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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发一个伊妹儿过
来，询问“最近在报纸上怎么
不太露脸了”，这个问题把我
问住了 。本 来 ，今 年 我作为

“离岗退养”之人，有了大把
的写作时间，该是创作的“黄
金 年 ”。早 在 离 岗 之 前 我就
想，今年的写作数量怎么也得
比上班时翻上一番，稿费也要
大踏步前进。可是人算不如天
算，进展并不顺利。开始时写
得还不算少，但发得却不顺
利。发得不顺，就影响了写作
的积极性。时间一长，形成了
恶性循环，最近竟然连蹭报屁
股的机会也不多了。

一杯清茶过后，我找到了
关键所在：自己有点急功近利
了。原先上班时，只是利用晚上
的一点时间写东西，写多写少、
发多发少、银子赚多赚少，随心
所欲，随行就市。那时写得自
由，发得也顺。每个星期都来稿
费，连邮局的工作人员都与我
很熟了。每次去取稿费时，都只
填写一个身份证号码，无须拿
原件给她看，因为她已经背下

了我的号码。而现在，离岗了，
赋闲了，“坐”在家里，读书、写
作成了自己布置的一项任务，
一天要看多少页书，一星期要
写几篇文章，安排得满满当
当，机械得要命。连文友们有
时来个聚会，电话招呼，都觉
得没有时间参加，因为“功课”
还没完成呢。这样的心态，搞别
的工作可以，在电脑上码字，效
果显然不行。

应有的办法，就是放慢节
奏，舍得丢弃。一是不能安排
得太满，二是不能要求太高。
就像古人的山水画一样，要留
白，有空隙。留白不是缺点，
而是一种艺术。张飞画扇面倒
是没有留白，但并不好看。而
目标定得太远大、太理想，使
劲跳都难以够得着，不是自找
苦吃么？

这使我想起了印度人捉猴
子的办法：在印度南部的马哈
尔森林，那里的猎人常用一种
很奇特的工具来捕捉猴子：他
们在盒子上开一个刚好能让猴
爪伸进去的小洞，里面装上猴

子爱吃的核桃。然后将盒子固
定在树杈上。猴子们发现盒子
里有核桃时，不用说会毫不犹
豫地将前爪伸进去拿核桃。它
的爪子抓到核桃之后，立刻握
成一个拳头，抽不出来了。可
是即便这样，猴子仍然死死地
攥住核桃，宁肯被捕，也决不松
手逃命。

以人类的眼光看，猴子不
是太贪婪，而是太愚蠢。它们似
乎弄不明白，为什么那只爪子
只能进去，却不能出来？猴子一
定以为人类设计了一个什么机
关，来让它们上当受骗。它们不
知道，悲剧的导演者是人类，但
演员却是自己。太公钓鱼，愿者
上钩。猴子如果在核桃面前不
伸手，猎人怎能不费吹灰之力
就捉到这灵活无比的动物？“手
莫伸，伸手必被捉”。可惜猴子
没有读过陈毅元帅的诗，上了
人类的当。

其实人类并不比猴子高明
多少。人类在财物、金钱面前，
其欲望和贪婪与猴子相比，有
过之而无不及。有的明知是要

掉脑袋的事，仍然要冒险去干，
上演一出“人为财死”的悲剧。
有些是不用牺牲生命，但却损
害健康的事情，我们也是勇往
直前，义无反顾。现在不是存
在一种“四十岁前拿命搏钱，
四十岁后拿钱买命”的现象吗？
我们与“老祖先”比起来，何其
相似乃尔！

汉语言中的有些词，仔细
琢磨一下，很有玄机。比如“舍
得”，其实就是“舍”，就是放弃，
并没有“得”的意义在。所以这
种结构在语法上称为“偏正结
构”，而不是“并列结构”。然而
很多事情，只有舍弃之后才能
得到。就像走路，轻装才能前进
得快一些。而背负太重，肯定步
履维艰。马哈尔森林里的猴子，
只要在猎人们捕捉它们的时
候，舍得放下，立马就能逃之夭
夭，另谋幸福。舍得舍得，没有
舍，就没有得，说的是舍，其实
得的寓意深焉。

