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并非闲话

让生命匀速前行
□任炽越

他是位小有名气的演员， 在银

幕上塑造了不少让人留下深刻影响

的角色。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他每

年接的戏不多， 但不论在戏中份量

的大小， 他都提前认真做好案头准

备工作， 研究每一句台词与每一个

动作， 使所扮演的角色都能不同凡

响。 有人与他打趣， 说他失去了很

多“挣钱” 的机会。 他戏谑道， 我

这个人有些笨， 不具备干“急活”

挣钱的本事。 后来， 某电视主持人

釆访他聊起此事时， 他正色道， 生

活中一个人不能太过着急， 要保持

匀速前进， 这才对得起自己的生命

与钟爱的事业。

她原是位家庭主妇， 因热爱烹

饪， 成了网红。 她的私房菜红遍网

络后， 便有许多粉丝向她预约， 前

去品尝她的美味佳肴。 一时她的私

房菜供不应求， 成了城市老饕们追

逐的时尚。 有人劝她乘时开家酒

楼， 既可满足众人品尝其美味的愿

望， 又可扩大自己的影响， 获取更

多的经济利益。 对此， 她笑而不

答。 一次一好友见她在厨房忙碌，

不亦乐乎的模样， 又试探了她一

下。 她笑道，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许

多烦心的事情， 我也一样。 但你不

知道， 我只要一踏进菜场选购食

材， 一进入厨房的煎炒炸炖之中，

我就会忘掉一切烦恼， 立刻高兴起

来。 我享受菜场与厨房这特有的氛

围， 这是我生活快乐的源泉， 我为

什么要轻易改变， 去追求或许我不

一定会快乐的事情呢？ 保持自已的

生活节奏， 不急于求成， 这才是生

活最重要的。

那年， 去欧州某国， 下午在一

小镇上的一家铺子里挑选工艺品。

我对几只玻璃铃铛产生了兴趣， 五

十多岁的店主非常热情， 拿岀了大

小不一的十多个玻璃铃铛让我挑

选，最终我挑选了一大一小两只。店

主用盒子仔细地放好， 四周帮我垫

上了防震的泡沐， 临走时还送了我

一只陶瓷的小铃铛， 说让我留作纪

念。当我们走出小铺子时，店主微笑

着与我们道别， 随即关上了小铺子

的门。那天正好是周末，小镇上的许

多店铺都纷纷打烊了， 四处游荡的

旅游者只好去还开着的几家咖啡馆

闲坐。 我问陪我们的兼职导游留学

生小许， 他们为啥放着钱不赚啊？

小许说， 欧州人的生活比较安然，

他们觉得钱是挣不完的， 周末就是

他们应该休息的时候， 为周日的度

假作些准备。 特别是一些小镇上的

中老年人， 他们的理念就是， 优闲

的生活才是幸福快乐的生活。

有一次， 与朋友餐叙， 其中有

几位“跑马” 发烧友。 问起跑马拉

松的技巧， 他们像开了锅， 七嘴八

舌地说了许多。 后一位资深跑者总

结了几点， 让我印象颇深。 他说马

拉松运动员除了体力、 技巧等诸多

因素， 比赛时最重要的是要放平心

态， 咬定目标， 保持体力， 全程匀

速前进， 最后的胜利必定是你的。

其实， 人生也是一场马拉松，

目标不是一时的输赢， 而是最后的

胜利！ 在这场旅程中， 不应着急，

踏准节奏， 保持良好心态， 让生命

匀速前进！ 或许， 有时生活会按下

暂停键， 就是为了警示你， 让你恢

复体力， 重蓄充沛精力， 继续向着

目标前进。

