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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作者 明心

众生皆非完美，人难免有错误。犯错不推诿责任，先从自己身上

找原因是一个人植根于内心的教养。与其推卸责任，不如反躬自省，

改正错误。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进步，在于他能够不断地自我反省，以

追求完美的态度去做事，从而取得成功，超越自我。

自省是植根于内心的教养，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

么？是把责任推卸给外部因素，还是首先想到自己的问题？遇到问

题，与其推卸责任，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才能更快解决问题。

常思己过，是一种植根于内心的教养。

曾经，有一位年轻人因为工作经验欠缺，工作出现漏洞，使得一

笔贷款难以收回。这位年轻人知道自己犯错后，生怕因此丢了工作，

非常焦虑。

但是他的领导却并没有因此勃然大怒。领导认为责任不能全怪下

属，因为那笔贷款发放单上自己也签了字，下属只是未摸准情况而已，

自己也应负一定的责任。通过领导处理问题的态度，就可以体现出来

他是个怎样的人。在人际往来中，遇到问题不指责别人，不推卸责任，

而是能对自己做出反省的人，一定是个有教养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像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但是，却

可以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反思自己，而不是一味推卸责任。善于自

省，在错误中成长，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必修课。现实生活中，有很

多人总喜欢一遇事就把责任推给其他人。与其说这是人性的本能，不

如说就是一种没教养的体现。从不主动反省自己，不但没有任何帮助，

有时候还容易引起矛盾。老子说：“大道之行，不责于人。”懂得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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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能善待他人。不推诿责任，时刻反省自己，是一个人不可多

得的教养。

自省才能自明。海涅曾说过：“反省是一面镜子，它能将我们的

错误清清楚楚地照出来，使我们有改正的机会。”“镜子”让我们看到

自己的不足，并主动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虚心检讨自己，去改正自己

的不足，从而让自己越来越好。

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大师，晚年即使已经享誉盛名的他，也

没有被赞誉冲昏头脑，没有忘记自省。1952年的一天，诗人艾青带

着一幅齐白石很久以前的画，拜访已经 88岁高龄的齐白石，请他鉴

定真伪。齐白石很认真仔细的拿出放大镜看了半天，确实是自己年轻

时候的作品。他回忆起自己当年作这幅画的情景，当即想用自己刚刚

完成的两幅画和艾青交换。艾青赶紧把画收起来，抱在怀里说：“您

就是拿 20幅，我也不换。”这件事情过去后，齐白石老人便开始进行

自我反省。他不禁感叹道：“现在人们对我的评价都很高，连我自己

都有点洋洋自得了，那天看了艾青的一幅十年之前的我画的画，让我

感触很深啊，今天和以前相比，退步实在是太大了。”从那以后，他

开始练习最基础的绘画技术描红，每天都坚持画画，从不懈怠。正是

凭借着这样一种孜孜不倦、谦虚好学的态度，即使是在晚年，齐白石

的作品依旧继续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喜爱。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自省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境

