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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能量” 这个词已有滥
用和用烂之嫌。细究一番，我们不难
发现， 许多人对正能量的外求冲动
要远远超过内求冲动。 何谓外求冲
动？ 即对外界的各类助力 （包括人
脉 、人气 、人缘 、人望 ）孜孜以求 。何
谓内求冲动？即不断提推自身才智、
品格、能力和勇气的标高，使之百丈
竿头更进一尺。 外求冲动往往会诱
导人去走捷径 、捞快钱 、艳羡势利 、
爱慕虚荣，其情形仿若风筝，凌空蹈
虚之际，飘飘欲仙的感觉固然上佳，
但怕就怕好风减弱，逆风渐强，长线
要是绷断了，就只剩下坡路可走，光
景大不如前。与此相反的是，内求冲
动使人拥有愈益澎湃的能量， 正应
了那两句话 ，“行远须得马力足 ”，
“打铁还要自身强”。 一个人内求冲
动源源不绝， 其成功就更能经得起
时间的检验。

20多年前，那句豪言“我们拥有

奔腾的心”曾令举国上下血沸神旺。
当时，年轻人的内求冲动十分强烈，
他们的想法既简单又很不简单 ，无
意急功近利，甘心负重行远，罗马城
不是一天能够建成的， 长征路不是
一日能够走完的。然而时过境迁，随
着房奴队伍迅速扩编， 这句豪言早
已沉埋于海底。当今，一些年轻人不
再是为高远的理想矢志奋斗， 而只
是为一套住房玩命打拼； 他们不再
以创业为傲， 而是以跻入公务员队
伍为荣。“我们拥有奔腾的心” 已降
调处理，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讽刺。然
而谁又有资格粗暴地指责这些年轻
人短缺进取心，匮乏创造力，丧失了
吃苦耐劳的精神？ 环境改造人显然
比豪言激励人要强胜万倍。

前些日子， 我与一位多年未见
的老同学不期而遇， 谈到20多年前
的青葱岁月， 仍可见到他浑浊的眸
子里闪耀出清亮的光芒， 但顷刻之

间就消逝无影了。 他告诉我， 这些
年，他教过书，当过公务员，经过商，
办过企业，曾取得过短暂的成功，但
现状不容乐观，在本轮经济危机中，
他的企业已濒临倒闭 。 他叹息道 ：
“这么多年， 我走得很累也很难。年
轻时，我有一颗奔腾的心，为实现自
己的梦想和理想，毅然单飞，然而人
到中年，我才惊慌地发现，从前那颗
奔腾的心早已沦落为奔波的心和扑
腾的心， 越来越纠结， 也越来越无
解。有人说，三十而立，是倒立；四十
而不惑，是不敢应对诱惑；五十而知
天命 ，是知道天天都很要命 。”他的
感喟令我心中一凛，萧疏的霜鬓、青
灰的脸色、 佝偻的脊背和暗淡的眼
神，全都在给出同一个结论：他那颗
奔腾的心已经熄火打烊。

每一代人都会有每一代人的现
实困境 ，奋斗也好 ，挣扎也罢 ，坚定
的乐观精神和强悍的意志力总是不

可或缺的， 一旦滑向消沉颓唐的境
地，就会留下一连串的败笔。上个世
纪，中国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一二十
年代时局动荡， 三四十年代战火纷
飞，五六十年代运动频繁，七八十年
代百废待兴， 九十年代到新世纪物
价飞涨……应对这些困境， 每一代
人给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 但有一
点是肯定的， 自强不息的人更容易
穿越沼泽地带， 意志消沉的人更接
近淘汰边缘，很少会有例外。

生命不息，则奔腾的心也不熄，
说来容易做来难。不断地补充能量，
升级系统，更新硬件和软件，样样不
可少， 事事不可拖。 一旦落伍和掉
队，一旦迷路或反向而行，这颗心就
只能折腾而不能奔腾了。诚然，哀莫
哀于只折腾，悲莫悲于不奔腾，只要
心犹热 ，血未冷 ，在任何困境中 ，我
们都只会扔出白手套， 而不会轻易
举起白旗。

出巴黎老城往东走，远远的，便会
看到四幢雄伟的建筑拔地而起， 巍然
屹立在塞纳河左岸， 吸引着南来北往
人的目光。 这是四本打开的巨书，四
“书”相对，又构成一本完整而更伟大
的书。它就是法国国家图书馆，亦称密
特朗图书馆。 这四本打开的书似乎在
遥远的地方在与读者对话。 因为对大
部分人来说，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阅
读活动是在进入这个馆之前先从阅读
这四本巨著开始的。

