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底气

大凡小学生，都希望自己
的老师是天底下最漂亮的。我
读小学四年级时，新换的班主
任洪老师就有着一双大眼睛。
她上的是语文课，常常布置我
们回家背书，第二天当堂检
查。我那时比较乖顺，很少有
忘了背诵的。可是奇了怪了，
许多时候我都能倒背如流了，
只盼着老师能叫我，却总是落
空；偶尔贪玩没背全，暗地里
嘀咕着“别叫我，别叫我”时，
偏偏被点到了名！

后来有一次我闹起了情
绪，洪老师就把我带到办公
室。“你是不是觉得冤枉，为
什么总在你背不出的时候叫
你？”见我瞪起一双写满问号
的眼睛盯着她，她便微微一
笑，“其实你背得出背不出，
有没有底气，我从你的眼神
里就能看出来！不过，我这样
做确实有点伤你自尊心，下
次我一定在你背得出的时候
也叫你，好吗？”

洪老师说的这番话，从
此被记在心头，而随着年岁
渐长，我发现生活中其实处
处存在着一些有关乎“底气”
的故事。

二十来年前，我学驾车，
学友中有个四十出头的老
杨。此人最大的优点是待人
热情，最薄弱的地方就是过
于大大咧咧、自以为是：“我
之前在农村开过手扶拖拉
机，现在学个车还不是小菜
一碟？”所以他学车时常常磨
洋工，师傅的话一只耳朵进，
一只耳朵出，结果路考时便
出了洋相——— 那辆车在爬坡
时，因为“双刹车”操作不当，
差点从坡上溜下来。师傅气
得够呛。好在老杨吸取教训，
不久后补考过关。拿到驾照
这一天，老杨请教练和我们
几个学友吃饭，酒后吐真言：

“看来，办任何事都得脚踏实
地啊！”

另一件事也记忆犹新。
有一回，我和一帮朋友去宾
馆参加婚宴，大堂里有个姑
娘正十指纤纤，优雅地弹着
钢琴，朋友中的一位“大款”
见此情景突然心血来潮：“如
果我这会儿也能坐到凳子上
给大家弹一个曲子，多神
气！”这位“大款”的话应该发
自肺腑。优雅是一种风度，谁
不希望自己是个有气质的人
呢？如果这位“大款”此刻只
要付上几万元，就能无师自
通地弹奏出一曲《致爱丽
丝》，估计他还真会当场拍出
一张支票来呢！

可惜不能，幸亏不能，
要不，“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 ；不积小 流 ，无 以 成 江
海”，岂非成了废话，世上又
怎会流传下这样一句千古
箴言——— 腹有诗书气自华。
那些相貌平平的人，因为勤
学苦练，日积月累，所以在
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不俗
的气质，让人不敢小觑；人
们常说，如今善于幽默的男
人最受女人青睐追捧，焉知
敢于自嘲谈吐幽默，怎能离
开底气的支撑！

然而，光有所谓的底
气还不行，还须守住底线，
否则纵然才华出众，却追
名逐利，趋之如鹜，最终走
上旁门邪道，不免落得个
身败名裂的下场。一个人
只有保持底气，守住底线，
方可活得洒脱，才能真正
成就自己的理想和事业。

(据《今晚报》)

□赵荣发

生活中有“运气”这个东
西吗？肯定有。“运气”是什
么？肯定说不明白。我只知
道，有时候遇到一件倒霉的
事，便会有接二连三的倒霉
事接踵而来。像在一间黑屋
子里，“当——— ”的一声，额头
撞上了墙，一转身，膝盖又碰
在桌子角上，你想赶紧走出
这个黑屋子，越是慌张越是
跌跌撞撞，弄得狼狈不堪。当
然，也会有这样的时候，好事
情如同天上落馅饼只是砸中
你的头，随之而来，彩票中
奖，职务提升，送礼的按坏了
门铃，请吃的饭局让你排不
开日子。

纷至沓来的坏事，会让
人张皇失措，其实，乱拳劈头
盖脸不要命，一堆坏事只是
让你慌张。这种情形下，最好
的处置，就是在黑屋子里站

定，平心静气，让身子不动只
让脑子转起来。没有过不去
的坎，说的就是倒霉时的定
神咒语。黑暗不会马上过去，
但静心待在黑暗中，你的眼
睛会逐渐看清黑暗里的物
件，看清了就有办法迈过去。

好事连连之时，就像满
天缤纷焰火，花了眼但别乱
了心，该收获的收获，该感恩
的感恩，该谢幕时别赖着不
走。热的来，冷的去，实在是
自然常理，别执拗拧巴可惜
了老天给你的有数的日子。

