

岩为何到手的便宜都不占，坚持按市场价来购买。手下们不解地问胡

雪岩，为啥送上门的肥肉都不吃，不但不趁对方急需钱叫低价格，还

倒给对方银子。

他就讲诉了一段自己的遭遇：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只是店里的小

伙计，经常帮着东家四处催债。一次，正赶往另一户债主家中的我遇

上了大雨，路边的一位陌生人也被雨淋湿。正好那天我随身带了伞，

便帮人家打伞。后来，每到下雨时，我便常常帮一些陌生人打伞。时

间一长，那条路上认识我的人也就多了。有时，我自己忘了带伞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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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因为会有很多我帮过的人也来为我打伞。

胡雪岩笑了笑又说：“你肯为别人付出，别人才愿为你付出。刚

才那位商人的产业可能是几辈人慢慢积攒下来的，我要是占了他便

宜，人家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这不是投资，而是救人。”众人

听后，都沉默不语。在那之后，人人都知道了胡雪岩的义举，官府百

姓都对胡雪岩尊敬不已。

胡雪岩的生意也好得出奇，无论经营哪项行业，总会有人帮忙，

也有数不清的客户来捧场。

不在别人遇到苦难时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不在别人落难时不闻

不问，落井下石。肯为别人打伞，才是一生最大的财富。

赫本说过一句话：人有两只手，一只是用来帮助自己，一只是用

来帮助别人。其实，助人，是一种储蓄。所谓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事物都是相互作用的，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会使自己强大起来，

也会得到出乎意料的福报。

有些时候，我们只要付出小小的爱心，却能收获满满。所以，勿

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行善助人并非什么难事，只要尽己

所能便是很好。

人生在世，并不是充满竞争和掠夺，更多的是互助共赢。

行善积德，助人助己。有了这种人格，你的人生定会收获物质和

精神的双重富足。(南华县妇联 张晓萍推荐)

心怀感恩，选择快乐

对于一个人来说，快乐的活着就是成功的人生，所以谁都会渴望

自己能够拥有更多的快乐，然而快乐却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于是有

的人开始怨天忧人，怪上天不偏爱自己，怪命运多桀，抱怨事业不顺、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kuaile/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chenggong/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wenzhang/renshengzh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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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不和……其实这些都不是您不快乐的决定因素，真正决定您快乐

与否的只是您自己！

快乐其实是一种心境，一种精神状态。快乐发自您内心，您可以

随时创造一种“我很快乐”的心境，大多数人要多快乐，就会有多快乐。

如何才能使我们获得快乐呢？

微笑：如果您一直使自己的情绪处于低落的状态，例如您肩膀下

垂、走起路来双腿仿佛有千斤重似的，那么您就真会觉得情绪很差。

您要是一脸哭相，没有人愿意理睬您。那么要怎样改变呢？很简单，

您只要深吸口气，抬起头来挺起胸，脸上露出微笑，并摆出生龙活虎

的架势就行了。微笑和打哈欠同样会传染的，如果您真诚地对一个人

展颜而笑，他实在无法对你生气。

放松：快乐的人总是这样对自己说：我觉得快乐，我会在各方面

干得越来越好，我会越来越快乐。您反复地对自己说一些话，如“我

很放松”、“我很平静”等等，时间久了这些话就会进入你潜意识中。

忆趣：现在，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下幻想愉快的心理图像。首先，

放松您的下巴，抬起您的脸颊，张开您的嘴唇，向上翘起你的嘴角，

对自己说“忆些趣事”。把快乐图像化，像一部电视剧一样对自己播放，

这就是愉快的心理图像法。

大声讲话：受压抑的人说话声音明显地细小，表现得自信心不足，

一点也不快乐。所以您要尽量提高音量，但不必对别人大声喊叫。您

只要有意识地使声音比平时稍大就行。

抬头挺胸：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遭受打击、被别人排斥的

人走路都拖拖拉拉很懒散，显得很邋遢，完全没有自信。另一种人则

表现出超凡的信心，他们走起路来比一般人快，像是在短跑。抬头挺

胸走快一点，您会感到快乐滋长。

利用自己的优点：假如有人告诉您“你在电话里很会说话”。您认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neixin/index1.html
http://www.duwenzhang.com/huati/weixiao/index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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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没什么了不起。然而要知道，有许多人都觉得这么做非常困难，

因此这的确是您值得骄傲的优点。快乐的来源是发现并利用您的真正

的优点，这使您的自我意识变得更加美好，您也就愈快乐。

分享：一个人问上帝：“为什么天堂里的人快乐，而地狱里的人

却不呢？”于是上帝带他来到地狱，他看到许多人围坐在一口大锅前，

锅里煮着美味的食物，可每个人都又饿又失望，因为他们手里的勺子

太长，没法把食物送到自己口中。接着，他们又来到天堂，这里的勺

子也很长，可是人们用勺子把食物送到了别人的嘴里。与别人分享快

乐可以使快乐永驻。

感恩：您若能学会心怀感激，就会减少很多愤怒，您只有心怀

感激，才会真正快乐起来；若一个人就只有怨怼，您的心情自然好

不起来。一句话说得好：思之而存感谢。感恩的心为您开创快乐的

奇迹。（南华县妇联 李银丽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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