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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听到有人说，如果不是
没手没脚，为何要露宿街头？为何
不找份工作？城市就是竞争，优胜
劣汰，生活得如此窘迫，那是自己
不够努力。

很多人这样想，忘记了自己的
衣食无忧，某种程度上在于自己出
生在大城市，或者出生在一个还算
富足的家庭。当然，有些人会举这
样的例子，自己来自穷困的乡村，
依靠努力打拼，于是有了今天相对
稳定的生活。既然自己可以做到，
为何那些人就做不到呢？

在这些人眼中，生活就是竞
争，一块饼就是这样大，抢不到，那
是能力不够。这些人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如果自己是那个抢不到的
人，可以埋怨自己不够强大，但是
自责无法解决生存的问题，这个时
候，是不是需要来自社会以及那些
得到机会的人们的帮助呢？

理想状态是把饼越做越大，
但是在饼暂时就是那样大，无法
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的时候，到底
是得不到的人不够努力，还是社
会大环境出现了问题？

要有点同理心。
很简单，那就是明白，虽然人

生来应该平等，但是因为出生在不
同的地方，因为人的资质的差别，
因为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落差，
因为分配制度的问题，所以会有弱
势群体的出现。不要把自己拥有的
看成理所当然，不要以为自己总是
能够占据优势。换位思考，尝试站
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为何如此努
力，还是无法改变生活现状？

(作者：闾丘露薇，转自《羊城
晚报》)

同理心

我喜欢的作家

我喜欢的两个作家，一个是美国缅因州
的怀特，另一个是波兰克拉科夫的辛波斯卡。
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喜欢，喜欢到有时闲下
来抄书，怀特的书可以自己翻译着玩，辛波斯
卡就不行，不懂波兰文呀。这两个人都温润超
越，从不政治，但是正直丰饶之至。

在中国，年轻人杂志《鲤》是三个女孩子
做的文学梦，张悦然、周嘉宁、颜禾。真不容
易，但是美好。

《鲤》的五年庆祝晚会上，我看到这么
多年轻的作家走来走去，才真的明白，“陈
丹燕是个年轻作家，”这样的句子已经淹没
在时间的水流中了，像河中卵石那样找不
到了。

我的下一代人温和，轻声轻语，举止得
体，显得比我这代人漂亮多了，当走走慢慢说
出精准的书面语时，觉得这代人真好。

比起上一代文学青年，他们的头发明
显干净清爽，不再油耗耗的；他们的声音明
显温和轻柔，不再声嘶力竭；他们的笑容明
显发自内心，礼貌但不是讨好。我爱这些年
轻的鲤鱼们，希望日后他们变老，却没有变
坏。

(作者：陈丹燕，转自《文汇报》)

这只是一个意外

汽车制造的雾霾
前不久，我参加了由中国环

境报召开的专家谈雾霾的研讨
会。会上，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颜梓清提出来的几个数据引
起了我的注意。

颜梓清说，她曾组织了几位
研究汽车尾气污染的专业人士，
走访几家知名车辆制造企业，从
中了解到，中国已全面要求新车
的尾气排放达到“国四”标准，北
京市要求达到“国五”标准，而实
际上，目前新车采用“目录备案
制”，厂商通过纸质材料申报，然
后自选一二辆车到环保部指定的
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通过后上目
录就可以批量生产了。上目录的
车辆两年内不需要经过“工况法
检测”就可销售，也就是说，新车
的尾气排放并没有经过“工况法
检测”，是否达标，主要是靠生产
企业的信用，这样宽松的监管是
否有成效，我们不得而知。

就在颜梓清告诉我们这些令
人担忧的现实的时候，许多城市

出现了严重的雾霾。而雾霾产生
的主因到底是什么，还在热闹地
争论中。

有人说，“雾霾主要是煤烟造
成的。”可是，一些城市已完全实现
了产能转型和控制煤烟排放，近两
年雾霾污染现象却越来越严重，所
以，“煤烟说”欠妥。还有一种说法，

“雾霾是其他地区飘来的”，但经监
测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

颜梓清的研究认为，目前约
10%的高污染车排放了超过了50%

以上的污染物。由于机动车排放的
是有机化合物，而且是低空排放，
又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对人体危
害最大。因此，治理雾霾的最佳措
施是重点抓“在用高污染车”。

以北京为例，现有机动车约540

万辆，按85%为检测合格的正常车
辆，排放污染物总量约占40%；约有
15%为检测不合格的超标排放车
辆，排放污染物总量约占60%；15%

的超标排放车辆经过维护保养后，
再次检测合格的约为12%，3%(约15

万辆)为严重高污染车被淘汰；一辆
严重高污染车辆的排放污染物相
当于10辆正常车的排放量，淘汰3%

严重高污染车相当于削减了150万
辆正常车的排放量，约占机动车排
放总量的30%。

那么，如何揪出“高污染车”？
颜梓清以北京为例，提出了自己的
解决方案：北京现有机动车约540万
辆，按满足检测能力要求，最少需
建540条环保检测线，有政策保障的
前提下，建设期为6个月，开检后就
可实时向政府提供检测数据，每月
就可对15%的车辆进行强制跟踪维
修和对3%的高污染车进行淘汰，检
测半年就可淘汰8万辆严重高污染
车，就可削减5%左右的污染物；检
测后一年就可削减10%以上的大气
污染，三年就可削减30%以上的污
染，我们就可告别“灰霾”了。

问题是，这样的举措是不是
能得到公众与决策者的支持呢？

(作者：汪永晨，转自《南都周
刊》，有删节)

时髦的人难成功
我是老派人。首先是“老”，今

年五十有二；而且“派头”上也老：
我年轻时就属于出土文物型，衣
冠不整，不追时尚，没有 iPhone、
iPad。不仅如此，我对追求时尚的
年轻人也往往多有微词：他们太