界，它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一个人。很多时候，发现自己缺点比发现

自己的优点更重要。有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人无完人，没有

人是完美的。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我们总

会遇到各种各样不顺心的事情。这时候难免会有人抱怨世界不公，感

叹自己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命运和别人的身



- 3 -

上，却从来不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不能反省自己的人永远不会进步，

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需要经常反省自己，总结经验教训。一个人如

果失去自省的能力，他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更不能自救。自省让我

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

成功的人离不开自省。想到那句话：“如果每个人都能把反省提

前几十年，便有一半的人可能让自己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这让我

想起发生在夏朝的一个故事：诸侯有扈氏率兵入侵夏的都城，夏禹派

他的儿子伯启抵抗，结果伯启战败了。他的部下认为是对方使用诡计

才战败，很不服气，劝说伯启继续进攻。但是伯启说：“不必了，我

的兵比他多，地也比他大，却被他打败了，这一定是我的原因。可能

是我的德行不如他，带兵方法不如他的缘故。从今天起，我一定要努

力改正过来才是。”自此以后，伯启每日督促自己，早起亲自操练军

队。任用贤能，尊重有品德的人。为求得贤良的辅佐，甚至亲自上门

求教。一年后，有扈氏不但不敢再来侵犯，反而自动投降了。做任何

事，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不要怪别人，要先“反求诸己”，自己是不是

做得不够好。所以说：成功的人离不开自省。

自省是一种懂得为自己负责的人生态度，也是一个人成功的最重

要的因素之一。稻盛和夫说的：“只有天天反省的人，才会磨练自己

的心智。”

如果你真的做到坦然面对自己的错误，接纳自己的不足，做到每

天自省，你就会发现：人生真的不一样！情感大师涂磊说的一句话：

人类最伟大的力量不是创造，而是自省。人生漫漫，难免会有低谷的

时候，如果不懂得自省，只会不断地摔倒，只有自省才能让人避免一

错再错。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不会犯错误，而是因为他

懂得时刻反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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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自省，才能少摔很多跟头，少走很多弯路。愿你我都有这样

的自觉，每日三省吾身，努力成为更好的人。（姚安县妇联 张春艳

推荐）

家有母亲

作者 赵海宁

父亲去世 10年后，在我的“软硬兼施”下，母亲终于同意来郑州

跟着我——她最小的女儿一起生活。这一年，母亲 70岁，我 40岁。

70岁的母亲瘦瘦的，原本只有一米五的身高，被岁月又缩减了

几厘米，看起来更加瘦小，面容却仍然光洁，不见太多沧桑的痕迹，

头发亦未全白，些许黑发倔强地生长着。

我们借了一辆车回去接她，她早把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屋收拾妥

当，整理好了自己的行李。那些行李中有两袋面，是她用家里的麦子

专门为我们磨的，这种面有麦香。但那天，那两袋面我决定不带了，

因为车的后备箱太小，我们要带的东西太多。

母亲却坚持把面带着。一定要带，她说。她这样说的时候，我忽

然愣了一下，看着她，便想明白了什么，示意先生把面搬到里屋，我

伸手在外面试探着去摸。果然，在底部，软软的面里有一小团硬硬的

东西。如果我没猜错，里面是母亲要给我们的钱。把钱放在粮食里，

是母亲很多年的秘密。

十几年前，我刚刚结婚，在郑州租了很小的房子住，正是生活最

拮据的时候。那时，我最想要的不是房子，不是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只是一个像样的衣柜。

就是那年冬天，母亲托人捎来半袋小米。后来先生将小米倒入米

桶时，发现里面藏着 500块钱，还有一张小字条，是父亲的笔迹：给

梅买个衣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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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嫁时，母亲给我的嫁妆中已有买衣柜的钱。后来她知道我将这

