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感悟

把自己放哪儿

那时他们的爱情

漫画吧

幸福or不幸？
我有位朋友，最近非常苦

恼。她在公司的一次岗位竞争
中，得分很高，却无缘无故被刷
了下来。

我问她：“这个职位对你很
重要吗？”她摇摇头说：“那倒不
是，我目前在自己的岗位上可以
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我又
问：“如果竞争成功，薪水可以
增加很多吗？”她说：“每个月能
多几十元，其实，我最难受的是
同事们会怎么样看待我的失败。”

我忍不住劝她说：“既然这
个职位对你不重要，薪水也没提
高很多，你依然可以像从前一
样，在胜任工作之余，逛街、美
容、做家务，又何必在意别人的
眼光呢？”朋友不好意思地说：

“是呀，我最应该在意的，还是
我自己的生活！”

老同学买了房子，本来只想
简单装修一下，自己设计好了方
案。不料，他将草图拿给亲友们
看时，这个说客厅一定要有电视
墙，那个说厨房应该设计成开放
式的，还有人说卧室最好装个壁
柜，能放好多东西。

结果，房子装修完了，老同
学左看右看，忽然感觉无比陌
生：自己业余喜欢看书和画画，

这个堆满家具和装饰品的房子，
居然没能留出一个安静的角落！
原来处处听取别人意见的结果，
就是忘记了自己的想法。

搬家不久， 一个周末的中
午，邻居家的女主人跑来找我，
说家里来了客人要打麻将，想请
我凑个数。我急忙说：“我一窍
不通呀！”女主人笑说：“我可以
教你，我们实在找不到别人
了！”说完，不由分说拉我下楼。

那天下午，我在麻将桌上，
晕晕乎乎待了两个小时，耽误了
自己原本要做的事情。后来，邻
居又来找我救场，我硬着头皮
说：“真不好意思，我感冒了。”
再下一次来找我，我又说：“真
不巧，我约了朋友去逛街。”后
来，邻居不再来敲门，我松了一
口气，可以清静地过自己想过的
日子了。

人生苦短，我们应该学会用
减法生活。不想争的职位要放
弃，不想听的意见充耳不闻，不
想交的朋友想办法拒绝。只有我
们敢于舍弃，懂得如何舍弃时，
才会真正聆听到心灵的声音，也
就会明白应该把自己放在生活中
的哪儿了。

（张军霞）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
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
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
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
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

△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
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
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

——鲁迅致许广平

△妹妹，你的信我都好好
收起，注明号码。哪封是哪天发
的，哪天到，我都写得明明白
白，好带回家去。我们肩并着肩
的从头细看，细数这五年的离情
别意。

——朱湘致刘霓君

△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

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
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
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
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

——朱生豪致宋清如

△梦醒来，我身在忘川，
立在属于我的那块三生石旁，三
生石上只有爱玲的名字，可是我
看不到爱玲你在哪儿，原是今生
今世已惘然，山河岁月空惆怅，
而我，终将是要等着你的。

——胡兰成致张爱玲

△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
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
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谢谢
你给我力量。

——朱自清致陈竹隐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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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个有趣的人白头偕老
前几年有读者问香港作家蔡

澜：“女孩子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
蔡澜回答得很简单：“贤淑、调

皮。”
蔡先生对于女人的见解发表了

很多，多到已经被人整理出了两本
不大不小的册子。我理解他这句话
的意思是可爱的女人不仅要待人柔
和，而且要有幽默感，有生活趣
味。大概是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
舒服，不累。

清代人蒋坦写的《秋灯琐忆》
里，他的妻子秋芙就是个有趣的
人。秋芙酷爱下棋，她棋艺不精，
但是又常常拉着蒋坦下棋直到天
亮。有一次，她把下注的钱都输掉
了，蒋坦笑她赢不了。秋芙不服
气，赌上自己佩戴的玉虎，结果眼
看这局又要输，她便耍赖，使唤怀
里的小狗爬到棋盘上搅局，蒋坦拿
她没办法，而这也成为蒋坦后来枯
槁暮年的亮色回忆之一。

