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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喜华

漫说
“看重”
有则寓言教谕人们“别把自己看得太
重”，说“一只骆驼，辛辛苦苦穿过了沙漠，
一只苍蝇趴在骆驼背上，一点力气不花，
也过来了。苍蝇讥笑说：
‘骆驼，谢谢你辛
苦把我驮过来。’骆驼看了一眼苍蝇说：
‘你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走了，也没必要跟我打招呼，别把自己
看得太重了。’”。别把自己看得太重，是
一种修养，一种胸怀，
更是一种处世哲学。
这段骆驼与苍蝇的对话，骆驼的话绵
里藏针，苍蝇那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得
意忘形，也惟妙惟肖。
人确实应该“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诸
如别把自己的能力、水平、作用等等看得
太重。如果把这些看得太重，反而会露出
“小”和“轻”来，招致骆驼们的不屑。然而
也有些是应该“看得太重”的，诸如修养、

品行、尊严等等，如果对此不以为意，同样
很可怕。历史上，但凡轻忽自己的修养、
品行，必然一败涂地，不求尊严，也必然毫
无尊严。
明代的严嵩是把自己的能力、水平看
得很重的，自以为无所不能。他倒也确非
一无所能，能写好字、吟妙诗、做美文，并
经“奋斗”出任内阁首辅。然而，他满肚蛇
蝎心肠，一阔就变脸，用尽心机打击恩重
如山的前辈夏言，执掌国政 17 年间，一边
构陷迫害重臣，一边鲸吞虎据。然而，虽
一时风光无两，终究在 85 岁耄耋之年被革
职罢官，遣回老家，儿子处斩，家产抄没。
此后，乡人便看到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
常年踽踽独行或瑟瑟蜷缩在荒郊野外的
坟堆里，靠捡拾祭品糊口，两年后，孤苦伶
仃地老死墓舍。

严嵩有尊严吗？他的尊严不值坟前
的一只馒头，历史对他的厌恶，就像荒郊
野外的北风。
确实，揆诸古今，凡把自己看得很重
而又心术不正、欲壑难填的，往往晚境颓
唐、下场凄惨，严嵩只不过是极端罢了。
现今有些贪官，也颇把自己的能力、水平、
作用“看得很重”，如果辖内发展较快或企
业业绩尚佳，那讲话言谈之际、举手投足
之间，一派“英武”气势，太过“看重”自己
之余，便又“一霸手”
“一捞手”，唯我独尊、
颐指气使，欲壑难填、贪赃枉法，即便狡兔
数窟、钱钞满屋。最终，自然也不外“凄凄
惨惨切切”
。
他们只看重所谓能力、水平，而根本
不锤炼修养、不提升品行，只知放纵欲念，
捞钱渔色，面对汹汹訾议，仍然不闻不问，

呵护
汤青 摄摄

□张达明

安顿心灵的地方
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年轻时，最大
那段岁月的无忧无虑。我那天高兴中还
的奢望是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但那个
有点紧张，因为她与我交朋友已经两年，
时候生活困难，全家人挤在十几平米的
终于同意与我拍张合影照了，合影可是
小屋里，一张桌子既是餐桌又是书桌，只
一种认可啊。”
有等全家吃完饭收拾干净了，他才能在
冯骥才认为，
“ 作家的书房，正是作
饭桌上写作，他的孩子也只能在板凳上
家最不设防的地方，因为你的一切想象、
写作业，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生活改善后， 思想在书房里都是赤裸裸的，都要真诚
他才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并为它起了
地表达出来，读者不需要看一个虚假的
一个好听的名字
“心居”
。
字。同时，书房又是作家向外射子弹的
冯骥才的书房犹如一幅温馨的小
战壕，是安顿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诗情画
画，中间是书桌，上面摆着台灯和艺术
意的地方……房中堆满书籍、手稿、日
品。阳光从朝南的窗户射进来，看见的
记、资料，每当静静坐在里边时，就如坐
都是剪影，很美。还有许多细节藏在书
在自己的心里；任由一己自由地思考或
中，丁香尺、西晒的小窗、杯中泥土、小药
天马行空地想象，只有书房里才可以这
瓶、楹联、节日风物……
“许多在别人眼
样随心所欲。”
里稀奇古怪的东西，再普通不过的东西
随着藏书越来越多，冯骥才就不断
——只要它们被我放在书房里，一定有
地把它们搬进图书馆，但有些书绝对不
特别的缘由。”
会拿走，如上海儿童良友社彩色胶印的
书房，作为一个异常独特的物质空 《黑猫的假期》和《奥林匹克运动会》，还
间与纯粹自我的心灵天地，处处折射出
有上海国光书店出版的《珊珊雪马游月
作家隐秘的精神世界，无不显现着作家
球》，都是他孩提时代阅读的证物。
“它们
的个性、气质、习惯、喜好、审美。冯骥才
记 录 了 我 潜 在 的 阅 读 史 ，具 有 人 生 意
的书房里有两样最贵重的东西，一张是
义。这些儿时的书，是我一生中看的遍
母亲的旧照，一张是他和爱人的合影， 数最多的书，至少几百遍。这些书都是
“我母亲今年 103 岁了，这张照片是她 28
当时母亲给我买的。”
岁那年拍的，年轻母亲的清新与美丽都
冯骥才喜欢逛旧书市场，每到一个
保留在这张照片上。”和爱人的合影，是
城市，他都要去那里淘旧书，
“ 总会有一
他 22 岁时和爱人相识后拍摄的，
“从这张
些不期而遇和意外发现。发现一本不曾
照片可以感受到我们在一起画画和交往
知道的特殊的书，像发现一片未知的新

