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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

▼名人说

这是我的一位护士朋友在她博客里所写的一
篇日记。

这天她上白班。下午，23 号病房来了一位
探视者，一位80多岁的老头，摇着轮椅来探望2
床 76 岁的老太太。老太太是前天送来急救的，
心脏病，昨天刚出ICU，此时正沉沉地睡着。一
连两天在病床前照料的子女们，一个回单位续
假，一个去医院食堂吃午饭了。老头来到病床
前，看看沉睡的老太太，替老太太掖了掖被子，
又安静地在床前坐了一会儿，见老太太呼吸均
匀，脸色已转红润，这才微微一笑，转身放心地
离开。

过了几分钟，老太太的儿子先回来了，老太
太的邻床病友向老太太的儿子报告刚才的情况，
儿子惊呼，天哪，那是我爸，他怎么来了？

老头87岁了，家离这儿很远，坐公交车得
八九站路，他那轮椅不方便上公交，肯定是自己
摇着轮椅来的，他年老力单，这段路，肯定走了
很久。儿子追了出去，沿着回家的路途寻找老父
亲，果然，没走多远就找到了。将老父亲送回
家，儿子又回到医院，说其实老父亲是个最怕为
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唯独在看望老伴这件事上，
表现得非常固执。儿子说：“我妈现在最需要的
是休息调养，你去做什么？”老父亲回答：“她看
见我，比任何调养都起作用！”儿子又说：“你出
门不方便，医院这么远，楼梯这么高，我们现在
这么忙，你怎么去？”老父亲又倔强地答道：“不
用你们管。”儿子以为他说的是赌气话，谁想
到，这几公里路，他硬是凭着信念一路“私奔”
而来。

儿子说，他父亲和母亲从结婚后从未分离

过，母亲这次急救，是他和她的第一次分离，漫
长而不可忍受。母亲被急救车带走的那一天，老
父亲焦急地哭，母亲则努力地咧着嘴微笑：

“咳，过两天我就回来了，你看你哭什么哭。”老
父亲坐在窗前看着急救车离去，泪水汹涌，不可
自持。儿子惊诧，父亲一生坚强，原来也能哭得
这般软弱。

探望之后，老父亲这才放下心来，安心在家
等待老伴痊愈归来。

神奇的是，当老太太醒来，她对病床前的儿
子说：“你父亲来过了。”没有实凭，也没有人告
诉她，但她感觉笃定。

我的护士朋友说，她在医院工作了十几年，
人间的悲欢离合见得太多，唯独对这对老夫妻记
忆深刻，那种感情被岁月浸润得已经说不清道不
明，是爱情吧，不全像，爱情是年轻与奔放的；
少年夫妻老来伴吧，比之又情味浓郁。

那感情就像一杯岁月酿出的酒，你可以品咂
其中滋味，但若要为它取一个名字，又顿觉词
穷。 （伊尹）

探 望

曾经，我有一个神一般的保姆，她在我家
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

她只喝自己带来的红茶；她必须睡硬板
床，柔软的席梦思是万万不行的，因为担心驼
背；她每天早晨一定要吃用纯碱手工而不是发
酵粉做的馒头；她每个礼拜天务必休息；她还
对我的饮食作息严加管束，我在家做的事，得
由她把关。

圣诞节前几天，我准备参加闺蜜的年终派
对，惴惴不安好一阵子才打定主意不告诉她，
偷偷溜出去。当我画着美美的小烟熏，穿着小
礼服，拎着闪闪的小高跟鞋，猫着腰，企图逃
过她火炬般的目光时，身后响起幽幽的声音：

“小李，你这是要到哪去？下午三点我们家
政协会召开年度大会，我要代表理事们致辞，
你得留在家里照看宝宝。”

是的，我果断地洗干净了小烟熏，脱下小
礼服，放回小高跟，安安静静守着我的小宝
宝，成全了阿姨的会议报告。

你问我为什么要忍？
因为那时，我的宝宝刚刚出生，每一个小

小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都不会自带使用说明
书，面对这个伸腿蹬脚的小人儿，全家都犯
难，而我要继续工作，只有她才能搞定一切。