笔钱挪做他用，便又补了过来。那天晚上，我拿着 10元一张厚厚的

一沓钱，哭了。

那些年，母亲就是一次次把她节省下来的钱放在粮食里，让人带

给我，带给大姐二姐，在我们都出嫁多年后，仍贴补着我们的生活。

但那些钱，她是如何从那几亩田里攒出来的，我们都不得而知。

这一次，即使她随我们同行，也还是将钱放到了面袋里，在她看来，

那是最安全的。

面被带回来后，我把钱取出来交还母亲，母亲说，这是我给童童

买车用的。童童是她的外孙，这段时间他一直想要辆赛车，因为贵，

我没有给他买，上次回老家，他许是说给母亲听了，母亲便记下这件

事。

2000块，是她几亩地里一年的收成吧，我们都不舍得，但她舍

得。

记忆中，母亲一直是个舍得的人，对我们，对亲戚，对左邻右舍，

爱舍得付出，东西舍得给，钱舍得借，力气也舍得花。有时不知道她

一个瘦小的农村妇人，为什么会这样舍得。

母亲住下来，每天清晨，她早早起来做饭，小米粥、小包子、鸡

蛋饼……变着花样儿。中午下班我们再也不用急赶着去买菜，所有家

务母亲全部包揽，阳台上还新添了两盆绿莹莹的蒜苗。

有了母亲的家，多了种说不出的安逸。

母亲带来的两袋面，一袋倒入桶里，另外一袋被先生放到了阳台

上。过了几天，我却发现阳台地板上的那袋面被移到了高处的平台上

晾晒。

先生是个粗心的人，应该不会是他放的，我疑惑地问母亲，她说，

啊，我放上去的，晒晒，别坏了。我一听就跟她急了，那平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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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多高 ，那袋面，六七十斤，身高不足一米五，体重不足 90斤的母

亲，竟然自己把它搬了上去。我冲她大喊，你怎么弄上去的？那么沉，

闪着腰怎么办？砸着你怎么办？出点儿什么事怎么办……一连串地

凶她。

她却只是笑，围着围裙站在那里，等我发完脾气，小声说，这不

没事吗？有事就晚了！我还是后怕，但更多的是心疼。直到母亲向我

保证，以后不再干任何重活，我才慢慢消了气。

母亲来后不久，有天对先生说，星期天你喊你那些同学回家来吃

饭吧，我都来了大半个月了，没见他们来过呢。

先生是在郑州读的大学，本市同学的确很多，关系也都不错，起

初还会在各家之间串门，但现在，大家都已习惯了在饭店里聚会。城

市生活就是这样繁华而淡漠，不是非常亲近的，一般不会在家里待客

了。

我便替先生解释，妈，他们经常在外面聚呢。母亲摇头，外面哪

儿有家里好，外面饭菜贵不说，也不卫生。

再说了，哪儿能不来家呢？来家才显得亲。然后，母亲态度坚决

地让先生在周末把同学们带回家来聚一聚。我们拗不过她，答应了。

先生分别给同学中几个关系最亲近的老乡打了电话，邀请他们周

末来我们家。周末一整天，母亲都在厨房忙碌。

下午，先生的同学陆续过来了，象征性地提了些礼品。我将母亲

做好的饭菜一一端出，那几个事业有成、几乎天天在饭店应酬的男人，

立刻被几盘小菜和几样面食小点吸引过去。其中一个忍不住伸手捏起

一个菜饺，喃喃说，小时候最爱吃母亲做的菜饺，很多年没吃过了。

母亲便把整盘菜饺端到他面前，说，喜欢就多吃，以后常来家里

吃，我给你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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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男人点着头，眼圈忽然就红了，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他

也已经很久没回过家乡了。

那天晚上，大家酒喝得少，饭却吃得足，话也说得多。那话的内

容，也不是平日在饭店里说的生意场或单位里、社会上的事。很少提

及的家事，被慢慢聊起来，说到家乡，说到父母……竟是久违的亲近。

那以后，家里空前热闹起来。

母亲说，这样才好，人活在世上，总要相互亲近的。

母亲来后的第三个月，一个周末的下午，有人敲门，是住在对面

的女人，端着一盆洗干净的大樱桃。

女人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送给大娘尝尝。

我诧异不已，当初搬过来时，因为装修走线的问题，我们和她家

闹了点儿矛盾。原本就不熟络，这样一来，关系更冷了下来，住了 3

年多，没有任何往来。

连门前的楼道，都是各扫各的那一小块儿地方。她冷不丁送来刚

刚上市的新鲜樱桃，我因摸不着头脑，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

她的脸就那样红着，有点儿语无伦次，大娘做的点心，孩子可爱

吃呢……我才恍然明白过来，是母亲。

母亲并不知道我们有点儿过节儿，其实即使知道了，她还是会那

么做，在母亲看来，“远亲不如近邻”是句最有道理的话。所以她先敲

了人家的门，给人家送小点心，送自己包的粽子，还送自己种的新鲜

小蒜苗……诚恳地帮我们打开了邻居家的门。

后来，我和那女人成了朋友，她的孩子也经常来我们家，奶奶长

奶奶短地跟在母亲身后，亲好得犹如一家人。

邻居们，不仅仅是对门，前后左右，同一个社区住着的许多人，

母亲都照应着。她常在社区的花园和先生同事的父母聊天，帮他们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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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孙子。不仅如此，还有物质上的往来，母亲常常会自制一些风味小

