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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闲情

足球是一种陪伴

我的
“黄昏哲学”

张希

王蒙
一位朋友对我说，人老了之后，最重要
的有三点：一是要有自己的专业；二是要有
朋友；三是要有自己的爱好。我认为她讲
得很对。
我愈来愈感觉到老年是人生最美好的
时候，成熟、沧桑、见识、自由（至少表现在
时间支配上）、超脱。可以更客观地审视一
切特别是自己，已经有权利谈论人生谈论
青年人中年人和自己这一代人了。可以插
上回忆与遐想的翅膀让思想自由地飞翔
了。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不少事，也可以少
做一点，多一点思考，多一点回味，多一点
分析，多一点真理的寻觅了。也多了一点
享受、休息、静观、养生、回溯、读书、个人爱
好，无论是音乐书画，是棋牌扑克，是饮酒
赋诗，是登山游海……
而老了以后，毕竟相对少了一点争拗，
少了一点竞争，少了一点紧张和压力。
人生最缺少的是什么？是时间，是经
验，是学问，更是一种比较纯净的心情。老
了以后，这方面的“本钱”便多起来了。
人生最多余的是什么？是恶性竞争，
是私利计较，是鼠目寸光，是浪费宝贵光
阴，是强人所难，是蛮不讲理。老了，惹不
起也躲得起了。
老年是享受的季节，享受生活也享受
思想，享受经验也享受观察，享受温暖爱恋
也享受清冷直至适度的孤独，享受回忆也
享受希望，享受友谊趣味也享受自在自由，
更重要的是享受哲学。人老了，应该成为
一个哲学家，不习惯哲学的思辨，也还可以
具备一个哲学的情怀，哲学的意趣，哲学光
辉笼罩下的微笑、皱眉、眼泪，至少有可能
获得一种哲学的沉静。
老年又是和解的年纪，不是与邪恶的
和解，而是与命运，与生命、死亡的大限，与
历史的规律，与天道、宇宙、自然、人类文明
的和解。达不到和解也还有所知会，达不
到知会也还有所感悟，达不到感悟也还有
所释然，无端的非经过选择的然而又是由
衷的释然。
和解并不排除批评、抗议、责难，直到
愤怒与悲哀。但老年人的种种不平毕竟与
例如“愤青儿”们的不同，它不再仅仅是情
绪化的咒骂，它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
必然即无法不然，知其如若不然也仍然会

有另一种遗憾，另一种不
平，另一种缺陷。它不幻
想一步进入天堂，也就不
动辄以为自己确已坠入地
狱。它的遗憾与愤懑应该
是清醒的而不是盲目的，
是公平的有据的从而是有
限制有条件的，而不是狂
怒抽搐一笔抹杀。它可能
仍然无法理解生老病死天
灾人祸历史局限强梁不义命运打击冤屈痛
惜阴差阳错……然而它毕竟多了一些自省
一些悔悟一些自责。懂得了除了怨天尤人
也还可以嗟叹自身，懂得了除了历史的无
情急流以外毕竟还有自身的选择，懂得了
自己有可能不幸成为靶子成为铁钻，也未
必没有可能成为刀剑成为铁锤，懂得了有
人负我处也有我负人处，懂得了自己有伟
大也有渺小有善良也有恶劣有正确也有失
误有辉煌也有狗屎，懂得了美丽的幻想由
于 其不切实际是必然碰壁的，懂得了青春
的激情虽然宝贵却不足为恃……懂得了每
一代人有每一代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
的舞台，有自己的机遇，有自己的限制，有
自己的悲哀，有自己的激烈。你火过我也
火过，你尴尬过我也未必没有尴尬过。所
有这些都会使一个老人变得更可爱更清纯
更智慧更光明更哲学一些。
当然也有老年人做不到，老而弥偏，老

爷爷看牙
陆蓓容
爷爷九十一岁，头童若干年，齿豁还不太
久。最近忽然报告牙疼，眠食都废，要求火速
就医。爸爸身为牙科常客，尝斥巨资配齐全副
假牙，因获得某私立医院 VIP 资格。于是撞了
一个大雨天，他开车，我搀人，陪祖宗看牙去
者。
医院坐落在市中心，二十几层，VIP 客户直
通十九楼。护士姑娘引一行人向贵宾室内坐
定。室内有真皮沙发、自动饮水机，又有一排
长窗，供人俯瞰城市。一对男女盛装丽容，已
经 占 据 上 首 ，我 们 粗 服 乱 头 ，自 觉 向 侧 边 坐
定。两下张一张，都不作声，各自别开眼去。
医生很快到来，请老人家他从真皮沙发上
抬尊臀，挪尊步，穿过一道房门，坐到真皮牙科
治疗床上。这里毕竟安静而妥帖，怹老人家居
然笑眯眯的，双腿平伸，手放膝上，一副乖觉模
样。医生问：哪儿疼？伸出手扒开嘴角：这儿
这儿。紧跟着问：我需要拔牙吗？
椅子被放平，照明灯雪亮。医生戴手套，
拿钳子，哄他：张嘴。敲敲探探，确认症状。不
一会儿放他起来：发炎而已，不必多虑。又说：
炎症未退，什么都不能做，先回去吃点药吧，下
周再来。于是我陪爷爷傻坐在诊室，爸爸熟门
熟路，去配药。不一时回来，老人家终于流露
出紧张神色，郑重其事问：
多少钱？
连挂号带配药，不到百元。如此轻松，也
不昂贵，大家松了一口气。到了“下周”，爸爸
没再叫我陪，自带老人又去医院。我从家庭群
聊里得知，这次进行了牙根清理，
“ 做两颗牙，
有点痛”。而爷爷提出：既然如此，不如就做几
颗假牙吧。大家一致表示乐见其成。
光阴如水，猛然又到一个“下周”。打电
话 ，爷 爷 操 着 济 南 口 音 ，急 赤 白 脸 地 汇 报 近
况。
“ 上次治了两颗牙，后来才知道，一千二百
块！哪有这样的！——我不治了！
”