密特朗图书馆像老巴黎一样，不
事张扬，却以深厚高雅的灰色，朴素的
外表，吸引着无数学人读者。图书馆占
地7.5公顷，楼高达22层，建筑面积36
万平方米，有1300万册藏书，是世界上
最大的图书馆。建筑群是全开放的，没
有大门， 站在这里你会感到自己在书
山面前的渺小。 电梯入口将从不同方
向过来的读者缓缓导入低于底座水平
面的三层阅读区。 四栋玻璃大厦均为
书库， 大厦之间有玻璃回廊从底部相
连，回廊内侧是宽敞明亮的阅览大厅，
各个阅览室的通透回廊中间围成一个
面积可观的天井，里面参天古树，植被
层叠，是悦目的景观。这片被阅览楼包
围着的森林创造了一种最理想的阅读
环境，因为它与阅览室的玻璃相隔，在
巴黎的喧闹中，创造了一片幽静。

一间间宽大的阅览室内安静异
常，读者们正在埋头读书。书桌旁是一
排排开架书。 平均每天有四千读者在
这里读书， 图书馆每年接待的读者超
过一百多万人次。走出阅览室，行走在
宽大的走廊上， 顶天立地的玻璃透进
外面温暖的阳光， 也映入中央花园那
些挺拔大树的身姿。 明亮的图书馆内
非常整洁、舒适，让人感觉在这地方读
书是种享受。 而如果不到这里读书是
一种生命浪费。若读书读累了，可以到
专门的休息厅喝杯咖啡，抽根烟，吃点

食品。那是个热闹之地，随时可见一群
群青年像在酒吧、餐馆一样聊天交流，
以文会友。

进入大楼核心区， 可以看到一套
像地铁似的自动传送轨道安在房屋上
方， 只见一个个小圆吊箱在沿轨道穿
行，你来我往有条不紊。它在电脑的指
令下，从书库奔赴各个阅览室，在10分
钟内将图书送到读者手中。

密特朗图书馆的建筑设计体现了
法国人很强的环保意识， 从外表到室
内见不到水泥、瓷砖、塑料、涂料等材
料， 我走遍这个图书馆能看到的是四
种材料：玻璃、金属、木板、地毯。所有
的墙壁或是铝合金或是玻璃， 地面从
室外到室内全是木质的， 家具大都是
木质的， 玻璃及金属材料给人以强烈
现代意识， 木地板和森林则使人返璞
归真。四座大厦外表是玻璃的，为了保
护图书，避免阳光辐射，玻璃内则增加
了一层活动木板墙。当阳光照射时，大
厦就变成了本木色， 背阳光时则亮丽
透明。在室内空间的组合方面，有许多
地方采用了先进透气的钢丝纺织墙，
使空气流通，没有憋闷感，人们能与外
部共呼吸而不能相视。

沿着开放式阶梯拾级而下， 可以
直接走到塞纳河码头。天气晴好的话，
读者休息时会出来走走， 坐在阶梯上
聊天、用餐、呼吸新鲜空气。我一直觉
得它很像塞纳河边一条大船， 人在其
间走动，便像是在甲板上面漫步，悠闲
自在。在法国进修的半年中，我大约有
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这幢建筑里面消
磨，从视觉到心理，都从未腻烦过。

这座图书馆的魅力， 不只是它的
雄伟和耗资，而在于它的建筑艺术、高
新技术的应用，高度的自动化、数字化
程度， 尤其是它所表达出的哲学内含
和文化品位更让人流连忘返。 这是我
所见过的最好的图书馆。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
鲜美，落英缤纷。寥寥几笔，勾勒
出一个绝美的桃源，如此桃花源，
的确清幽而令人神往， 可在这欲
望充斥灵魂的时代， 该去哪里寻
这一方净土？

曾去过那些风景胜地游览，
那云雾缭绕的山峦， 那簌簌落地
的红枫，那涓涓流淌的溪流，乍看
倒也颇仙气十足， 像神话小说中
的蓬莱仙域。可下一秒，却又会失
望地发现，路边卖纪念品的小摊，
游走在青石板上吆喝的小贩，无
处不在的广告传单， 有种把你瞬
间拖回世俗的错乱感。