点，热情地送给街坊四邻，这也是母亲在农村生活时养成的习惯。

小点心虽然并不贵重，却因有着外面买不到的醇香味道，充满了

浓浓的人情味。

有一次，得知先生一个同事的孩子患了白血病，母亲要我们送些

钱过去。

因为是来往并不亲密的同事，我们只想象征性地表示一下，母亲

却坚决不答应，说，人这辈子，谁都可能会碰到难事，你舍得帮人家，

等你有事了，人家才会舍得帮你。孩子生病对人家是天大的难事，咱

们碰上了，能帮的就得帮。我们听了母亲的。

在母亲过来半年后，先生竟然意外升职，在单位的推荐选举上，

他的票数明显占了优势。先生回来笑着说，这次是妈的功劳呢，我这

票是妈给拉来的。

我们才发现，最近我们的人际关系竟然空前好起来，那种好，明

显地少了客套多了真诚。一个字都不识的母亲，只是因为舍得，竟不

动声色地为我们赢得了那么多，是我们曾经一直想要赢来却一直得不

到的。

再想她说过的话，你舍得对人家好，人家才会舍得对你好。于她，

这是一个农村妇人最朴实本真的话；于我们，无疑是一个太过深刻的

道理。

温煦的日子里，我很想带母亲到处走走。可母亲因为天生晕车，

坐次车如生场大病，于是常拒绝出门。

那个周末，我决定带她去动物园。母亲说，没有见过大象呢。动

物园离家不远，几站路的样子。母亲说，走着去吧。我不同意，几站

路，对一个 70岁的老人，还是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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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她又坚决不坐车，我灵机一动，妈，我骑车带你去。母亲笑着

同意了。我推出车子，小心地将她抱到前面的横梁上，一只胳膊刚好

揽住她。抱的时候，心里一疼，她竟然那么轻，蜷在我身前，像个孩

子。

途中要经过两个路口，其中一个正好在闹市区。小心地骑到路口，

是红灯，我轻轻下车，还未站稳，却有警察从人流中穿过来，走到我

面前说，不许带人你不知道吗？还在前面带。说完，低头便开罚单。

母亲愣了一下，攥着我的胳膊要下来，我赶忙扶稳她，跟那个年

轻的警察说了声对不起，解释说，我母亲晕车，年纪大了，不能坐车，

我想带她去动物园看看……

警察也愣了一下，这才看清我带的是一位老人，还不等他说什么，

母亲责备我，你怎么不告诉我城里骑车不让带人呢？然后坚持要下

来。我正不知所措，那个警察伸手一把搀住了母亲，大娘，对不起，

是我没有看清楚，城里只是不让骑车带孩子，您坐好。

然后他忽然抬起手，向我认认真真地敬了个礼。接着，他转身让

前面的人给我腾出一个空间，打着手势，阻止了四面车辆的前行，招

手示意我通过。

我带着母亲，缓缓地穿过那个宽阔的路口，四面的车辆静止行人

停步，只有我带着母亲在众人的目光里骄傲前行。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厚重的礼遇。因为母亲，因为舍

得给予她一次小小的爱，一个萍水相逢的年轻警察，便舍得为我破例，

舍得给我这样高的尊敬。

这礼遇，是母亲送给我的。

母亲是在跟着我第三年时查出肺癌的。结果出来以后，有个做医

生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如果为老太太好，不要做手术了，听天命尽

人事吧。这是一个医生不该对患者家属说的话，却是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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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先生商议过后，决定听从医生的安排，把母亲带回了家。又决