忽略她的脾气，她是我见过最卓越的保姆
——她当得起“卓越”这个词。

孩子在她手上完全是个小把戏，除了所有
带孩子的基本功，她会抚触会按摩，会拍嗝会
治病，宝宝到点就睡醒来就吃，不哭不闹心情
良好，她就是一本关于孩子的百科全书。此
外，她亲手给我做固元膏，传授我中医知识，
了解一切生活里的小窍门，拆洗窗帘、收纳整
理、熨烫衣服、烧菜做饭、读书看报，除了不
会英语，她的技能和水准简直是国际化的。

她的能力撑得起她的脾气，所以，我心甘
情愿百般佩服地忍了。

今天说起的久违的她，是因为我收到一个
问题，有妹子问我：“姐，怎样才能生活得更
好？比如，让老板给我升职，找到一个收入与
心胸都体面的男人，拥有一群合意的朋友？”

妹子的期望可不低呀，简直是一场关于人生
的全垒打，所以，我想到了曾经高要求的神级保姆。

一个人，当TA对生活提出要求的时候，生
活也会对TA提出反向要求，所以，比较现实的
做法是，首先反复掂量自己有多大本领满足生
活的要求，考察自己的能力与愿望是否匹配，
然后再给出问题的答案。

而清醒、客观地认识自我，是个异常艰难
和痛苦的过程。

能够坦然面对自我的渺小，承认自己的能
力够不上愿望，愿意把目标降低到一个可行的
水准，是勇气，也是智慧。

回到今天的这个问题，怎样才能获得美丽
人生？怎样才能拥有好职业、好男人、好朋友？

先看看手中的底牌，衡量下能够付出的代
价，计算出必须付诸的勤奋，然后，设置一个
可以达到的目标。

还记得 《渔夫和金鱼》 的故事里渔夫的老
太婆吗？她要钱，要大房子，要珠宝，要仆
人，要当女王，可是最后，她一无所有——因
为她的奢望远远超越了她的本事。

当能力与愿望匹配，所有期许都是正当需
求；当能力小于愿望，所有要求便都成了贪婪
的妄想。

我和我的神级保姆最终难免一别。
在我的钱包赶不上她的工资增长要求后，我

心痛地和她分开，心情之沉重犹如被人棒打了鸳
鸯，我深深的知道，我没有本事再继续拥有她，我
的能力与我的愿望不再匹配，只好放弃。

我找了一个月薪RMB2500的大姐。她带孩
子时就顾不上做饭，做了饭就来不及洗衣服，她
看不了书读不了报，自己名字也写得歪歪扭扭。

但是，她每两个礼拜才休息一天，每次休
息，她老公都来到我家楼下高高兴兴接上她手
牵手走回家；只要我有工作，她毫无怨言调整
自己的休息时间配合我；我生病了，她实心实
意给我倒水买药量体温。

我喜欢她，她才是和我匹配的那个人。
而前面那个，我高攀了，所以活该累。

（李筱懿）

你的奢望要配得上你的本事
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就

是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
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就要亏
厌；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
马上就要坠落。凡事总要稍留欠
缺，才能持恒。

——莫言《檀香刑》

妈妈说只要我乖乖认错，就
会再拉住我的手；你说不是有的
时候认错，就能够让我们再次牵
手。亲人总会原谅，因为你是他
们的孩子；爱人总难原谅，因为
我们都是孩子。

——《未觉》

到了一定的年龄，开始学会
谁都不想取悦了，没必要去迎合
什么。觉得跟谁在一起感觉舒服
就在一起，包括朋友，累了就多
远，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我们
就在一起玩耍，我们都不喜欢，千
万不要在一起，生活已经如此的艰
难，为何不让自己过顺畅些呢。

——几米漫画集

你 是 什 么 人 便 会 遇 上 什 么
人；你是什么人便会选择什么
人。总是挂在嘴上的人生，就是
你的人生，人总是很容易被自己
说出来的话催眠。我多怕你总是
挂在嘴上的许多抱怨，将成为你
所有的人生。

——竹久梦二《出帆》

正是孤独让你变得出众，而
不是合群。但凡那些才华横溢、
有所作为的人，都是会享受和利
用孤独的人。他们在孤独的时候
积蓄能量，才能在不孤独的时候
爆发和绽放；但凡那些害怕孤
独，成天在饭桌、酒桌、歌厅里
寻找存在感的人，一定都会淹没
于芸芸众生。