大陆。”他还每天抽出半个小时去逛孔夫
子旧书网，发现有适合自己口味的旧书，
就托年轻朋友帮他下单。他说：
“寻找是
被诱惑，一旦找到即如喜从天降，这种感
觉只有淘书才有。”
不仅如此，冯骥才每次出国都要去
参观博物馆和作家故居。
“一次我跟王蒙
先生在爱尔兰看萧伯纳的故居，我俩吃
惊地发现，萧伯纳书桌对面的墙上挂了
一张很大的画像，画像里的人一双眼睛
咄咄逼人。一问才知，那是专门批评萧
伯纳的批评家，而且批评得非常严厉。
萧伯纳把他的画像放在书桌对面，就是
为了激起自己的精神。”
冯骥才也去过国内不少作家的书
房，上世纪 80 年代初常去孙犁先生的书
房，
“ 里面没有任何装饰，干净、清净、平
静，和他的文章一样；桌上有个天青色的
瓷缸子，里面放着十几颗雨花石，每个石
子都像他的文字一样，纯粹、透明；所有
的信封都是用拆信刀拆开的，整齐、有
序。”对此，他感慨道：
“ 作家的书房和人
的气质、习惯、文风是一致的……对于作
家而言，惟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
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这里是安顿
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自己精神的原点，有
自己的定力。”

家乡有句俗语：
“ 邋遢冬至，
清悫过年；清悫冬至，邋遢过年。”
指的是，如果冬至日下雨，过年时
天气会晴好，天晴人们才能打扫
庭院，清除屋里屋外蓬壅垃圾，干
干净净过年。反之，如果冬至日
晴好，过年时则会下雨，只能邋里
邋遢地过年。民谚，是人们长期
经验的总结，准确度八九不离十，
当然也有例外的。
邋遢，既指环境和个人卫生
肮脏、不干净、不整洁，也指人的
行为鄙猥，品行不端。清悫，则指
为人清白诚实，借指卫生干净整
洁。邋遢与清悫是一对反义词，
方言邋遢与普通话之间，变音小，
都能写准正字；而清悫，方言读清
壳[ke]，变音大，有人写作“清壳”，
也 有 专 门 方 言 研 究 者 写 作“ 清
确”，不一而足，终归与词义相去
甚远。
邋遢与清悫，集中在一个人
身上是什么感觉？王安石，唐宋
八大家之一，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改革家。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
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一次非常
重要的变法改革，影响深远。王
安石的诗歌文章，在文学史上也
有重要的一席。但据说王安石因

崇尚节俭，经常一两个月不洗一
次澡，不换衣服，生活邋遢，身上
常有臭味，引得同事掩鼻，不愿与
他一起办公。但王安石品德高
尚，人品清悫。苏轼与王安石在
文章上互相欣赏，惺惺相惜，但两
人政治主张相背，苏轼是反对王
安石变法的。乌台诗案中，苏轼
下狱，差点有性命之忧，王安石不
仅没有落井下石，而是竭力出面
力保苏轼。当时已经下岗的王安
石写信派人飞马送给神宗皇帝，
王在信中说：
“岂有圣世而杀才士
乎！”从而打消了神宗的杀心，苏
轼被贬去黄州。
汪伪政府宣传部长、大汉奸
林柏生，出生于南洋富商家庭，从
小生活优渥，大辈子精致得体清
悫。因追随汪精卫卖国，被判处
死刑。据说，林柏生受刑之前，还
拿腔拿调地对行刑警察说，不要
侮辱他的尸体，让他保持最后的
体面清悫。一个出卖灵魂、出卖
国家利益的汉奸，人品邋遢，即使
死后体面清悫，又有什么用呢？
仍免不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为人处世，个人卫生邋遢，无
伤大雅，
而人品必须清悫。