定不向母亲隐瞒，于是对她讲了实情。母亲很平静地听我们说完，点

头，说，这就对了。然后，母亲提出要回老家。

母亲在世的最后一段时间，我陪在她身边。药物只是用来止疼，

抵挡不了癌症的肆虐。她的身体飞快地憔悴下去，已经不能站立，天

好的时候，我会抱她出来，小心地放在躺椅上，陪着她晒晒太阳。

她渐渐吃不下饭去，喝口水都会吐出来，却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

痛苦的神情，那些许黑发依旧倔强地蓬勃着，面容消瘦却光洁，只要

醒着，脸上便漾着微微的笑容。

那天，母亲对我说，你爸他想我了。妈，可是我舍不得。我握着

她的手，握在掌心里，想握牢，又不敢用力，只能轻轻地。梅，这次，

你得舍得。她笑起来，轻轻将手抽回，拍着我的手。但是这一次，母

亲，我舍不得。我说不出来，心就那么疼啊疼得碎掉了。

母亲走的那天，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村头排到村尾，除了亲

戚，还有我和先生的同学、朋友、同事，我们社区前后左右的邻居

们……很多很多人，里面不仅有大人，还有孩子，是农村罕见的大场

面。

队伍缓缓穿行，出了村，依稀听见围观的路人中有人议论，是个

当官的吧？或者是孩子在外面当大官的……

母亲这一生，育有一子三女，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不官不商。

母亲本人，更是平凡如草芥，未见过大的世面，亦没有读过书，没有

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她只是有一颗舍得爱人的心。

而她人生最后的盛大场面，便是用她一生的舍得之心，无意间为

自己赢得的。（姚安县妇联 李丽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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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老的路上，变好

作者 陈阿咪

在变老的路上，我们都是一路走一路扔。扔掉年轻时的幼稚，天

真，也一路拾起成熟和坚韧。回望过去，感恩岁月把我们变成了更好

的自己。在变老的路上，学会放下迷茫的岁月，终究是过去了。那时

候，一无所有，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你崩溃；被伤害到遍体鳞伤时，

就会陷入自我怀疑。挫败和焦虑，也如影随形。好在时过境迁，已经

过坎三千。

他们都说，是因为人越成熟，所以越通透。其实，不过是因为，

看过了不少事，见过了不少人，也越来越明白这个世界不会按照自己

的意愿走。吃了很多亏，受了很多罪，也愈加明白了对很多事即使用

尽全力，结果也是无能为力。干脆学着放下，让结果随缘，不再过多

奢望以及强求。

他们说，“放下，是因为强大。”我倒觉得：是因为看透，所以不

再困惑。因为经历，所以冷静。是岁月让我们强大，让我们成熟到无

所畏惧。是强大，让我最终学会放下。

在变老的路上，学会断舍离，到了这个年纪，很多事都不挂心头

了。该舍的舍，原本舍弃不了的，也都慢慢学会割舍。

以前的我们，周转于各种聚会，害怕孤独。现在的我们，更享受

一个人的闲情。以前的我们，一遇到喜欢的物件便满心欢喜地买回去，

堆在家里落灰，也不舍得丢弃。现在的我们，喜欢变得难，物欲变得

很低，不合适的东西，干脆断舍离。

以前的我们，爱恨分明，喜怒分分钟展示于眉梢。现在的我们，

喜怒不行于色，再爱再恨，也是克制在心里。

勺布斯曾经提出过成年人交际守则：对不喜欢的人，可以远离的

就远离，不能远离的就在心里保持距离。成长的路上，我们正在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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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舍离掉多余的社交，多余的物件，以及多余的情绪。看似水流年，

