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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回头

去年 8 月 19 日，台湾作家林清玄来
到南国书香节，与大陆读者见面并签售
新书。林清玄与读者谈起了如何过有品
质的生活这一文化话题。林清玄说，我
们每天努力工作，为的就是三餐吃饱，但
欲望和物质的满足其实很短暂；上升到
追寻文化和文明满足的层次，但也不能
解决生命真正的困境，所以只有心灵的
满足才是生活的最高境界，而要使心灵
获得满足，我们每一个人就要确立自己
对生命的追寻和人生价值……

林清玄追寻的品质生活是怎样的？
“在山顶上盖起一座房子，墙是白色的，
屋是蓝色的，旁边种满了花儿，和心爱的
人住在房子里……”他鼓励大家保持这
种浪漫和爱，使生命充满活力，“不要世
俗，‘俗病’不可医”，别让世俗淹没了生
活的浪漫和热情，更不要忘记自己的初
心。

但是，当下不少的人被物质及价格
所迷惑，却让林清玄大为感慨。林清玄
曾经在上海百货商场见过一个鳄鱼包，
标价 100 万元，当时他以为自己眼睛花
了，而且要买这个包包“还要审查你有没

有买的资格，这个世界的人简直疯了，价
值取向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在陕北
建造一座希望小学也才约 10 万元，100
万元就可以建成 10 座小学，这能造福数
千名孩子”。现在，我们的生活大部分都
被商人所统治，“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价值
所在。如果你要懂得生活，你一定要摆
脱价格的统治，去认识真实的价值。”

在这段谈话里，林清玄批评当下人
们“被物质及价格所迷惑”，“世俗淹没了
生活的浪漫和热情”，这的确描述了我们
的心理现状、精神现状、心灵现实。

的确，现在的我们习惯于用数字丈
量生活、衡量价值、衡量幸福。我们幻想
拥有了财富、拥有了富裕的生活，就好像
靠近了幸福“天堂”。其实，品质生活、生
活的浪漫和热情，不但需要物质的支撑，
更是一种精神的需求。虽然人们普遍认
为满足、拥有足够的各种物质和达到全
部的目的就意味着幸福，即拥有了生活
的浪漫和热情，但这一切其实并不能给
人们带来真正的有品质的生活，其原因
在于——使我们能够充分满足的并不是
一种可以渴求的生活状态，我们运用了

空前未有的动力，结果获得的却很可能
是精神的失落、心灵的贫困，没有了幸福
感，找不到生命的价值。

我们不少人，已经缺少了心灵的培
育、灵魂的净化，物质、财富、享乐和欲
望，填塞着这种空虚和缺憾，我们失去了
精神理想和永恒价值的追求，在欲望的
驱使和盲目意志的作用下，结果是精神
理性退位，心灵信仰的缺失。

林清玄这番话，不止是从他个人的
生活品质追求讲起，也是说到了大多数
人的生活现状，对当下人们的这些令人
困惑和迷惘的问题，对人们缺少幸福的
生活体验、精神体验、心灵体验，做出了
物质的、精神的和心理的多方面分析，林
清玄告诫我们，要懂得“我们的价值所
在。懂得生活，不被价格所统治，去认识
真实的价值”，要具有精神觉悟、心灵追
求。

什 么 是 我 们 的 精 神 觉 悟 、心 灵 追
求？什么才是林清玄所说的“只有心灵
的满足才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我们心灵的内部体现的是本性，而
本性便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当然，本性

会把自己建立起来的东西摧毁，也会把
它重建起来。“只有心灵的满足才是生活
的最高境界”，就是向人们强调了心灵的
价值。这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心灵对我
们的生命追寻和人生价值，具有决定的
力量。我们要正视内心的困惑和冲突，
即使在这样一个商品的社会里，我们还
是应有所敬畏和信仰，不能失去心灵的
梦想和理想，重建精神的家园和心灵的
追求。所以，对于当下我们的精神现状、
灵魂图景和心灵状态，就要进行思考。
心灵迷失的需要救赎，没有精神信仰的
需要重铸。在今天这个人们容易“被物
质及价格所迷惑”，面临“生命真正的困
境”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培养也要
挖掘心灵的智慧、心灵的财富、心灵的力
量，构建我们的“心灵法则”。