于是给朋友回了一封简
单的伊妹儿：“不做马哈尔森
林的猴子。”

马哈尔森林里的猴子

瓜无滚圆，人无十全。
人吃五谷杂粮，总会生

病。有些病，可以看中医，一个
验方，就可痊愈；有些病，非西
医不能治，手术刀一切，病灶
就没了；可有些病则完全靠自
己，靠自身的免疫，靠心治。

病有能医好与不能医好
之分。能医好的病，病得再久、
再重也有康复的时候，一如梅
雨季节下再久的雨也有停的
时候；医不好的病就像扁鹊第
三次见到蔡桓公转身就跑一
样，那是司命所辖的范围了。

病有显病和潜病之分。显
病宜治，潜病宜养。病该显时
及时显现是福，说明人的免疫
报警系统正常、尽职，正像发
烧说明抗病毒的细胞运动起
来了、呵欠连连说明该睡觉
了、口渴说明该喝水了一样。
皱纹与微笑常常同时出现，就
看你怎样认为了。潜病未显并
不意味着没病，未显时防病谓
之养生。养生得法，养生有道，
可以让潜病始终不显。

病和健康是相对的。没有
绝对的健康，只有相对的平
衡，不断地进行调节，又不可

避免地发生冲突。一段段幸福
惬意的安宁会组成长久的共
存与相融。人活一世，草木一
秋。早晚有一天，人会饿了吃
不下，躺下睡不着，坐下站不
起，抬腿忘了方向，该记住的
都忘记了，该忘记的都牢牢记
住，该硬的软了，该软的却僵
硬了。古人造句“垂垂老矣”，
生动而传神。人都会走到这
步，这是自然规律，非疾亦非
病。除了岁月，没有什么是可
以永恒的。

“老来疾病，都是少时招
的”，因果因果，没有简单的一
因一果，世界是联系的，联系
是多重的。没有一天垒起的泰
山，也没有一天得来的癌症，
癌是日积月累的因，癌是多因
相互作用的果，每天的不良叠
加不良，不舒服连接不舒服，
再听话的细胞也会裂变。一个
人的病因，与一个人的起居、
性格、环境、饮食、遗传等诸多
因素相互纠缠，当这种纠缠到
了一定程度后，什么医，能力
都是有限的。医，治得了病，治
不了命。此言甚是。

上帝早晚要收割所有的

麦穗，人人都会走到无药可救
的那一日，除非意外和自然仙
逝，结局都一样，只是过程有
长短，所以要放平心态，掌控
好每日的心情，做到平静舒
缓，波澜不惊，收放自如，用淡
然的心存世，总会有意想不到
的收获。

一切的问题都是时间问
题，一切的疾病都是自寻而
得。晚上看电视，某地一主任
查体，护士将化验单拿错，一
个“癌”字，竟不日将主任吓
死。你看，许多的病是想出来
的、吓出来的，当一个人每天
都恐惧得病的时候，病不来反
而对不起每天的念想了。

医者，意也。牙艰难地粉
碎了一节节难啃的甘蔗，但尝
到甜头的却是躲在一旁的舌
头。肉体每时每刻安放意念和
灵魂，但意念和灵魂的不安却
导致肉体生病。知道了这些，
就能悟到治愈疾病的方法。著
名画家吴冠中 50 多岁罹患肝
病，可他忘情于山水，沉浸于
纸墨，竟享高寿至终。由此看，
能痊愈的病大都是自己医好
的，中西医的所有手段，不过

是调理了自己、帮助了自己。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朗格说：

“专注力是心理长寿基因，付
出更多的专注力，能够抗衰。”
是的，人体小宇宙，每个人都
是一个行走着的生态系统，专
注它、善待它、相信它，它自有
祛除疾病的良策，有时，方法
根本不需要外求。“谁能救我”
是庸人的思维，永远不要等着
别人来拯救自己，“唯有自救
才能救人”。