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 尽享人

生的欢乐！

报春（国画） 秦海

■灯下漫笔

“封其心眼 断其诱惑”
□沈 栖

闲书不闲。 近读明朝刘元卿

的 《贤奕编》， 其中一则寓言耐

人寻味———

猩猩好酒， 猎人便在山下路

边摆上美酒， 以为诱饵。 下山的

猩猩们见酒， 起先是骂猎人不

仁， 但终究抵挡不住美酒的诱

惑， 先是小杯， 后又端大碗， 越

喝越馋， 最后忘记了警惕、 防

范， 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猎人

便将其捆缚， “无一得免焉， 其

后来者亦然”。

在动物世界， 猩猩是属于聪

明、 强悍的一类， 它们“骂猎人

不仁”， 说明已识破猎人的设酒

有诈。 但“酒” 令智昏， 原有的

心理防线全面崩溃， 行为渐趋失

控， 最后落入陷阱。 分析猩猩的

悲剧， 大致是走过了这么一个轨

迹： 警觉—智昏—失控。 何以

故？ 《醒世恒言》 作者冯梦龙一

语道破： “眼里识得破， 肚里忍

不过。”

其实， “眼里识得破， 肚里

忍不过” 的现象又何止是猩猩之

于美酒？ 反观近年来曝光的大小

贪官， 大多是“识得破” 而“忍

不过”， 最终吞下“诱饵” 而祸

延国家、 殃及自身。 广西柳州地

区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兰树高因

受贿获罪后在狱中回顾自己当初

贪赃枉法的经过和感受时称： 起

初有人行贿， 他很反感， 还骂过

行贿人， 继而以“下不为例” 为

借口收下了第一笔贿金。 “受贿

就好比喝酒， 碰上好酒， 一杯接

一杯， 飘飘欲仙地不知道停手。”

兰树高对他人行贿反感且骂之，

至少说明其当初良知尚未完全泯

灭， 有所警觉， 从“下不为例”

地收下第一笔贿金开始， 他心理

失控， 一路下滑， “不知道停

手”， 以致深陷罪恶泥潭而不能

自拔。

一则闲书里的寓言， 一则现

实中的实例， 何其相似乃尔！ 猩

猩们面对美酒， 兰树高面对贿金

（巧得很， 兰氏也以“酒” 喻

之）， 两者的心理嬗变和行为演

变极为相类， 悲剧的缘由都在

于： “眼里识得破， 肚里忍不

过”。

“眼里识得破”， 没有一点

理智是不可能的； 而“肚里忍不

过”， 又反映其逐渐丧失了理智。

从理智尚存到完全丧失理智， 其

中有个转化过程。 催化这一过程

的因素是什么呢？ 对猩猩们而

言， 是酒的诱惑力， 而对兰树高

而言， 则是利的诱惑力。 这些诱

惑力可以使动物 （人也是动物）

逐步泯灭其善的一面， 随之迅速

膨胀其恶的一面。 那么， 怎样来

抵制这些“灿烂的奸夫” （莎士

比亚对金钱的比喻） 的诱惑力

呢？ 防范措施固然多多， 有心理

的， 有行为的， 也有制度的， 法

律的， 等等。

这里， 我不妨援引一则 《清

朝野史大观》 中的轶事， 以资借

鉴———

道光年间， 刑部大臣冯志圻

酷爱碑帖书画， 但到外地巡视， 他

绝口不谈自己的爱好。 一下属知其

爱好后， 献一宋拓名碑帖， 冯原封

不动地退还。 下属劝他： “何不启

封一赏？” 冯答： “启封若是真品，

将会爱不释手； 不启封一赏， 权当

赝品也。 封其心眼， 断其诱惑， 任

尔物多美， 色多艳， 眼不见心不

乱， 其奈我何？”