人都有光鲜亮丽神采飞
扬的时候，也有灰头土脸不
示于人的隐私。大佬富豪们
坐在台上，名牌西装，领带鲜
艳，衬衫崭新，高声谈笑露出
一排整齐如仪仗队的白牙。
明星佳丽站在聚光灯下，虽
已是当妈当奶奶的人了，依

然天真若少女，眉目传情，倾
国倾城迷倒满场粉丝。

且慢，我们还明白另一
面，在他们下了台，离开了聚
光灯，逃离了大众视线的时
候，他穿着一个大布裤衩，露
出松弛的脊背，让那个被西
装束缚的大肚皮放肆地鼓出
来，那一排雪白的牙放在小
桌上，瘪嘴吸着一支烟，那嘴
边的皱纹像一圈花瓣。那明
星卸妆后的模样不便写出，
怕这短文被当成了黄色恐怖
小说让主编枪毙了。知道这
一点比不知道或忘记这一点
好，因为这一点会让你知道，
老天爷对你不薄，你的模样
和你的光景也不比他们差多
少。反之，我们也要感谢他们
花钱费力地装模作样，如果
在台上的那个人，光着脊背，
腆着肚皮，缺牙说话漏风，手

指抠着脚丫，你能坐得住吗？
但是，人是应该知道这一点
的，展示和遮掩，同样是重要
的美学实践。

我有一个写诗的朋友讲，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过了上千
年的中国人的日子。他说完还
给我解释说，小时候，茅屋油
灯柴火灶，老牛锄头加扁担，
与千年以前的中国人没区别，
现在是天上有卫星，洞里有原
子弹，收破烂也揣个手机，卖
萝卜的也网上交易。

我想的没他那么长，长
到了千年。我只是清晰地感
到，人们流动的方向发生了
变化。上体育课时老师喊“向
后转”，一秒钟，队伍就向相
反的方向前进。而我看到的
整个社会的转身，几乎是一
辈子。

（据《文汇报》）

后悔药当然有 □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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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延滨正面反面

过了知命之年这道高
坎，我就发现，与茶友聚会聊
天时，自己越来越插不上嘴，
究其原因，既非现场的话题
太偏门，如闻天书，亦非聊天
者中有“话王”，过于强势。

2015年初，股市热火朝
天，茶友大谈特谈的话题是：
如何增加杠杆，如何贷款融
资；牛市顶部究竟是6000点、
8000点，还是10000点；赚到大
笔红利后，获得财务自由了，
应该如何享受后半辈子的美

好生活。诸如此类的话题，我
都插不上嘴，也无法给茶友
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毕竟
我置身于局外，没有在波峰
浪谷间狠劲地扑腾，拼命挣
扎，怎么说都是纸上谈兵。

我从旁观察，这些老伙计
仿佛焕发了第二春，个个激情
澎湃，丝毫不逊色于十八岁的
青皮后生，当年他们谈论某位
高年级的校花，就这样眉飞色
舞过。到了2015年夏天，股市
一泻千里，于是剧情逆转，画

风剧变，他们揪心关注的范围
缩小了，只剩下这样几项：杠
杆之下的风险失控，清盘之后
的血本无归，贪多之后的满地
鸡毛。喜剧色彩荡然无存，悲
剧气氛浓厚无比。个别茶友余
勇可贾，犹如常山赵子龙，怀
揣“阿堵物”(不是阿斗哥)，在
铁桶般的重围中杀个三进三
出，结果由股东沦落为灾民，
自残自杀的心都有。由于处境
艰难，他们言之心酸，我仍然
插不上嘴，安慰和同情固然不
合时宜，倘若说什么“早知如
此，何必当初”，则会被人猜疑
为幸灾乐祸。股海无涯，我站
在岸上，形散而神不散，钱散
而户不散。以往，茶友多次旁
敲侧击，“你不理财，财不理
你”，这类语录他们讲得唾沫
飞溅，无奈我是玄武纪的花岗
石，不入油盐。股灾之后，他们
终于承认一点：“在理财的各
个环节中，管理欲望是最难成
功的，你不节欲，欲就劫你。”

十年前，一位茶友曾与我
争论过动与静二者的好处孰
大孰小。我尚动，动者健；他尚
静，静者寿。他举乌龟为例，它
远比兔子安静，却比兔子长
寿。可是十年闲静下来，他已
经弄出两条老寒腿，先撇开长
寿的话不说，眼下走路都一瘸

一拐了。另外还有好几位茶友
的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有人
失眠，有人痛风，有人三高，有
人患糖尿病，有人患前列腺
炎，尽管这些疾病暂时都不足
以危及生命，但他们都是朝着
不太美好的方向急速挺进。失
眠的人连盗梦空间都休想闯
入，他们服用安眠药，服用久
了，总担心它的害处。痛风更
麻烦，菠菜不能碰，豆腐不能
吃，海鲜不能尝，啤酒不能喝，
忌食的范围简直比太平洋还
要宽广。