听心静如水，恋尘世浮华，不写红尘纷扰，不叹世道苍凉，不惹情思

哀怨。清净做自己，方得自在。如此，甚好。

在变老的路上，感恩遇见我们每天都在迎来送往。有人来了，就

此留下，也有不少人，只是短暂地驻足停留。释迦牟尼说：无论你遇

见谁，他都是你生命里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绝非偶然，

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有的人教会你爱和勇气，有的人教会你坚

强和独立……即便知道未来不可知，但是也无比感恩这种缘分的可

贵。离开也好，陪伴也罢，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能够遇见你，便是一

种幸运。

佛说：和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缘是劫。一段缘，一段情，

一段相遇，遇见皆是有缘，缘散便是过客。怀着感恩之心生活，所见

皆是风景。做个惜缘之人，所遇都是幸运。以虔诚的真心，结交三观

相同的朋友，去爱想爱的人。缘分的路上，以真心换真心，换不来就

死心。无论结局如何，感恩这一路遇见的人，因为有你们：家人，爱

人，朋友，让我们在这人间不再孤独。

在变老的路上，可爱地活着。年岁越是增加，越不能丧失掉童心。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人这一生，多的是痛苦，少的是舒服。

所以，真正强大的人，都懂得从苦里熬出花来。

即便现实再难，也能从苦里找出生活的乐趣。有句话说得好：纯

真的人，不代表没有见过世界的黑暗，恰恰因为见到过，才知道纯真

的好。雨大没撑伞又怎样，雨中漫步不是别有情调，还能意外遇见一

抹彩虹；天黑夜路没有灯又怎样，不远处一定有璀璨灯火，还能赏一

片清幽；喜欢的人不喜欢你又怎样，给你空出真爱的位置，好邂逅更

合适的人……

乐观点，快乐点，生活的黑暗最怕个性的阳光。你要做个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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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不烦世事，满心欢喜。岁月静好，微风不燥，在变老的路上，

一点点变更好。 （姚安县妇联 杨菊存推荐）

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

作者 十九

1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人生在世，不过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是谁都能感同身受，

也不是谁都会喜欢你，体谅你，懂得你。很多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

里，就是用来怀念、错过、感叹的。谢谢那些陪我走过一程的人，你

不懂我，我真的不怪你，我也没能照顾好你，但我们不负彼此，就足

够了。我们相识一场，彼此善良，如果愿意彼此了解，彼此体谅，那

我们可以慢慢懂得彼此。懂，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人和人，都是相互的。

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听我倾诉，我一定给你肩膀靠；

你知我冷暖，我一定体谅你的悲欢。可，我也知道，不是所有付出，

都有回响。但，我也不会怪你，因为人与人之间，都是有磁场的，我

们磁场不对，怪不得你。扎西拉姆的《当你途经我的盛放》里写过：

“有缘的人会看到，懂的人会懂。”

相遇在天，相守在人，懂我的人总会懂，不懂我的，强求也徒劳。

余生呐，我要继续寻找那个懂我的人，永远保持光和热，不放弃，不

抱怨，不计较。

2

懂，是世界上最温情的语言

一杯热水，能暖手；一句懂得，能暖心。我们都经历过低谷，挫

折，没人理会，没人懂得的时光，那很难熬。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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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脆弱，而是因为，当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那种孤独、无助

的感觉，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很多爱，不过想

要一份恰到好处的懂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世间最好的默契，不

是有人懂你说出的故事，而是有人懂你说不出的心事。”