□潘江涛

王者归来
年少时读《水浒传》，最佩服的是
武松和黑旋风李逵。
武松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那
紧张激烈的打虎场面，与儿歌“一二三
四五，上山打老虎”大异其趣；黑旋风
李逵的名头虽没武松响亮，但他在沂
岭怒杀 4 只斑斓“大虫”，也是豪气冲
天、风头尽显的。
“大虫”哉，老虎也。2022 年，农历
壬寅年，
生肖属虎。
虎的先祖是中国华南虎，起源于
地质年代的第三纪。它威猛无比，是
杰出的短跑健将，爆发力可达每小时
80 公里，瞬间即可扑杀大型食草动物；
善于跳跃，一纵跨度 5～7 米，高达 2
米；嗅觉特别灵敏，加上那条粗壮有力
的尾巴——既是防御武器，又能给攻
击目标以致命一击。
《风俗通义·祀典》
甚至说：
“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
执搏挫锐，
噬食鬼魅。”
国人崇尚威武，深爱老虎的威武
和力量，故把勇猛的战将称作虎将，
关、张、赵、马、黄是三国时期的“五虎
上将”。乃至将门虎子、虎女，连调兵
的信物也叫虎符。
坊间还喜欢把虎画悬挂在中堂，
即便没有中堂，也要将它张贴于正对
大门的墙壁上，驱魔镇邪。至于虎头
帽、虎头鞋、虎头枕等，更是平头百姓
的日常物件。
老虎称雄山野，昼伏夜出，偶尔遇
到人类，也会主动回避。倘若伤人，必
有原因：一是生病或受伤，特别是被人
打伤之后，会变得凶猛十倍，不置来犯
者于死地决不罢休，故有“老虎屁股摸
不得”之说；二是饥不择食，来者皆捕；
三是保护幼仔，哺乳期母虎尤其警觉
凶猛。

老虎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一头成
击老虎的头部。可怜老虎脑浆迸裂，
年老虎一个晚上可啃食 30 公斤左右的
倒地而亡。戈二于是脱身。
肉食。因此，一只老虎要想存活下来，
一山难容二虎。但老虎要拍的对
至少得有一大群中型食草动物为食物
象并非同类，而是传说中的猛兽：駮。
链，在野生状态下不凶残难以生存。 《尔雅·释畜》说：駮如马，倨牙，食虎
于是，
老虎成了
“恶兽”的代名词。
豹。
难怪，成语“谈虎色变”
“ 虎视眈
陆春祥古事今鉴，由物映人，善意
眈”
“ 为虎作伥”
“ 虎口余生”……俗语
针砭：
“ 故事终究是故事，但这只善于
“坐山观虎斗”
“ 伴君如伴虎”
“ 山中无
拍马屁的老虎在马屁辞典中确实算得
老虎，猴子称大王”等等，皆指虎的凶
上经典，尽管它因为拍马屁而送了性
残本性。不过，在历代笔记中，老虎还
命 ，所 以 我 宁 愿 将 它 看 作 是 真 有 其
有另外的形象。
事。人间的马屁可以拍出各种各样的
清人张潮辑录的《虞初新志》中
水平，老虎或动物界为什么就不可以
说，有一个樵夫，不慎失足于虎穴。老
甚至超过呢？！”
虎在分饲小虎的同时，竟给他分食了
笔记虽“野”，却是正史的折射镜，
一些麋肉，后来又驮着他回家。为了
真实，
去伪，
不装，
往往趣味横生。
报恩，樵夫在虎被猎人擒捕之后，便也
马 屁 拍 到 了 马 腿 ，可 笑 亦 也 可
“以死请命”
。
怜。不过，大文豪韩愈却看到了老虎
“鲁奖”得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
的软弱无助：
“ 谁云猛虎恶，中路正悲
陆春祥一直致力于历代经典笔记的阅
啼。豹来衔其尾，熊来攫其颐。猛虎
读与写作，其《笔记中的动物》涉及老
死不辞，但惭前所为。虎坐无助死，况
虎的有 3 篇，其中《拍马屁的老虎》最
如汝细微。”而我平生所见，老虎亦多
是耐人寻味。
被关在人类为其特制的“监狱”里——
故事说，山东莱州有个叫戈二的
有的是铁笼子，有的是水泥池，有的是
村民上山砍柴，突遇老虎，以为自己必
一座偌大的山丘，
它们早已威风扫地。
死无疑。岂料，那老虎只“以唇含其
动物是人类共生共栖的朋友，保
颈，不啮噬”，将他背离原地，埋在远处
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2021
一条落满枯叶的沟底，一心想要献给
年第 10 期《绿色中国》杂志亦说：东北
心中的“老大”。戈二装死，估摸老虎
已经是至少 55 只野生东北虎的家园，
走远，才钻出树叶，爬到近旁一棵高高
而且未来能够支撑 300 只野生东北虎
的树上。这时，惊魂未定的戈二老远
的生存。
就看见老虎驮着一只看似虎，却长着
东北虎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且是
马头，头上生角的“大虫”，朝这边走
濒危野生动物，其迁移、定居最能反映
来，
“俯下的身子像给皇帝坐辇车那样
东北地区生态系统的整体状况。
的小心”，极尽谄状。来到埋藏戈二之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有敦厚之
处，老虎扒开沟叶，突然间不见珍贵
德性，才能化育和呵护万物，反过来，
“礼物”，立刻惊慌战栗，在那“大虫”面
也被万物化育和呵护。
前屈足前跪。
“大虫”恼羞成怒，以角撞