一直向往着， 一种不染世俗
的明净， 却始终不曾在这灯红酒
绿中寻觅到。

我们日日彷徨不知所终，该
用怎样的力量， 去守护明澈依旧
的心境，又得用怎样的心境，去寻
找那一片至美的桃花源？

所幸我终是找到了。 是去乡
下外婆家的路上。

那是一个清爽的早晨，天才刚
亮，路两边便已经有一些居民把自
家种的菜拿出来卖了。青翠欲滴的
菜叶，流露出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有
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手持大蒲扇，坐
在自家那久远得年代不明的门槛

上，一下一下摇着扇子，和街坊邻里
闲话家常。背后就是一扇深色的木
门，上面那条条的深深刻印，便一如
老人们脸上深刻的皱纹。

长长的青石板路上， 时光的
脚步都放慢了， 一切都在缓缓地
进行，我的心也仿佛变慢了，沉静
了。 往日那些浮躁喧嚣都似乎在
我的血液里慢慢被洗尽，褪去。

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眼中看不到山， 也能感受到

山风的清柔，指尖触不到水，也能
体会到清冽。

内心若能获得真正的安宁，
哪里都能寻到桃花源。

奶粉
□马未都

小时候觉得奶粉是个神奇的东
西。 那时候鲜牛奶没现在这么好买，
超市甚至网店都可以轻易买到，所以
奶粉就显出其方便的长处。我记得那
时奶粉冲泡得有技术，先用温水用汤
匙调成糊状，然后再注入沸水，于是
一杯“鲜奶”即出，饮之快乐。

记得我还偷偷地直接吃过奶
粉，一勺直入口中，唾液将奶粉润
得有湿有干，湿的贴住上腭，干的限
制你的说话，稍不注意一开口，就会
干粉喷出，颇为尴尬，但其味鲜香让
人至今可以回味。

最近奶粉上了头条新闻。香港政
府立法限制带奶粉出境，实施第一日
即拘捕10人， 罚款50万元或坐两年
牢，罪罚与强奸有一拼。这让全世界
看了中国的笑话。一桶婴幼儿喝的奶
粉，为何如此这般地大动干戈？

今年“两会”上奶粉成了话题。
新闻发言人说，据国家质检总局说，
内地的奶粉99%符合质量标准，现在
的问题是我看了“两会”的新闻发言
人的发言，注意到他用了“群众”而
不是百姓，注意到他引用的国家质检
总局的数据是99%而不是100%，有位
母亲问过我，谁能保证我孩子喝了国
产奶粉不陷入那剩余的1%里面，以前
那些不幸的婴儿和母亲都是1%造成
的？对此，我是哑口无言，新闻发言人
能怎么回答呢？ 香港议员则说，香港
奶粉很缺， 有些妈妈都买不到奶粉，
出此下策是没办法的事情。

那么小小的一罐奶粉， 是谁让
群众没了信心， 谁愿意舍近求远舍
廉求贵地去香港买一罐奶粉？ 我偶
然听见一个工资收入很低的母亲
说，再贵也得买进口奶粉，国产奶粉
没法让人放心。

周日无聊， 便拿整理书橱和抽
屉“消遣”。看到杂乱无章地躺在抽屉
里的各种“收藏品”时，我竟想起董桥
先生写的《故事》来：既替自己近年来
的悉心收藏感到自豪，又为曾经主动
丢弃“破烂之物”懊悔不已。

我的“收藏品”虽然五花八门，
但真正称得上是古玩的也就几十
枚外圆内方的古铜钱，其余皆为现
代藏品：明信片、贺年卡、香烟盒、
鹅卵石、扑克牌、邮票以及第三套
人民币等。上世纪70年代末，我记
事时，村子里几户“地主”家中都或
多或少地藏着古代人使用过的东
西。去小伙伴家的木楼上捉迷藏时，
随便跟小主人讨一份古代人用过的
小东西是不成问题。 记得在一个姓
宁的人家玩时， 他家新房子的正堂
中堆着从老屋拆下来的明末“老鼠
梁”（一米长、 造型像老鼠且雕刻了
龙图像的屋梁）、画着“美女”的木板
等，宁大伯对我说，你喜欢什么就自

己拿。当时，我不仅对那些黑不溜秋
的木头没兴趣， 甚至对宁大妈塞在
我手中的一截小玉片， 也视为老旧
残败之物， 拿回家扔到桌上就再没
理它。 当时的心态确如董桥在《故
事》中所言：“年少时总是很疑惑，破
旧之物，理当弃之敝屣……”而现在
却为之深深惋惜。为什么这样？原因
只有一个， 那就是当初若留下或要
下一件“破旧之物”，现今至少也平
白无故地赚上一笔钱。