好一个“封其心眼， 断其诱

惑”！ 猩猩们之于美酒、 兰树高们

之于贿金之所以“肚里忍不过”，

缺失的正是这样一种自警、 自律。

上述 《贤奕编》 里那则寓言结

尾处说猩猩们最后是“无一得免

焉”， 并且还说“其后来者亦然”，

有大量的猩猩重蹈覆辙。 现实生活

中， 不察殷鉴、 前“腐” 后继者不

也是屡有所见么？ 看来， 要遏制腐

败， 除了制度约束、 监督外， 官员

们还亟须切实做到“自重、 自省、

自警、 自律”， 而在心理上、 行为

上的“封其心眼， 断其诱惑” 不失

为一药石。

■世象纵论

“麻将书记”“麻将市长”之叹
□张桂辉

麻将， 起源于中国。

其由来， 众说纷纭。 比较流行

的， 有“郑和发明说” “万秉迢发

明说” 等。 明宣德年间， 率军下西

洋的郑和， 为了排解船员常年累月

航海生活的枯寂与无聊， 在船上设

计出了一种竹牌游戏器具———麻

将， 故麻将也有“竹牌” 之称。 相

传， 明代万秉迢， 一日在阅读 《水

浒》 时， 被书中 108 位好汉的本

领与精神所折服。 他想： 如能做一

副娱乐工具， 作为纪念该多好呀。

于是， 经过几天的精心设计， 终于

研制出了流行至今、 由 108 张牌

组成的麻将。

不知始于何时， 设计者初衷为

娱乐工具的麻将， 悄然变身赌具。

曾几何时， 有顺口溜曰： “十亿人

民九亿赌”。 这话显然过于夸张。

时至今日， 随着有钱又有闲的人越

来越多， 麻将大军较之前些年也有

增而无减。 其中， 既有平头百姓，

也有领导干部。 个别党政干部“麻

瘾” 之大， 较之贩夫走卒， 有过之

无不及。

媒体曾经披露过一则奇闻， 某

县委书记， 因为热衷打麻将， 群众

戏称其为“麻将书记”。 “上有好

者， 下必甚焉”。 在“麻将书记”

的影响和带动下， 该县很多部门争

相玩起麻将， 许多单位的值班室，

成为清一色的麻将室； 各乡镇用麻

将接待下乡领导， 成为一个“常设

项目”。 在麻将桌上， 这位县委书

记， 时而打逗调侃， 放浪形骸； 时

而装腔作势， 道貌岸然。 为了投其

所好、 讨他欢心， 别人每每“输

钱”， 书记频频“进项”。 久而久

之， “麻将书记” 身边， 渐渐形成

一个以“赌友” 为核心的小圈子，

严重污染了当地的政治生态和社会

风气。

既有“麻将书记”， 便有“麻

将市长”。 广东省肇庆市委原常委、

常务副市长刘惠祥， 因为热衷打麻

将， 人们送他一个外号———“麻将

市长”。 刘惠祥打麻将， 通常喜欢

在饭后， 且赌资用的都是港币。 身

为副市长， 手中有实权。 因而， 有

人趋之若鹜， 有人乐意奉陪。 希望

通过打麻将， 拉近距离、 搞好关

系， 从而登上副市长这条大船。 为

了抱紧刘惠祥的大腿， 每次打麻

将， 不论输或赢， 他们都会心甘情

愿、 笑容可掬地送给“麻将市长”