——来自于新浪微博

离职了，但因此能完成向往
已久的旅行；分手了，但因此整
个人充满力量。别人眼中的失
败，可能是你自己认定的成功，
反正成功有很多样子：会煮面，
会劝架，会踢球……都是某种成
功。我们不必因为厌恶大众对成
败的定义，我们可以为自己建立
成败的标准。

——主持人蔡康永

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
的高贵，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作家海明威

及时拒绝一个不适合的人，
是给对方另外的机会，也是对自
己的仁慈。

——作家吴淡如

为值得的人做值得的事，成
就感就这么简单。

——主持人何炅

20 岁时，我担心别人如何看
我；40 岁时，我不在乎别人怎么
看我；60 岁时，我发现他们根本
不看我。请记住，有两种事我们
尽量少干，一是用自己的嘴去干
扰别人的人生，二是靠别人的脑
子思考自己的人生。

——演员杰克·福克斯

▼收藏夹

留给自己的东西
在古城一家玉石店，我一进门

就看中了老板桌上的一方笔洗。没
什么缘由，就觉得拿在手里，放不
下来。老板胖胖的，光头，戴一副
黑框眼镜，笑起来很单纯。我问这
笔洗的价格。他愣了一会儿，然后
摇摇头，说不卖。我呵呵大笑几
声，表示不信，不卖？那你把它留
给谁？接下来，他的一句话让我始
料未及：“天天赚钱也很烦，这是
个好东西，我留给自己玩的！”

说 不 定 ， 这 就 是 传 说 中 的
“局”——不过想抬价而已。出了
店门，我还是让妻子回去再探究
竟。一会儿，妻子出门，一挥手，
算了，他真不卖。

显然，不是价格问题，问题出
在这个小商人的喜好没有被金钱打
败。想一想，我觉得很幸运，没有
由价格达成买卖，而因情感决定了
去留——小老板比我想象的要单纯
许多。

有时候，我也问一问自己，是
不是性情中人？是不是把好东西留
给了自己？事与愿违，往往把悠闲
的时间留给了应酬，把喜爱的东西
留给了价格，把精力和激情留给了
浮华的功利。

疏忽潦草，权衡盘算，轻浅浮
华，致使我用许多好东西，比如美
德、健康、情感，去换取了满足虚
荣的瞬间。这种情状，正如一位作
家说的：就像一位懵懂的天使，不
断地掏出衣兜里的宝石，去换取巫
婆手中的玻璃球。

把什么留给自己，还涉及一个
人的境界。比尔·盖茨前不久去海
南，发现那里的农村，人们治疗结
核病，还是用上世纪的方法。他感
慨，中国的富翁为什么不是把“慈
善”，而是把“奢侈品”过多地留
给自己，“慈善”与“奢侈品”二
者之间，把什么留给自己，的确需
要一点境界。 （查一路）

老象离群
春节前，86岁的外婆脑血栓住

院，瘫痪在床，手脚皆不能动，由
舅母姨妈轮流照顾。一天，我去看
她，才到病房门口，听见里面人声
沸腾。推门进去，几位舅父舅母、
姨妈姨丈及表姐表哥都在，声声劝
我外婆：“阿姆，随我们回家吧！”

外婆浑浊的眼睛里满噙泪水，
恍如未闻。待众人静下，她却颤声
说：“你们兄弟几个，今晚就把我
扛到江边扔了就行。我还回家做什
么！我怕变成八叔婆啊！何苦拖累
你们！”说罢，眼泪簌簌而下。

我和表姐却愣了半晌，不知如
何劝慰。那八叔婆一样养了三个儿
子，一样有十个孙子孙女，一朝瘫
痪，家人将她放到破败阴暗的老祠
堂里，铺了干稻草，每天除了一碗
粥，便不再理会。不过一月，八叔
婆便西去了。

子女照顾瘫痪的父母，仿佛是
一种恩赐。不能劳作，是子女容忍
的极限；不能行动，则是老人慢性
自杀的开始。外婆不怕死，而怕活
得没有尊严。

站在人类的森林里，我仿佛看
到年迈的老象孤独地走向死亡的坟
墓。 （钱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