有趣的人一般都是心思单纯的
人，心底有愉悦，对于得失没那么
计较。有时候耍点小赖皮，其实很
自律。有趣的女人不是只会笑不会
哭，她们哭点很低，笑点也很低，

因此很好哄，也很喜欢哄别人。
林语堂曾说，《浮生六记》里沈

复的妻子芸娘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
爱的女人。她的不俗之处在于，即
便夫家没有给她提供足够好的物质
生活，她也能够把琐碎的生活过得
快乐无比，一蔬一饭都能自得其
乐。群居的时候不哀怨命运，孑然
自处的时候随顺喜乐，无论被生活
怎样对待，都可以找到平凡的乐趣。

沈复生于清乾隆时期，正值太
平盛世。他虽出身于小康之家，但
是因为没有功名，和芸娘结婚后同
父母关系处得又不是很融洽，所以
经济上很拮据，经常要依靠亲友的
接济生活。芸娘性格柔和，相貌秀
丽，喜欢穿素净的衣服，擅长绣
工，布鞋做得尤其好，家里缺钱缺
酒或者要报答别人恩情的时候，她
就拿自己的手工出去卖，或者作为
报答回馈给别人。芸娘对于做饭有
天分，给她几样寻常蔬菜，她一定
可以做出口感不俗的菜肴。

有一次沈复插了一盆花，但是
总觉得不够生动，芸娘看他苦恼，
于是找来小蝴蝶和些许小昆虫，用
细细的丝线缠绕在花木的茎上，这

神来一笔，使见者无不称赞沈家的
盆景有奇思妙想。

芸娘守规矩，但不假正经，侍奉
公婆是本分，对外面的世界她也很好
奇。有一年她想去逛庙会，可是碍于
是女子，于是和夫君商量，瞒着婆婆，
在家里偷偷把眉毛画粗，戴上帽子，
微微露出鬓角，穿上夫君的衣服，扎
紧腰带，脚踩时兴的男士蝴蝶履，拉
起沈复一起去逛庙会。

有趣的女人是捕手，敏捷地捕
捉着生活中的美。芸娘自然是一个
有趣的姑娘，她的能力在于她可以
把最琐碎乃至最落魄的生活过得生
机盎然。尽管生活对她严厉，她依
然勤快地捕捉着美好，这是中国古
代士人讲的“趣”。这个趣是宠辱不
惊，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虽在
陋巷，人不堪其忧，亦不改其乐。

心中有诗意，因此常微笑；心
怀有智慧，因此常感恩；胸中有大
欢喜，故而从不怨天尤人。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会害
怕，每天醒来的日子都像是新的，
因为她们对生活的热爱充实了生
命，就像是红酒注入了高脚杯。

（正经婶儿）

女人的一半是天使。

另一半是恶魔。

男人的一半是绅士。

另一半是流氓。

有阴影的地方
必定会有光

过去，我一直以为，阴影是
由光带来的，因为有光的地方，
就有阴影，阴影与光总是相伴而
生，难道阴影不是由光带来的吗？

一次，我见一个暗角里有阴
影，便打开手电筒去照射，结果阴
影随之消失了。能驱散阴影的光，
怎么会带来阴影、制造阴影呢？那
么，阴影到底是由谁带来的呢？

一日，在光中，我看见了我的
影子，影子不就是阴影吗？我的影
子，不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遮挡了光
而产生的吗？原来，让阴影产生
的，并不是光，而是光的遮挡物。

是的，有光的地方会有阴
影，但阴影绝不是光带来的，光
只会去照亮阴影、驱散阴影。如
果你看见了阴影，一定要坚信，
有阴影的地方，必定会有光。

（黄小平）

恋爱中的
“麦穗原理”

“麦穗原理”来源于这样一
则小故事：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
曾向老师苏格拉底请教什么是爱
情，苏格拉底就让他先到麦田里
去摘一只全麦田里最大最金黄的
麦穗，其间只能摘一次，并且只
可向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于
是按照老师说的去做了，结果他
两手空空地走出了麦田。老师问
他为什么摘不到？