时至今日，为何以前对别人白
送“宝贝”都不屑一顾的我，居然也
有收藏的冲动。扪心自问，每次收
藏了一件自认为值得珍藏的东西，
我默默地问自己：这玩意儿值多少
钱啊？例如，母亲给了一套1980年
出版发行的全套人民币，其中还有
10多张“62版”的“绿二角人民币”。
有次，饭局上吹牛，被朋友的朋友
“盯”上，便出20元一张的“高价”让
我至少给他两张62版“绿二角”。我

第一次以收藏不是卖钱拒绝， 他仍
不依不饶。迫不得已，便以母亲包的
压岁钱为由彻底拒绝。其实，我彻底
拒绝的底气，就是来自于网络上“专
家们”称62版“绿二角”升值空间大
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搞点收藏
已彻底背离了收藏的本意。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按最传
统的认知，文物的价值是不能用金
钱来衡量的，每一件文物都是一种
载体，人们通过它，可以看到产生
它的时代的政治军事的走向、经济
发展水平、文化审美趋势、民风民
俗流变……当然，也可以用来把玩
鉴赏，让不同时代的人通过时空隧
道做精神层面的交流，从而生发出
更深刻更丰富的关于生命关于哲
学的感慨。可是，放眼今天鱼龙混
杂的收藏市场，还有几个人是按这
样的价值观来搜求古玩等文物的
呢？这也不能怪我见钱眼开了吧。

正像真正收藏家们所言，现在
的收藏已变成一种时尚的游戏、一
场披挂传统反传统的“金钱秀”。收
藏成为一种时尚的游戏后， 什么
“文化”、“人文”、“情操”、“哲学”等
全被“过滤”了，进入的门槛也就自
然而然被削为平地了，故而人人都
以“盛世收藏”的名义义无反顾地
搞起收藏来。可是，除了谈论值多
少钱，又有多少人能对一件文物的
“来龙去脉” 及哲学意义说得头头
是道、令人信服？

春天健康体检
该查些啥

春季是各类生物蓬勃生长的时
期， 对人体来说也是最容易发现疾
病的时节，需要好好“检修”。体检，
除了常规的检查外， 各类人群的侧
重点也应不同。

胃肠不适者， 增加胃幽门螺杆
菌检测。如果出现胃疼、反酸、胃胀
等消化道不适症状， 建议做胃幽门
螺杆菌检测。

过敏性体质者， 增加致敏原检
测。有的人如果经常出现“食物不耐
受”，即经常出现吃了某些东西就会
产生不适， 可增加一项“食物不耐
受”检测。

肥胖者，增加血生化、颈动脉和
腹部超声、高敏C反应蛋白检测。超重
和肥胖是高血压、 冠心病的危险因
素，也是糖尿病和高脂血症的病因。

夜猫族， 增生化检查， 加验痛
风、饭后血糖等项目。当体内嘌呤代
谢发生紊乱时， 就可致血中尿酸浓
度过高，引起痛风。从性别上看，男
女比例为20：1。95%的痛风患者是
男性，从职业上看，多见于脑力劳动
者；从嗜好上看，爱吃肉、贪酒者以
及肥胖者易发病。

吸烟者，增加肿瘤标记物、胸部
CT。吸烟过量易引起呼吸道感染和
肺癌， 因此建议烟瘾较大的人进行
胸部拍片、肿瘤标记物等检查。

饮酒族，增加肝胆道超声、肝硬化
指数及GOT、GPT等生化检查项目。

咖啡族， 增加骨质密度及肠胃
道是否有溃疡的筛检项目。

饭店食客族，增加肝胆、肠胃、
心血管等检验项目。

那天打开电视， 无意中看到正在
演《劝和小组 》，看了看演员阵容还算
庞大。说实话，起初对这种邻里间的小
事我并不是很感冒。 但我老妈就不一
样，看了几眼就着迷得不行，所以就随
着她跟看了几集，发现越深入，就越喜
欢上这部剧了。 因为它跟我对这部剧
的第一感觉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劝和小组》这部剧是以轻喜剧的
形式展示邻里之间的故事，话说形式台
词什么的都很喜剧，但我觉得内容却一
点也不喜剧，而是将如今生活中存在的
问题一一反映出来，这些才是这部剧比
较打动我的点。就拿开篇的跳楼男贾盛
来说，是典型的妻管严，但是他自己也
是个纯粹的无骨男，遇到点挫折就没办
法面对， 对待工作生活没什么积极性，
让人觉得活得极其窝囊，这让人很难评
判出谁对谁错。生活就是这样，并不是
全是非黑即白的。而剧中的主角“劝和
小组”，居然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小组，里
面既有老人也有中年人更有年轻人，这
样一个非盈利性质的群体在当今是不
多见的，况且城市里大多数邻里都是相
互不认得，见面也非常冷漠，更别说有
组织有纪律的帮助别人了。