平日，健康的好处是隐
形的，不显山不露水，甚至不
自觉，当他们谈论这些疾病
的症状和相关的治疗方法
时，我才猛然意识到，已有许
多年，自己未曾就医吃药，健
身、跑步的丰厚回报准时到
账，一笔不差。因此当茶友谈
论疾病的话题渐次展开，我
在一旁却插不上嘴，就算好
心好意提出一揽子健身方
案，他们也会怕苦畏难。

我发现，与茶友聊天，自己
有时候插不上嘴，非但不会抓
狂，反而更加淡定。如何节制欲
望？如何保持健康？对于这两道
难题目，我倒是乐意与人交换
想法和办法，深入探讨一番。

(据《羊城晚报》）

插不上嘴 □王开林

都说世上没有后悔药，原
本我也深信不疑。活着活着，
开始怀疑。疑着疑着，就不信
了。想着想着，忽一天，如盲开
眼：谁说世上没有后悔药？当
然有！

其实我自己，一直都在
吃后悔药，效果还很不错。

我学医毕业上班三年，
改行就是我的后悔药。按照
通常评估，行医绝对是三百
六十行之中最好职业之一，
又悬壶济世受人尊重，又越
老越值钱一辈子丰衣足食，
原本我也是在努力学医认真
行医。岂料天意难违，我酷爱
方块字，打小兴趣都集中在
文学上。起初我也采取过兼
顾的方式，无奈行医与写作
都是很耗费心血的行当，根
本无法长期兼顾。当年我一
个小青年，面对家长压力社
会舆论所有亲朋好友的坚决
反对，实在太难了，眼泪都不
知流了多少。是的，作家从古

至今，成名成家不易倒在其
次，最可怕的是容易不被理
解。世上大道理、天下父母
心，我全懂，可是事实很简
单：不写作等于人已经死了。
于是把心一横，一丸后悔药
吞下，不顾一切，弃医从文，
彻底改行。

感谢上苍护佑，把极小
概率的机遇，赏赐于我，使我
得以成为专业作家，写作稿
费供衣食养家也还算够。不
过即便贫困潦倒，靠写作实
在无法养活自己，我再重新
评估自己，再去开个诊所也
不迟。

后悔药就是这么存在着：
离婚就是结婚的后悔药。一个
不好的婚姻，当然，你应该反
复地郑重地确认它的不好，然
后冷静地理性地办妥离婚，你
会发现，云开雾散，生活还有
新天地。放下就是后悔药。不
问何时何地，不管年老年少，
只要某一瞬间，你懂了好歹，

决了心意，作了抉择，后悔药
顿时起效：你的人生，毫无疑
问，重新开启。

宽容是刻薄的后悔药。
善良是恶毒的后悔药。简单
是复杂的后悔药。纯净是庞
杂的后悔药。节俭是浪费的
后悔药。专情是花心的后悔
药。后悔药还是常用药，可以
反复服用。人生的航向，就是
需要不断纠正的，谁都不可
能一帆风顺。

谁都不可能一成不变，
谁都无须把脸板着。放弃非
黑即白的狭隘标准，放弃事
事都搞非对即错，在两种极
端之间，中庸地带无限开阔，
人生充满了可塑性，人物关
系同样也充满了可塑性。多
种选择，环肥燕瘦，谁都没有
错。

可能有人愿意这么理解：
所谓后悔药，是指生命时间可
以从头再来。20岁犯了大错，50
岁明白了，后悔药一吃，人又

回到了20岁。这叫痴心妄想，不
叫后悔药。这叫“好嫩综合
征”，是当前在人群中传染流
行的一种精神病。

实质上，年轻除了表皮光
滑，并没有更多人生优势。大
脑幼稚、经验不足、青春迷惘、
知识单一、不知好歹、易狂易
妄、经济实力严重不足。作为
过来人，我就不喜欢我的年轻
阶段。那个阶段，犯错误是必
然，少犯错误是幸运，不犯错
误不可能。每次错误都要付出
巨大代价。真的有必要回去
吗？真的表皮光滑有这么重要
吗？谁又没有光滑过？为什么
我们祖宗辈辈传下老话，说是

“浪子回头金不换”，说的就是
后悔药比金子还宝贵。

梭罗说：“一个人任何时
候放弃偏见都为时不晚。”这
服后悔药，我一直服用，受益
匪浅，也将终身服用。岂止不
晚，那真是美妙，一言难尽。

(据《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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