是的，我们都很独立，能不麻烦别人的事，就绝对不麻烦别人，

可是有些心情，真的希望有人能懂，给句安慰，让个肩膀。懂，可遇

不可求。喜欢你的人，不一定懂你；但懂你的人，一定能暖你心。生

活多苦涩，懂心的人，才能排忧解难；岁月多纷扰，懂心的人，才能

编织希望。

余生不长，希望那么一个人，懂我的欲言又止，沉默寡言，口是

心非。

3

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懂你的人却可遇不可求。真爱难寻，知己

难遇，若有一人，愿意暖你，懂你，那请好好珍惜他。

时间会留下对的人，那个看你眼神就知道你开心与否、听你说话

就知道要给你拥抱、知道你心里苦但很少讲大道理的人，是你终生都

在寻觅的人。

汪国真说过一句话：“一种友情，当你需要的时候，会默默来到

你身边，他的眼睛和心能读懂你，更会用手挽起你单薄的臂弯。”心

若向你，长相可抛；心若懂你，才最重要。很多人喜欢你，嘴上说爱

你，其实根本不理解你的辛苦。你把一切悲伤都藏在心里，你把眼泪

都藏在面具之下，就是希望有人能看看你的心，拆掉你的面具。

爱是一时的，懂是一生的，比起甜言蜜语，我期待戳心的安慰。

很多时候，那些想不开的事，并不需要长篇大论的开导，往往一句“我

知道你很辛苦”、“你真的很棒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别怕，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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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都在”，就足够温暖人心。

经历的越多，就知道人心难测，外表真的不重要，若真心对我好，

就是最宝贵的财富。

越长大，越懂得：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姚安县妇联 周

烨推荐）

月到天心

作者 林清玄

二十多年前的乡下没有路灯，夜里穿过田野要回到家里，差不多

是摸黑的，平常时日，都是借着微明的天光，摸索着回家。

偶尔有星星，就亮了很多，感觉到心里也有星星的光明。

如果是有月亮的时候，心里就整个沉淀下来，丝毫没有了黑夜的

恐惧。在南台湾，尤其是夏夜，月亮的光格外有辉煌的光明，能使整

条山路都清清楚楚地延展出来。

乡下的月光是很难形容的，它不像太阳的投影是从外面来，它的

光明犹如从草树、从街路、从花叶，乃至从屋檐下、墙垣内部微微地

渗出，有时会误以为万事万物的本身有着自在的光明。假如夜深有雾，

到处都弥漫着清气，当萤火虫成群飞过，仿佛是月光所掉落出来的精

灵。

每一种月光下的事物都有了光明，真是好！

更好的是，在月光底下，我们也觉得自己心里有着月亮、有着光

明，那光明虽不如阳光温暖，却是清凉的，从头顶的发到脚尖的指甲

都感受月的清凉。

走一段路，抬起头来，月亮总是跟着我们，照着我们。在童年的

岁月里，我们心目中的月亮有一种亲切的生命，就如同有人提灯为我

们引路一样。我们在路上，月在路上；我们在山顶，月在山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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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边，月在江中；我们回到家里，月正好在家屋门前。

直到如今，童年看月的景象，以及月光下的乡村都还历历如绘。

但对于月之随人却带着一丝迷思，月亮永远跟随我们，到底是错觉还

是真实的呢？可以说它既是错觉，也是真实。由于我们知道月亮只有

一个，人人却都认为月亮跟随自己，这是错觉；但当月亮伴随我们时，

我们感觉到月是唯一的，只为我照耀，这是真实。

长大以后才知道，真正的事实是，每一个人心中有一片月，它是

独一无二、光明湛然的，当月亮照耀我们时，它反映着月光，感觉天

上的月也是心中的月。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心里都有月亮埋藏，只

是自己不知罢了。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放散月的

光明，那是知觉到自己就是月亮的人。

这是为什么禅宗把直指人心称为“指月”，指着天上的月教人看，

见了月就应忘指；教化人心里都有月的光明，光明显现时就应舍弃教

化。无非是标明了人心之月与天边之月是相应的、含容的，所以才说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即使江水千条，条条里都有一

轮明月。从前读过许多诵月的诗，有一些颇能说出“心中之月”的境界，

例如王阳明的《蔽月山房》：

“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

确实，如果我们能把心眼放开到天一样大，月不就在其中吗？只

是一般人心眼小，看起来山就大于月亮了。还有一首是宋朝理学家邵

雍写的《清夜吟》：

“ 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

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月到天心、风来水面，都有着清凉明净的意味，只有微细的心情

才能体会，一般人是不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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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月，如果只看到天上之月，没有见到心灵之月，则月亮只

是极短暂的偶遇，哪里谈得上什么永恒之美呢?

所以，回到自己，让自己光明吧！(姚安县妇联 代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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