生命给我们的权力，就是
享受生命本身。只倾听来自内
心深处的声音，做自己王国里
的主，其他的确实无关紧要。
生不能选择，死不能逃避，但
过程可以把握。在生与死之间
有一段美妙的征程，叫做生
活，与感觉有关，与疾病无关。
生命就像一本书，每天的光阴
都是书中的一页，我们要做的
就是精心地阅读每页每行，用
心体会，不可草草掠过。认同
自己的身体，爱自己身体的每
一部分。如此，也许会与病无
缘。

达尔文说，适者生存。我
说，幸者生，适者存。

病之悟

一九八四年，我读小学四
年级。在作文中，我写道：“兔子
有一双红宝石一样的眼睛，有
着特别的三瓣嘴。它浑身雪白，
喜欢在田野里做游戏。兔子浑
身都是宝，它的肉可以吃，皮可
以用来做手套……”多年以后，
当我翻看其他孩子的作文，我
发现，在围绕兔子写一段话这
件事上，三十年来，大家的水平
差不多。

兔子是大地上的精灵。在
春天或者秋冬时节，兔子像一
道闪电划过华北平原的大地。
在玉米或者花生等作物的深
处，兔子建筑了自己的王国，
并在那里称王称霸。它们有众
多天敌，每天还要回避人类猎
枪的突袭。但是，时至今日，它
们仍然没有从大地上消失。它
们有着极强的生殖能力，有一
双擅长奔跑的腿。凭这两点，
它们得以保存自己的族类。在
早晨或者傍晚，当我走在田间
地头，看炊烟袅袅升上天空，
不经意间，就能发现一团黄褐
色的影子在原野上移动，并瞬
间消逝。我知道，那是大地上

勤奋的丈量者在丈量最新的
田亩尺寸。

与盛夏不同，秋天是野兔
疲于奔命的时节。这时候草长
马肥，正是围绕野兔展开围剿
与反围剿的艰难时刻。为了生
存，野兔们营造着更为复杂的
营盘。它们是天生的地道开掘
者，面对人类镢头、铁锨、土枪
甚至是水灌与烟熏的残酷手
段，兔子们冷静地设计了几近
完美的地道，展开艰苦而卓绝
的“地道战”。它们机敏而冷
静，且不缺乏理性。它们守在
地道的深处，安静地等待着人
类以及其他天敌计穷的那一
时刻。我无法想象，当一只兔
子发现人类终于迈着沉重的
步子返回自己的小窝且一无
所获时，内心会是何等的愉
悦！我只是感觉，这种在夹缝
中求生存的快乐实在让人心
惊胆寒。

但兔子似乎并非如此。这
卑微的族类，在每一个早晨，都
会按部就班地从草丛中探出头
来。迎着熹微的日光，它们晃动
长长的耳朵，似乎在计算属于

自己的快乐。我因此觉得，每一
只兔子都是天生的抑郁症的消
除者。它们偶尔也会搞出一些
昏招，在疯狂奔跑时会一头撞
到树桩上让人拾了便宜，并进
而成为教科书中的笑料。但是，
这种失误毕竟是极少数的。更
多的时候，兔子们在草棵或者
玉米地里安静地埋伏，看着地
头上、大树边等着有兔子一头
撞死的傻小子，发出哧哧的讥
笑。

兔子有自己的活动方式。
和狐狸与狼一样，兔子的行踪
虽然诡秘，却也有自己独特的
规律。它喜欢兜圈子，就像蒙古
人跑马圈地一样，喜欢在平原
上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关于
这种习性，我们实在无法说得
清楚，它这么做究竟是生存的
需要，还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

我的一个长辈，喜欢扛着
枪打野兔和野鸡。他擅长分辨
野兔的踪迹，在秋冬时节，当大
地蒙上一层寒冷的霜雪，他扛
着家传的土枪走遍附近的大小
村落。在野地里，他曾经猎获过
不下上千只兔子。但，这个神枪

手，很偶然地终结了自己的围
猎生涯。

那年深秋，猎人扛起土枪，
在地里进行王者一般的巡游。
他从口袋里掏出大把的铁砂
子，将其装进了枪膛。之后，他
打开保险，压上打火用的火药

“炮子”，当他再次眯缝起眼睛，
发现北方的荒野里有一团黄褐
色的影子。职业的习惯唆使他
按照直觉开了一枪。枪响以后，
他带着猎狗奔跑了很久，却发
现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个瘫在地
上的老太太。老太太并没有中
枪，她只是被惊吓了一下。而我
们的猎手从此中止了游猎生
涯。他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始有
终的，自己的屠戮生涯应该就
此结束——— 这，究竟出于某种
神秘力量的暗示，还是猎人与
兔子之间的契约？我们不得而
知。