柏拉图说：“因为只能摘一
次，又不能走回头路，中间就算
看到最大最金黄的麦穗我也不知
道前面是否有更好的，所以没有
摘；走到前面时，又发现总不及
之前见到的好，原来最大最金黄
的麦穗早已错过了。最终我什么
也没摘到。”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爱
情’。”

在恋爱的过程中，人们也常
常遇到类似的问题，究竟怎样的
对象才是最好的呢？这是一个见
仁见智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定下一个适
合自己的目标，不好高骛远，也
不妄自菲薄，适合自己的就是不
用后悔的。 （梁平）

酒是拿来品的
不是拿来醉的

一位旅行家受邀到法国各大酒庄
参观学习，他十分欣喜，但有一点担
心：自己不胜酒力，若品酒时喝几杯
就倒，岂不丢人？后来，他发现自己
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他甚至在酒庄
创造了“千杯不倒的奇迹”。

原来，在各酒庄，每个调酒师
在给旅行家倒酒的同时，也递给他
一个比酒杯稍大的容器。第一次见
到这个容器时，他问调酒师这是拿
来干什么的？调酒师说：“你不用
每杯都饮尽，你愿意吞下就吞，不
愿意吞下就过一下嘴，品尝品尝，
吐出来的酒，就装到这里。不必让
酒强留在胃里！”

旅行家问：“你们给我品尝的
可都是上好的酒啊，吐掉不是很可
惜吗？“

调酒师说：“酒再好，都是拿
来品的，不是拿来醉的。只要能品
尝到我们酒庄的酒的香醇就行，下
不下肚子，全凭你的意愿，这便是
最好的分享。” （张珠容）

何首乌的根
小丽的邻居给她介绍了一个对

象，相亲回来，我问她：“他长得
帅气吗？”

小丽回答：“不帅，像何首乌
的根。”

我迷茫：“啥叫何首乌的根？”
小丽答：“初具人形。”

多高
飞机上，我看见空姐亭亭玉

立，忍不住搭讪：“小姐有多高？”
她白了我一眼说：“一万两千米。”

吵架的思路
男人吵架的思路：1、问题怎么

来的？2、问题要怎么解决？3、怎
样最合理、对大家都有好处？4、动
手做。5、问题解决，通关。

女人吵架的思路：1、你说话时
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2、你说话
时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3、你说
话时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100、
你 说 话 时 有 没 有 想 过 我 的 感
受？……

习惯性
管申请驾照的人去管结婚证书后

失业了，原因是他习惯性地问：“你
们是为了娱乐还是为了商业用途？”

少女的脸
一天晚上，丈夫坐在沙发上看

电视，妻子在一边津津有味地读一
本小说。看着看着，她把书本一合，
转过脸来对丈夫说：“书里老爱用红
苹果来形容少女的脸，你看，我的脸
像不像红苹果？”丈夫看了她一眼，
说：“像……像一个坏苹果。”

南腔北调

■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
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
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
我都觉得和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你苦闷得不行，就努
力去爱一个什么人，或者爱一样
什么东西，或者干脆就迷上什么
东西。

■女人常以为男人会改变才
跟他结婚，男人常以为女人不会
变才与她结婚，结果他们都错了。

■很多事情，当经历过，自
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
说出来，自己明白就好。

■爱和爱过，只多了一个
字，却隔了一个曾经。

■聪明的人，总在寻找好心
情；成功的人，总在保持好心
情；幸福的人，总在享受好心情。

■我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人，
我做人的原则只有两个字：随便。

■男人有时候痛了，只能放
在心里，不能随便想静静……

■有些事，做了才知道；有
些事，错了才知道；有些事，长
大了才知道。

■工作就是在室内没事儿刷
刷微博看看朋友圈；旅行就是在
室外没事儿刷刷微博看看朋友圈。

■最好的爱情是什么样子
的？就是从不害怕会失去。

■多少恍如隔世，终究都恍
如格式化。

幸福就是天使遇见
了绅士，不幸就是恶
魔遇见了流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