“潮”了，所以太傻了，将来难以成
功。乔布斯去世时，整个媒体被乔
布斯覆盖，12岁的女儿居然不知
道乔布斯是谁，一大原因是她从
不用他的产品。

我从来没有禁止过女儿上
网、玩手机。以我的观察，孩子有
充裕的精神生活，基本不需要这
些。严重依赖这类时髦玩意儿的
往往内心枯竭、才能匮乏。如今时
髦的年青一代，谈起乔布斯、谈起
硅谷，无不敬若神灵。但是，创造

了 iPhone、iPad这些玩意儿的高
工、高管们，是怎么教育自己的孩
子呢？他们把孩子送到硅谷中的
华德福学校。学校规矩：在七年级
以前，也就是12岁前后，连电脑都
不能碰，更不用说iPhone、iPad了。

网络和移动通讯的时代，把
“傻瓜”全能的潮流推向极致。智能
手机的功用早已不限于自拍、传
送、导航、搜索……各种专家、咨询
师、教练、人生指导都在那里严阵
以待，告诉你在什么样的时刻应该
怎么做。享受着如此的便利，再想
想过去的人，活得可真累。还有哈
姆雷特这等傻帽，在那里煞有介事
地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
考虑的问题。”有什么好考虑的？你
难道没有手机吗？

我们活得似乎越来越轻松，也
越来越像个傀儡。你要入时，就得
按照别人的指挥去活，但自己感觉
还挺酷、挺独立的。新潮随着时代
不停地在变，但道理一以贯之：庸
众喜欢廉价、便捷的娱乐。

赶时髦，表面上很新潮，其实
那才是真正的老气横秋。你年轻
轻的还要追乔布斯创造的时髦
吗？乔布斯已经作古了，你的生活
则刚刚开始。顺便交代一句，小女
14岁，已经知道乔布斯是谁，也已
经有了iPhone、iPad、不过，她打电
话也经常忘记使用iPhone。iPhone

如此受到她的慢待，倒是让我们
当家长的松了口气。

(作者：薛涌，转自《南方都市
报》，有删节)

开普敦。一个四川小伙子驾
车失控。他重伤，车载的两个同学
一死一伤。死去的白人女孩是其
家庭也是家族同辈中唯一的女
孩，备受宠爱。

小伙子父母获讯慌了手脚，
担心儿子，担心官司，筹钱，咨
询……他们见过、听过许多类似
事故，有肇事方被痛殴致残的，有
弄得倾家荡产的……飞机上，他
们设想了无数种可怕的局面。他
们该如何去面对？

登门道歉途中，他们几近崩
溃。黯然神伤的女孩父亲守候在门
口。看到他们惊恐的神情，他开口
说话，他们简直怀疑是听错了：“不
必太自责，这只是一个意外。”踏进
客厅，女孩母亲流着泪把小伙子母
亲紧紧拥抱了十分钟，说：“你们能
来，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不起诉，不要赔偿，因为，这
只是一个意外！出了门，他们商
量，要不要乘对方反悔之前带着
孩子逃离？事后，他们为自己的猥
琐羞愧不已。

不加虚构的情节或许俗套，
双方习惯成自然的思维模式及其
成因，太需要我们深思。

(文/图 戴逸如，转自《新民
晚报》)

健康的境界

在和平年代，圆满无憾的人生必须具备
五个定量：一是身体健康，二是家庭温暖，三
是朋友信任，四是事业成功，五是安享天年。
其中，健康乃是不可或缺的基石。一个人，倘
若蒲柳弱质，病病歪歪，很难有足够的精力去
经营自己的感情，开拓自己的事业。世间有不
少“单项冠军”，例如法国著名作家马塞尔·普
鲁斯特，以多病之躯完成了经典长篇小说《追
忆逝水年华》，但他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终
身未娶，十多年息交绝游，而且只活了五十一
岁。

健康是造物主赏赐给我们的“第一桶
金”，要特别珍惜才对。对病人而言，锦衣玉食
毫无意义，林黛玉讨厌参汤和燕窝粥的程度
更甚于憎恶苦胆黄连。她多愁善感，怨天尤
人，固然与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身世有关，
也因为沉疴痼疾在内心留下了挥之不散的阴
影。

健康关乎身心两方面，身疾多由心疾引
起，如果精气神涣散澌灭，就势必造成身体内
爆自毁。“和气致祥，戾气致乖”，无论是谁，多
忧虑，易烦闷，情绪剧烈波动或长久压抑，都
容易伤及元阳。挣不脱名缰利锁，恒处于患得
患失的焦虑之中，倏然而逝的快乐，就不再是
春天温煦的阳光，而会演变成秋日障眼的阴
霾和冬夜刺骨的寒意。

健康的境界有三重：一是无愁无病，二是
心旷神怡，三是悠然自得。

要无愁，就须待人和顺，处事公平；要无
病，就须动静不失其时，劳逸不过其度。第一
重境界的门槛看似不高，其实不低，许多人
就倒在这道门槛前。心旷，则“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神怡，则“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身
体无病，心理无疾，二者互为表里，才能达到
和谐共振。当一个人悠然自得时，则无适不
可，无往不利，正如冯友兰先生强调的天地
境界。

健康直接决定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
质量。人类在劳作之余，还要健身修身，养心
养性，目的就在于使自己变得更强大更美好，
内部有平衡，外部耐击打。古希腊的雕塑至今
仍昭示大家：健美的身体和智慧的心灵结合
在一起，神性就会油然而至，焕然而生。

(作者：王开林，转自《北京青年报》，有删
节）


	B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