半年后，政府号召民间上
缴猎枪。我的这位长辈，出人意
料地第一个交出了长长的土
枪。

这，是关于野兔的又一个
传说。

闲话野兔

□孙贵颂

□崔耕和

□冯磊

【若有所思】

【人生随想】

【风过留痕】

多年客居他乡、偶尔回家小
住的我，对父母的很多举止常常
感到费解。

比如父亲，放着柔软宽大的
席梦思不肯安安稳稳地睡，却总
是随遇而安地坐在任何一个沙发
或者藤椅上打盹。明明呼噜响得
抑扬顿挫、荡气回肠，叫他“起来
躺好睡”时却每每坚称：我没睡
啊。我常常半是玩笑半是较真地
拉住在场的家人联合举证，心里
却有点纳闷——— 又不是在单位里
值班被查岗，承认自己睡着了很
丢脸吗？

再比如母亲的说话不算数。
不管是家人发起的短途旅行，还
是同学故旧筹办的朋友聚会，她
常常在答应出席之后又临时变
卦，就连心心念念的“去女儿家看
看”，十几年了都没有兑现。对我
这个远嫁他乡的女儿，母亲着实
是朝思暮想的，可老人家是位资
深宅女，退休后除非有什么特殊
情况，活动半径轻易不超过三公
里。据说不是因为害怕舟车劳顿，
而是抵不住自己那“一出门就飙
高的血压”。有几回，在我和弟妹
的鼓动下，母亲也曾跃跃欲试，说
到兴起时几乎已经安排好了此番
探女的活动日程。可等我这边做
好了恭迎圣驾的全部准备，老太
太却又找出种种“不可抗力”推说
来不了……这样的情形重复又重
复，我的兴致和期待从一鼓作气
到再而衰、三而竭……每一次的
计划和筹备都叠加式地落空，我
不再相信了。有时候在怨念之余，
甚至还有一点愤怒：出趟门又不
是要去登月，怎么就那么怵头
呢——— 头晕了，心慌了，家里没人
看家了，亲戚要来串门了……就
像一首歌里唱的：“如果你真的需
要一个借口，一万个够不够？”

可是这半年来，我发现自己
似乎有跑步向母亲看齐的趋势。
进入更年期，我越来越明显地感
觉精力不济，先不说糊涂健忘、决
断力差，光是那毫无先兆又莫名
其妙地红头涨脸和一身热汗，就
让我难堪。我不敢大笑，不愿出
门，怕一旦内急又找不到卫生间
而离群索居……在一个头痛欲裂
却无法入睡的夜里，我忽然大彻
大悟：母亲不肯外出的种种借口，
潜意识里其实只有一个理由，那
就是因为对自己的身体不能掌控
而对外界环境产生的恐惧。

再看看自己的先生，也学会
坐着打盹还死不承认了，我常常
苦笑，上网一搜，才知道这是脑细
胞逐渐衰老造成的大脑萎缩和功
能退化，心里不免觉得惆怅。人近
初老，对年迈的父母竟渐渐有了
一点令人心酸的惺惺相惜，仿佛
看到自己的未来，又因为比他们
的情形略好些，欣慰之余，又有淡
淡的悲悯。

以前听过一段相声，印象特
别深刻。有几句说的是人的三种
老态：近处的看不清，远处的看不
见；现在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忘
不了；坐下就打盹，躺下还睡不
着。寥寥数语，描述得精准生动而
且耐人寻味，让难得一笑的我很
是开怀大笑过一阵子。可是最近
发觉这个笑里仿佛汪起了一层薄
薄的泪，像三月的冰湖上初融的
一层浅水，衬在金色的艳阳下，再
熠熠生辉，那春光也终究带着寒
意。

遇见
未来的自己

【性情文本】

□阿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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