□刘晓伟

在红地毯上就不会随口吐痰吗

□朱辉

被躺平
两年前，我的左眼突发视网膜静脉
梗阻，经过治疗病情得到了控制，医生叮
嘱除了控制血糖，平日须保持情绪稳定，
不要有太大压力。妻子觉得这很难做
到，我的精神压力一直不小。
“有什么好操心的，日子平平淡淡地
过，不要一山望着那山高……”母亲劝慰
我。她以为我是因为野心太大，想建功
立业，所以自寻烦恼。其实过她所说的
“平淡”日子，我感觉已经使出了洪荒之
力。若真如她所说，什么也不想、不操
心，恐怕我就只能去她那儿啃老了。
父母那辈人，很多人一生捧着铁饭
碗，有些人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混
一天。几十年如一日，就这么佛系地混
到了退休。我们这辈人刚走上社会时，
也混过几年这样的日子。随着单位改
制，后来到社会上觅食，发现从此没有了
躺平的机会。看似不起眼的一份收入，
都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才挣得来。然而在

照样我行我素。最后，尊严连同自由甚至
性命一并淹没在百姓的唾沫里。
再别开一层说，
“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外，
其实也应
“别把别人看得太重”
。
有则不是寓言的故事说，萧伯纳有天
同一小女孩玩耍、谈天，黄昏时，他对小女
孩说：
“回去告诉你妈妈，说是萧伯纳先生
和你玩了一下午。”小女孩马上回敬了一
句：
“你也回去告诉你妈妈，就说玛丽和你
玩了一下午。”在小女孩的童稚心里，萧伯
纳与小玛丽是一样重要的，名气、影响与
否，根本不在考虑之中，她只觉得，这个老
人和蔼可亲、幽默风趣，她也觉得，自己的
开心、快乐，也感染了这个慈眉善目的老
人。
在这里，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别把
别人看得太重”
。
实际上，一个人太过“看重”别人，并
企望以此为靠山，搞政治攀附，往往很不
靠谱，
最终是
“竹篮打水”
。
总之，目空一切，最终是一切皆空；趋
炎附势，
终究会树倒猢狲散。
所以，
“别把自己看得太重”是理性和
智慧，
“别把别人看得太重”同样是智慧和
理性。前者，它要求人们理性看待自己的
能与不能，若在学识、修养上努力精进，则
更具智慧；后者，它冀望人们智慧地识别
他人究是君子抑或小人，并理性地决定自
己的行止。这，既是处世哲学，更是为人
准则。