一定数额的港币当作回报， 每次少

则几万， 多则数十万元。

就在我常常想起、 耿耿于怀之

际， 近日又从媒体上认识一位“麻

将书记” ———詹顺舟。 身为甘肃省

酒泉市委常委、 敦煌市委书记的詹

顺舟， 心中也有“一杆秤”。 只是

其所“秤”， 不是肩负的职责， 而

是得到的利益。 为此， 詹顺舟培养

起两大爱好。 一是好玉石， 二是喜

麻将。 对此， 一些老板“心领神

会”。 有的巧送玉石， 有的陪打麻

将， 变相输送利益。 麻将桌上， 詹

顺舟只赢不输， 乐此不疲。 为了

“提高效率”， 他有时一晚上要安排

两个， 甚至几个麻将场， 这个桌子

上的钱“扫光” 后， 赶到另一个场

子继续“捞金”。 东窗事发后， 詹

顺舟说： “我一开始没有什么爱

好， 都是老板培养起来的。 人家跟

你玩， 送点小意思， 玩着玩着就上

瘾了”。 1966 年 9 月出生的詹顺

舟， 1990 年 6 月参加工作。 29 岁

那年， 平步青云———被破格提拔为

副县级领导干部； 36 岁任为酒泉

玉门市 （县级市） 市长， 成为当时

全省最年轻的市县长。 2020 年 12

月， 詹顺舟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十四年……

正所谓， 愿赌服输。 麻将桌上

捞钱， 名正言顺， 一举两得。 既可

以增进感情， 又可以中饱私囊。 乍

看起来， 颇为聪明。 殊不知， “聪

明反被聪明误”。

常言道， 赔本生意没人做。 部

下也好， 老板也罢， 输钱的背后，

都另有所图。 而“麻将书记” “麻

将市长”， 因为皮厚心贪、 聪明过

度， 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乐陶陶当

“赢家”， 悲戚戚被“围猎”， 把自

己推向深渊。 到头来， 落得鸡飞蛋

打、 身败名裂的下场不说， 还失去

了人生另外一样宝贵的东西———自

由。 如此这般， 聪明耶？ 愚蠢耶！

■法官手记

玩 具
□朱莎莎

近日读汪曾祺先生的 《昆明年俗》，

其中记 《掷升官图》： “正方的皮纸上印

回文的道道， 两道之间印各种官职。 每人

持一铜钱。 掷骰子， 按骰子点数往里移动

铜钱， 到地后一看， 也许升几级为某官，

也可能降几级”。

想到孩童玩的一种跳棋， 与之相似。

也是掷骰子， 按骰子点数升或降， 看谁先

到达终点。

说起儿时玩具， 颇让我感慨。 孩子现

不过 6 岁余， 但玩过的玩具已数不胜数，

什么车子、 乐高、 拼图、 太空沙， 只要能

想到的见到的， 都玩了个遍。

有段时间， 孩子他爸几乎每周给他买

一次玩具。 中山公园龙之梦商城里有一家

玩具反斗城， 即便一个小玩具也要一百左

右， 别说那些稍大点的玩具， 动辄就要四

五百。 而往往孩子总是奔着“大” 而去

的， 一次下来， 就近千元。 我是舍不得给

他买的。 在我看来， 这些玩具对孩子的吸

引力也只不过一两天的时间。

更让人不爽的是， 家中玩具已堆如小

山高。 我买了十几个玩具箱分门别类装玩

具。

后来， 这些玩具箱完全占满了小房

间， 地上， 衣橱里， 床上， 余光之下， 全

都是那大如石块的东西， 小厨房、 面包

店、 游乐场、 消防站， 一个个精致而逼真

的做工简直可以以假乱真。 富贵人家有专

门的衣帽间、 鞋柜间， 我们只不过是普通

人家， 也能冒出一个“玩具房”， 真让人

惶恐！

想起我们幼时玩具， 其实是没有玩具

可言的。 我收到的第一个买来的玩具， 还

是已毕业挣钱的姐姐给我买的， 一个可当

枕头的狗熊布娃娃， 彼时我已经上高中。

高中年纪怎可自诩儿童？ 但喜悦之情相比

儿童有过之而无不及， 睡觉搂着、 坐着抱

着， 和它说着永无尽头的悄悄话， 让它点

头让它动。 现在想来， 未免觉得幼稚， 但

因它带来的乐趣和幸福却是我无法忘怀

的。

这种以“买” 而带来的记忆之所以深

刻， 无非是因为伴随幼时的玩伴大多是来

自大自然的恩赐。 从泥巴地里长大的孩

子， 熟稔如何捏泥巴车， 如何敲玩冬日盆

里的冰冻， 如何拿一根木枝就可摇身一变

齐天大圣的金箍棒。 这些廉价的不值一提

的东西， 曾是我们这些 80 年代人的“玩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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