能够充实心灵的东西，乃是闪烁着
星星的苍穹，以及我内心的道德律。唯
有心灵能使人高贵。在一切创造物中间
没有比人的心灵更有力量了。唯有让我
们的生命和心灵变得崇高起来，我们才
能真正到达“心灵的满足这样的生活的
最高境界”。

今年开年后，公司派我们五人小组去德
国培训印刷机操作技术，为期三个月。

从汉堡国际机场出站，我们搭乘航空公
司的巴士到市中心。沿途目光所及，并不是
我们想象的那般充满浓郁的现代化气息。
古老的建筑、井然有序的街道、穿越时光岁
月的店铺，反倒显出一种厚重、朴实的历史
沧桑感来。

德国人办事严谨，思维缜密，除去了接待
上的繁文琐节，按事先谈好的合作协议，中介
方次日就派人送我们坐高速列车，去世界闻
名的印刷之都——海德堡报到。

德国的印刷和包装技术非常先进，闻名遐
迩。供应厂家先带我们参观高端印刷设备，接着
指定带我们的师傅，并就电脑监控、各种材质的
印刷温度等技术难点制定了教程。

同行的小王兼修过德语，有一定的读写
能力。他日以继夜地啃了一本本教程，我们
这才了解到，现在欧美诸国包装流行设计简
约，印刷精准。在能保护商品的前提下，包装
物用得越少越好，以降低自然资源的耗费，减
少对环境的压力。

培训期间，我们发现，整个厂区周围绿草茵
茵，花团锦簇。置身其间，像走进大自然的植物
园。车间里的印刷机在高速运转，几乎听不到
轰鸣声。地面洁净，不见杂物，操作工具摆放有
序，偶见技师在来回巡视。操作工主要在监控
室看仪表和电脑，工作时全神贯注，只有午休时
方可向他们讨教技术问题。

初期接触，德国人看上去个个表情冷峻；
相处久了，才觉得他们生性质朴。只不过，几
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有个共性，遇事刻板“一根
筋”，善用详实数据和图表讲道理。他们常
说，一丝不苟照章程操作是职业的本分，做出
质量优良的产品就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最后，我们通过近乎严苛理论测试和相关
工序的实际操作，拿到了有总技师签名的结业
证书。证书就是一张单薄的纸，但似乎比国内
那种镶金边的红本本更具“含金量”。

临别前的后两天自由活动。我们走马观
花，领略当地市容和风土人情。在逛超市时，作
为业内人士，我们特别留意德国本土生产的商
品，总体印象是包装简洁，用材科学合理，采用
集约包装物可以省下不必要的耗材。对比起那
些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产品，或许德国制造在
外观上不那么夺人眼球，但其质量尤为经久耐
用，设计上更趋人性化。

在超市购完物，收银员不会递给你免费
的塑料袋，言明得另收费，而且价格不菲。理
货员会小心翼翼地拆开纸箱，按大小尺寸整
整齐齐地堆好，交给专门的回收公司，以循环
使用。不少顾客自备布袋，极少购买那些印
满花花绿绿图案纸杯等一次性的产品。

出国归来，徜徉在国内超市琳琅满目、包
装艳丽的货架间，我们大发感叹：相比起德国
讲求实用设计简约的产品，我们的包装搞得
太奢华，甚至有些过度。由物及人，而要把节
省资源、树立绿色理念变成厂家、商家和消费
者的自觉行动，我们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岁月峥嵘四十年，
往事未必袅如烟。
云开雨霁暖风至，
寒冬不觉冷扑面。

东西南北考场挤，
百万学子赶当前。
千军万马奔涌去，
大浪滤沙真金现。

忆得当年深山间，
日出扶犁苦耕田。
夜伴孤灯闻鹿啼，
年复一年又一年。

未料云散日见朗，
真正一片艳阳天。
昨日荷锄今握笔，
凝思解惑注考卷。

赶考一场改命运，
从此途坦马加鞭。
弹指挥间四十逝，
未敢忘却驻心田。

注：“寒冬不觉冷扑面”是指当
年高考在冬季 12 月进行。

“百万学子赶当前”是指当年
全国有 570 万人参加高考。

往事未必如烟
——读罗灯光《那一场高考：无法忘却》有感

□ 林树辉

庭院内外

用琼瑶女士的第一本书名
把我们和这个世界
阻隔
我静静地
瞧着
想着
不远处
那片曾经让我不顾一切的海
现在是多么的嘈杂和忙碌
行色匆匆后
守在这清幽的庭院
看花开花落
听飞鸟掠过
此刻
一声虫鸣
依着岁月
在呢哝