人生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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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弥痴，老而仇恨一切，不能接受一切与时
俱进的发展的人也是有的，愿各方面对他
们更关怀更宽容一点，愿他们终于能回到
常识、常规、常情上来。而如果他们有特殊
的境遇有特殊的选择，只要不强迫他人臣
服听他的，也祝愿他们最终自得其晚年的
平安。
我们常常讲不服老，该不服的就不服，
例如人老了一样能够或更有条件学习，不
能因一个自命的“老”字就满足于不学无
术。该服的就一定服，我年轻时扛过二百
多斤的麻袋，现在扛不动了，我没有什么不
安，这是上苍给了我这样的豁免，我可以不
扛二百斤以上的麻袋了，我感谢上苍，我无
需硬较劲。我年轻时能够一顿酒喝半斤，
现在根本不想喝了，那就不喝，这也是上苍
给我的恩惠，我可以也乐于过更不夸张也
更健康的生活。

生活空间

做情绪的主人

我们都不再是
小孩子了，应该学
会做人处事，也应
该学会隐藏自己的
情绪。就算生气，也偷偷生气，别生
气给别人看。这样，我们才算成熟、
才能担当大任，也才能演好人生的
这场大戏。
人的一切情绪，本质上都是对
自己无能的愤怒。再有教养的人也
会有情绪不佳的时候，但他们懂得
控制情绪，
做情绪的主人。
人生从不会一帆风顺，谁都会
有处于低谷的时候，如果你在低谷
时任由自己沉溺其中，那你可能永
远没法前进。对于很多当时看起来
好像永远无法摆脱的负面情绪，总
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我们才会发现
原来这些都是纸老虎，可是当你被
拦住时，是不是害怕了呢？
学会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而不
是它的奴隶，试着去调节自己，抑制
住心中的暴风骤雨，终会迎来彩虹
万丈。
情绪，对人的影响是非

李瑛
常大的。积极的情绪可以让你事半
功倍，消极的情绪却容易使你走入
困境，甚至影响前途。学会察觉自
己的情绪变化，努力排除消极的情
绪，
才能让你走得更远。
生活中，负面情绪总无时无刻
不 影 响 着 我 们 ，愤 怒 、恐 惧 、悲 伤
…… 这 些 情 绪 总 是 扰 乱 我 们 的 思
绪，使我们不理智，甚至会在这些情
绪下说出一些不恰当的话，做出一
些不合宜的事。所以，一定要控制
自己的情绪，当发现情绪有问题时
要及时排解，千万不要让情绪影响
自己的判断，让自己成为情绪的奴
隶。
学会控制情绪，管理情绪，是良
好教养的体现，而在情绪不佳时仍
能注意自己的言行，才是真正的教
养。学会隐藏情绪体现了我们的教
养。

去药店的路上，与一个卖蝈蝈
的汉子擦肩而过。
毒日头下，他挑着两座闹嚷嚷
的“山”，引得路上几个小孩子拽着
大人朝他跑。我本无心购买他的
货物，却倏然想起了一个怪怪的名
字——“驴驹儿”，兀自笑出了声。
“ 驴驹
儿”，是我冀中老家对蝈蝈的一种叫法，那
么玲珑翠嫩的一种小虫，却有这么一个憨
傻笨重的名字，真不知那最初的命名者究
竟是咋想的。就在这么瞎琢磨的当儿，欣
然掏钱买了一头“驴驹儿”
。
捧着药与虫回到家时，老公急了，拧
着眉头说：
“ 我说你是咋想的？买的是安
神助眠的药，又生怕自己睡得好，整个叫
虫儿来搅乱！
”
是呢，我咋就没有意识到手上这两样
东西原是“打架”的呢？
那只蝈蝈是个饶舌的东西，
“蝈蝈
……蝈蝈……”地在阳台上叫个不停。入
夜，以为它会小憩，然而不然，竟愈加勤勉
地大叫起来。
我不知自己是在何时睡着的，半睡半
醒间，感觉耳畔有琴声，不及细听，又沉沉
睡去。醒来时，天已大亮，蝈蝈正兴致勃
勃地自说自话。