邋遢与清悫

旁人看来，你职位低、收入不高，就是躺
师的他，出人意料地在家附近一家银行
平，哪怕
“996”
“007”地工作着。
当起了保安。他妻子给他联系了一家韩
我被误以为躺平的历史，可以追溯
资 企 业 ，可 以 去 那 儿 从 事 设 备 维 修 工
到学生时代。当年我身上处处显露出文
作。然而经常要上 12 小时夜班，已经“奔
科生基因，却被父亲逼着去学有机化工。 六”而且身患
“三高”的老李没法干。
高数、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当
“他就是贪图安逸，我们厂那么多
年我挑灯夜读，下了苦功才勉强及格。 ‘三高’的人，一辈子倒‘三班’，也没出什
父亲甚至老师并不了解，觉得这样的分
么 事 ……”老 李 的 妻 子 责 怪 他 不 思 进
数不就说明平时在混吗？用今天的话形
取。老李说妻子厂里上夜班，干 3 小时
容，就是“躺平”。只有我自己心疼自己， 活，睡 5 小时，已经算很敬业了。这和外
后来看了一些文章，知道了钱钟书考清
企、民企的夜班是一回事吗？他们银行
华，数学才 15 分；罗家伦考北大，数学 0
监控室有个夜班师傅，打了 5 分钟盹，就
分；朱自清、吴晗考北大，数学也是 0 分
被总部远程监控人员发现，扣了 100 元。
……想想这些名人如果去学有机化工， 三次打盹，就会被解雇。完全不能睡觉
恐怕使尽吃奶的力气，顶多一年便会被
的夜班，老李觉得上一个月，他就得进医
校方劝退。然而人家后来成功了，咱没
院抢救，
然后全家因此致贫。
有成功，所以学生时代被躺平的冤案，至
以混得好不好为参照，
随意给别人贴
今没法平反。
“躺平”标签，这比地域歧视、性别歧视更
被躺平的当然也不止我一个人，同
为普遍。我们唯有不断增加社会阅历，
多
学老李的单位今年改制了。身为高级技
将心比心，
才能减少制造这类冤假错案。

对人们随地吐痰等陋习，有人这
样说，只要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
的公德意识和文明素养自然就会提
高，你想，当一个人在红地毯上行走
时，
他还会随口吐痰吗？
这话说得不无道理。的确，人首
先要解决温饱问题，才能进一步有精
神层面的追求。
可问题又来了。现在我们的生活
水平已大大提高，但还是看到很多见
怪不怪的情形：开着名牌轿车向窗外
一路丢弃垃圾；遛狗者见宠物狗随地
排泄却顾自离去；食客们用餐后剩下
满桌的饭菜佳肴；很多人出国旅游，虽
然拥有让人羡慕的购买力，却在等候
的人群前不愿排队，在公众场合大声
喧哗，在公共卫生间不冲便池……这
些行为习惯，不关乎钱包和存款，关乎
的是教养和素质。可以想见，这些人
在自己舒适的家里是不会乱扔垃圾，
不会在家人需要安静时大声喧哗，更
不会不冲便池。
看来，对于“在红地毯上还会随口
吐痰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那

得看是谁的地毯。
这让我想起了世界著名音乐家、
法国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布菲教授曾
在我国一座大城市的音乐厅里演出的
遭遇。她在台上如痴如醉地弹奏钢琴
曲，而台下观众的手机铃声、座椅翻动
声、说话声此起彼伏，小孩来回跑动，
大呼小叫，以致布菲无法继续演出，她
流着眼泪伤心地告诉记者：
“嘈杂的声
音使我无法专注于我的音乐，那不是
我的最好水平。没有把最好的东西带
给观众，
这让我有点难受。”
音乐会的票价至少要几百乃至上
千元，这说明进入小康社会的我们似
乎已不缺钱，也不缺设备先进的演出
场所，甚至不缺欣赏高雅艺术的审美
情趣，可我们缺的是应该与物质财富
互补共生的公德意识和文明习惯。
可见，人们的文明意识和道德素
养并不一定与经济状况成正比关
系。作为佐证，在古代，既有管仲认
为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
荣辱”，也有孟子称道的乞人不食嗟
来之食。在今天，既有开着宝马撞伤

行人逃之夭夭的恶行、拿着高薪徇私
枉法贪污受贿的腐败；也有收入微薄
的打工者勇救落水者的壮举、拾荒老
人抚养弃儿的感人事迹。这些事实
足以说明，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
础，但是人们的道德意识和文明素养
既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是随钱包鼓
胀就会必然形成的，还需要靠教育和
法规进行精神教化和道德约束。令
人欣慰的是，这已日益成为社会的共
识并正在付诸切实的行动。例如杭
州的机动车在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便
是舆论倡导与制度约束的合力获得
的精神文明果实。
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努
力营造彰显良知、弘扬公德的社会氛
围，在向世人展示的民族振兴的宏伟
蓝 图 中 ，不 仅 是 GDP 总 值 在 不 断 增
长，而且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线
并行，同步提升。否则，马路再宽阔，
高楼再气派，住宅再豪华，轿车再高
档，也依然会让高雅艺术面对我们而
伤心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