夜色半浓
夏季一样的血液
在旷野里
肆无忌惮地涌动
不合时宜的闷雷
惊醒了雨
今晚的风
偏瘦无力
我也正好虚构一些清冷
静听
尘埃落定之后
广阔和久远的海
不急不缓地
弹奏着岁月的低吟

六 月

夜
黑得静逸
但我更喜欢
昼的斑斓
音乐不会因时间而磨损
废墟随着风
继续不完整着
所以某些岁月
注定有着自己的风格
那个节日我们都曾雀跃
可也无力挽留那远去的背影
黑色的木纹唱片
循着轨迹
反复无声地旋转着
昨天的昨天
今天的明日
信仰之外
六月
依然热烈地站在那里
与蹉跎无关

夏日情思
□ 张智强

每天上班的日子，下午三点半左
右，我都要出去溜达一会，自称“下午
走”。

我知道，无论什么时刻，大街上都有
来来往往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万物都
美好地存在着，就如雪小禅说的，万物都
在欢喜。我想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身
来，在别人忙的时候像个闲人，以闲人的
姿态从自己的生活里探出头，去打量别
人的生活，去发现万物的美好。

每次，那个小区的篮球场，总有一
群小伙子打篮球。有一次，太阳西斜，
一个小伙子开着车，从车上取下好几瓶
农夫山泉。他把水分给了同伴，自己则
坐在石头上打起了电话。我听到一个
让我很羡慕的信息：“我现在做美食推
广，就是杭州所有好吃的地方，好吃的
美食，都从我手里推广出去。有空，我
带你去很有特色的店去吃美食啊……”

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爽的职

业，听着都让我喜欢。夕阳照着小伙子
微笑的脸，也把微笑反射到我的脸上。

有一次，漫步到池塘边，有三四个
男子正在捕鱼。他们慢吞吞地拉着鱼
网，收起的时候，哪怕只看见一条小小
的鲫鱼，都露出开心而满足的笑。旁
边，有一个骑着电瓶车路过的小伙子，
也和我一样，慢慢将车（脚步）停下，饶
有兴致地观看。他还从口袋里摸出一
只烟，慢悠悠地抽了起来。

路边的土地里，一尾包头鱼满身泥
土地动弹着。一个老妇女推着婴儿车
经过，很高兴地打开话匣子：“那个包头
鱼，你们不要吗？不要，我就拿走了
哟。”那几个拉网的男子，一个也没回答
她。可是，老妇女就当他们已经同意，
捡了一个宝贝似的捡走了包头鱼。

旁人看起来，这妇女是喜欢捡便宜，但
在我看来，这就是日常市井生活的美好。

而那个农家小院边，总有我熟悉的

乡下生活，一次次带给我惊喜。前几
天打那里走过，看见小小的樱桃或红
或青，挂满枝头。我在用手机拍照写
微博，一对情侣经过，男的说：“樱桃熟
了。”这是我第一次见樱桃树。

今天再次去那里漫步，发现院墙
上爬了一丛金银花，白的、银的，花正
开着。我是多少年没见到真的金银花
了啊。只记得小时候，经常和邻居家
的小女孩一起去摘金银花。可是如今
好不容易回趟乡下，也没能见到金银
花的踪迹。金银花似乎被摘绝迹了。

每天出去溜达一会儿，为的是转
换自己的心情。在一种情绪里呆久
了，人就容易陷入一种困境。每天的

“下午走”，我会觉得自己很富有。与
那些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的人相比，
我拥有阳光和片刻的安闲。与那些无
所事事的人相比，我拥有闲适的心情
和张弛有度的节奏。

质朴严谨的德国人
□ 刘 兵

别让世俗淹没生活的浪漫和热情 □ 许民彤

我每天的“下午走” □ 厉 勇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住豪宅、开
豪车；有人说是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的生活；有人说是阅尽世上奇景，吃遍
人间美味……而我的快乐却是以纸为
伴、以笔为友、以电脑为朋，将那些迷
人的景、感人的事、想说的话变成一个
个方块字，将它们“珠联璧合”构成一
篇篇文章。