万众瞩目的俄罗斯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
四年一届的足坛盛宴，无疑是全球数亿球迷的
节日。当今时代，娱乐多元化，人们的兴趣爱
好广泛，仅就足球比赛而言，各种赛事已相当
丰富，但世界杯仍无可替代，
其中原因何在？
看世界杯，看的是不一样的足球。自上世
纪九十年代，博斯曼法案获得通过以来，欧洲
俱乐部队不再受外援人数限制，资金雄厚的足
坛豪门可以用大把钞票网罗世界各国的球星，
很多俱乐部球队俨然成了世界明星队。可以
说，其水平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支有能力问鼎大
力神杯的国家队。而且这样的球队，队员长期
集训，配合默契。从观赏性角度讲，欧洲顶级
职业联赛的水平，甚至要超过世界杯的绝大多
数场次的比赛。如今的世界杯，可以说已经不
能完全代表当今足坛的最高水平。但这丝毫
不会降低世界杯对人们的吸引力。因为以国
家的名义去比赛，对球员来说是至高荣誉，由
此而带来的团队巨大凝聚力以及球迷支持率，
是俱乐部球队所无法拥有的。另外，世界杯大
赛，不同的国家队呈现不同民族的性格，德国
的严谨、巴西的奔放、西班牙的浪漫等等，很多
国家队都带有地域性格文化特征。这在俱乐
部队是很难看到的。正因为如此，在世界杯舞
台上我们能看到带有明显地域特征、风格迥异
的足球。
足球是一种陪伴。在每届世界杯的赛场
上，都会有新星涌现，与之形成反差的则是老
将迟暮。我想无论是嫩芽吐绿还是残叶枯黄，
这都是生命过程应有的颜色。从老将挥别绿
茵的背影，我们似看到了他曾经年轻时的模
样，
还有那时的我们。
一场足球比赛犹如浓缩的人生，有悲伤有
喜悦，有兴奋有沮丧，有无悔有遗憾，有成长有
老去，有开始当然也注定会有结束。这一切都
会在短短九十分钟里，丝毫不加掩饰地呈现在
人们面前——人生百态不过如此。再出色的
导演，再优秀的编剧，想必也无法将悲剧与喜
剧在同一部戏剧中淋漓尽致地演绎，但世界杯
完全可以做到。
“一千个人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同样每个人眼中的世界杯也是不一样的，而且
即便是同一个人，二十岁时与三十岁时的感受
会有不同，三十岁时和四十岁时也不尽相同
——因为此中，
有我们在岁月中获得的领悟。

状态

民间语文
学读到这里都笑了起来。我也忍
不住笑了。想象着那长衫男子以
“胸前”一声“清韵”引来众人艳羡
眼光时的得意神情，不由你不笑。
张丽钧
大自然的声音最是慰人——
慰被生计压得丢了从容、丢了睡
我居然是不怕蝈蝈搅扰的！
接下来的几天，更加证实了我的这一 眠的悲苦人，慰漫漫寒冬中耳朵寂寞得结
了蛛网的寒苦人。
结论。
班得瑞轻音乐之所以获得那么多的
我停了药，睡眠却不再薄脆如瓷，一
拥趸，不就是因为他们聪明地在音乐中揉
碰就碎。
才明白，其实，暗夜里，我最惧怕的原 进了太多阿尔卑斯山中自在的鸟鸣虫唱、
是被我心中的虫子啮噬。那不会鸣唱的 风声水声吗？我，我们，跟着奥利弗·史瓦
丑陋的蚕，不声不响地啃光了我一枚枚黑 兹静静倾听，在《云海》中飞身云海，在《仙
境》中步入仙境。
甜的桑叶……
一个哲人走进深秋的草丛，他厌恨虫
闲下来时，仔细端详这只可爱的虫
子，发现它真的有一点像“驴驹儿”呢！首 子们毫无理性的浅薄鸣唱，告诫它们道：
先是头脸，不就是“具体而微”的一头小驴 “明天就将有一场霜扼断你们的歌声！”虫
“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拼命歌
子吗；再看那短短的翼翅，多像驴子身上 子们回答说：
”
架了一副鞍子；而最相似的，大概是它们 唱！
我喜欢虫子们的态度，我喜欢我的
恣意的叫声了吧？它们都属于用撒欢式
的高叫表达生命感觉的动物，不屑缄口，“驴驹儿”日夜勤勉地叫个不停。当我手
捧费尽千辛万苦从郊外采来的两朵娇黄
不屑低语。
记得曾带学生做过一段文言文练习， 的丝瓜花送给你做点心时，我小小的、有
其中谈到怀揣蝈蝈越冬之妙：
“ 偶于稠人 着滑稽绰号的歌唱家，愿你能体察到我对
广众之中，清韵自胸前突出，非同四壁蛩 你以及我们永恒故园的挚爱……
声助人叹息，而悠悠然自得之甚。”许多同

虫唱

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