喜剧让这部戏显得轻快现代 ，而
接地气的邻里故事会在第一时间抓住

人心。 这部戏无疑是
吸引人的， 更有归亚
蕾、潘虹、鲍起静这些
大牌明星加盟。 而对
于导演加主演的于荣
光， 之前印象记得是
老演侠义的警匪剧 ，
没想到在《劝和小组》
里 能 如 此 富 有 煽 动
性， 确实是个真正的
实力派。 这么几个老
戏骨都愿意去参演这
样 温 情 的 家 长 里 短
剧， 说明此剧的魅力
十足。 没有宏大的制

作场景，只有夫妻不和 、父子矛盾 、老
年婚姻、老人空巢、财产纠割……这样
实实在在的普通人的故事。 在劝和小
组的不断扭转矛盾中，我们也感受到，
人间自有真情在，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
有各自的苦恼， 但只要大家团结在一
起努力地解决问题， 我们仍然能感受
到幸福的所在！

我们也希望生活中能成立这样的
劝和小组，帮助有问题的人与家庭，积
极热心真诚地关爱别人， 重点是能够
传递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信任。 剧中
的劝和小组虽然成员年龄差距比较
大，但他们都是那么善良，拥有一副热
心肠，为了替别人解决家庭矛盾，自己
搭上时间和钱物都没什么。 这种无私
奉献的精神难能可贵， 也是我们这个
时代最稀缺的一种精神。 但实际上他
们也在帮助别人的途中， 寻找到了自
己生活的问题，并得到了自我救赎。这
也是本剧的第二大亮点， 别以为帮助
别人你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其实这会
让你心灵更平静， 更能积极面对自己
的问题。

看此剧，犹如一碗心灵鸡汤，轻喜
剧是调料，老戏骨们是前味，而恰到火
候的接地气的家长里短故事却让人食
后回味良久，吃到了幸福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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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论语 我们拥有奔腾的心
□王开林

域外采风

文化之津
———法国国家图书馆

□周志明

荧屏内外 《劝和小组》：
都市邻里版的心灵鸡汤

□小义

人
与

自
然

吾心安处是桃源
□李泽西

这是一个最光明的时代，这
也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 这是一
个最有个性的时代， 这也是一个
最无个性的时代。

一切暗流都
在汹涌着、 冲撞
着， 寻找一个属
于他们的航道 。

没 有
棱角，盲

目跟风 ，人
云亦云， 古往

今来，这种人没有成过才。而有个
性的人， 他们志存高远， 勇往直
前，能扛起一个时代的重任。

钱学森， 这就是一个有个性
的人，他有信仰，有内心值得坚守
的事，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才是
他最想要的。

中国制造导弹期间， 条件艰
苦，没人知道导弹的相关知识，他
却不服输， 毅然地挑起了这个重
担，所有人都认为是错的，他依然
去做。 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
中，永远隐藏在无数错误之后。

就是这样的个性， 这样勇敢
的一往无前， 才取得了那么辉煌
的成就，才造就了他的成功。

有棱角的人， 敢于坚持自己
的主见，勇于去开拓创新。

就像我一直很崇拜的乔布

斯，苹果前首席执行官，他曾在办
公室里挂过一面海盗旗， 有人不
解地问他代表什么。他说，为了时
刻提醒自己， 要勇于打破一些规
则。

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杰出
者，都是棱角分明的人物。

或许这个时代， 圆滑的人会
更受推崇，会过得更风生水起，但
他们永远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意
活，去选择一个更加精彩的人生。
而且，一个做事都畏首畏尾的人，
能干出什么大事业？

如果这是一个没有棱角的时
代，大家都圆滑世故如鹅卵石，那
该指望谁去推动社会的进步，世
界的发展？

鹅卵石够多了， 社会不需要
那么多鹅卵石。

棱

角

□

李
泽
西

浮世绘

生活参考 百姓收藏 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
一种时尚的游戏

□赵柒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