说起这辈子与写作结缘，那还得感
谢我学生时代的语文老师。上世纪七
十年代，我们这些在“开门办学”中上
学的学子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科学知
识，然而使我感到幸运的是遇到了三
位好老师。教我小学三至五年级的语
文老师，是一位 20 出头的女老师。她
叫谭帕霞，是武汉下放的知识青年，人
长得漂亮，课也教得好。那时我们村
小的老师都是“泥腿子”，他们都不会
汉语拼音，都用“土话”教学。而这位
从大都市来的谭老师却与众不同，她
用普通话教学，教会了我们汉语拼音，
还教我们作文。每单元作文时她都事
先写出一篇“下水文”，让我们模仿着
写。三年下来，谭老师写了五十多篇

“ 下 水 文 ”，我 们 把 它 订 成 了“ 作 文
书”。在这本“作文书”的熏陶下，我对
写作产生了兴趣，作文水平也有了明
显提高。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年
近六旬的“老古董”，满口的“之乎者
也”，他教我学古文，使我爱上了古诗
文。高中的语文老师姓曾，是位“老学
究”，教授级别的“走资派”，从省城大

学被贬到农村中学任教。曾老师早年
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古通今，满
腹经纶。他给我这位爱写作的学生指
点迷津，在我心灵里播下了文学的种
子。在他悉心指导下，我发表了处女
作。

青少年时代，写作成了我生命中的
一抹阳光，给我那个灰暗的学生时代
洒下了光明，那光明成为我漫漫人生
路的向往。发表几篇习作后，不知天
高 地 厚 的 我 竟 做 起 了 记 者 梦 、作 家
梦。在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那段时间
里，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身心极度疲
惫，残酷的现实将我的梦想击得粉碎。
好在支撑我的还有“文房四宝”，我用笔
来记录逝去的韶华，述说生活中的喜怒
哀乐，我每完成一篇千字文，心中都会
滋生一种莫大的成就感。写作之乐，在
于能够释放出现实生活中的愉悦，能够
让疲惫的心灵得到慰藉放松，那是局外
人所难以领略的。1983年春，我以作文
满分的绝对优势考上村民办教师。之
后的我如鱼得水——考上了师范。教
书、读书、写作，其乐融融；进教办、镇委
办、乃至来到天涯海角，都或多或少沾
了点“笔杆子”的光。

写作促使我不断“充电”，去寻找源
头活水。写作中我常常感到自己知识
贫乏、不够用。为此，我在读唐诗宋
词、中外名著的同时还读了天文、地
理、科普、旅行记之类的书，使我获益
匪浅；自修大学中文，获得了大专文

凭；参加了《湖北日报》社举办的新闻
文学函授班，获得结业证书。

写作是桥梁，它让我广结良师益
友。在函授学习期间，我有幸聆听了
著名作家池莉的讲座，得到了《湖北日
报》高 级 编 辑 徐 砚 池 老 师 的 亲 自 辅
导。后来的日子，我结识了多个作家
和报纸编辑，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
并加入了作家协会。

写作让我变得豁达开朗、与世无
争、宠辱不惊，使我的性格平添了几分
韧性；写作让我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带
来了些许的清静；写作让我远离了彩
票、棋牌、麻将桌，充实了我平凡的生
活……它让我永葆青春！

如果说我青年时代写作是怀揣着
梦想的话，那么我现在的写作则完全
是一种“爱好的延续”、一种“消遣”，既
不图名，也不图利；如果说我在写作上
有一点建树的话，则应功归于我的文
朋师友。三十多年来，我在国家省市
级报刊发表不同体裁的作品 400 余篇，
近 40 万字，有数十篇作品获省市级征
文奖，多次被《湖北教育报》《荆州日
报》《荆门日报》评为模范通讯员。我
把那些发表的“豆腐块”、“火柴盒”装
订成册，取名为《方田拾绿》，每次翻
阅，它都会向我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
故事，勾起我一段段美好的回忆……每
每重读，都会有一种新的收获。

总之，我在快乐中写作，在写作中
得到快乐！

我写作，我快乐 □ 严 鸿

碧海蓝天，山水秀，日光充裕。
春四季，百花争艳，净洁空气。沙
粒雪白纤细软，港湾潋滟风恬谧。
珊瑚美，水底展芳容，丰姿丽。

峦叠嶂，林木绿。芳草绣，香飞
溢。望湖边白鹭，靓闲亭立。湿地公
园游客醉，自然胜景全球誉。撸起
袖，绘大美蓝图，齐发力。

满江红

大美三亚
□ 陈 松

修竹茂林（国 画） 王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