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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钓鱼是一种政治谋略，
本质不是钓鱼而是钓人；柳宗元

“独钓寒江雪”是一种姿态，本质亦
非钓鱼而是排遣情绪。今天钓鱼成
了运动，成了休闲方式，真挺有趣。
我想钓鱼其实反映了一种人生态
度。

小时候钓鱼很简单。江南多水
道，家门前就有条小河，小河的水
桥边就可以钓鱼。钓鱼的工具也简
单（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则可谓简
陋），随便在竹林里找细长的竹子
砍下来，把枝枝丫丫削尽，就成了
一根不错的钓竿。鱼钩是拿一枚大
头针，在石头缝里拗弯成钩，如果
觉得弧度不够，再牙齿咬一咬，就
是鱼钩了。线是尼龙线，不知哪来
的，反正不是张三就是李四家，伙
伴们总能找到一条。最难的是鱼
漂。于是在村前村后村里村外不断
找鸡窝，最好是白色的鸡，无论谁
家的，一经发现，几个小伙伴就把
鸡包围起来，开始缩小包围圈，然
后往鸡扑去，像极了电影里日本鬼
子抢鸡的镜头。但往往被围的鸡会

一展翅膀，就从包围圈里突围而
去。追！不用谁下命令，就又跟着鸡
跑起来，哪怕钻草丛，爬柴垛，总要
逮住为止。这真是鸡飞狗跳的事。
有时被鸡的主人发现了，骂着追在
后面撵，我们只好一溜地逃跑。抓
鸡的目的无非是在鸡翅上拔几根
羽毛，而绝不如日本鬼子那样烤
鸡。将白色的羽毛剪成几段，穿到
鱼线上，钓具就全部制成了。这看
似极简单的事，而由此引出的快乐
简直超越了钓鱼本身的快乐。

鱼饵主要是蚯蚓。挖蚯蚓也是
件快乐的事，现在的孩子怕是享受
不到也难以体会的了。田里当然有
的是蚯蚓，但那种大的绿蚯蚓是不
受待见的。于是房前屋后、猪圈旁
边就成了关注的焦点，有时发现哪
里有一个猪粪堆，就像发现了宝藏
一样，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红蚯蚓滋
生的地方。拿着锄头或者从家里偷
出来的菜刀就在那些地方挖起来，
丝毫也不会嫌脏，越是脏的地方蚯
蚓越多。“我挖到了一条”，一个说，
提着小蚯蚓给大家看；“我也挖到

了一条”，另一个也喊道，似乎那不
是蚯蚓而是什么神奇的宝贝。挖到
的兴奋而自豪，挖不到的沮丧而懊
恼，个中滋味大约只有亲历者才能
体会得到。

于是小河边排开一溜竹竿，河
面上漂浮一片白色鸡羽，平静的水
面荡起了小小的涟漪。不知谁的鱼
漂动了动，提起竹竿，一条小小的
鱼挣扎着露出了水面。有时候浮漂
猛地下沉，常常是塘里鱼或昂刺
鱼，这两种鱼嘴巴大，也贪嘴，吃口
比较凶，犹如狼吞虎咽的男人。鲫
鱼咬钩比较秀气，像是小家碧玉，
一吞一吐，浮漂就往往一沉一浮，
但你若马上提竿，总要失望的。所
以钓鲫鱼就如谈恋爱，千万急躁不
得，你要有足够的耐心，让浮漂几
番沉浮，再提竿，成功率就比较高。
人们说钓鱼可以去除浮躁，培养心
性，大约就是这个原因吧。

这是我儿时的垂钓记忆，更是
儿时快乐的回味。但今天的孩子怕
是难以获得这种快乐了，我不知道
这是幸还是不幸？

我从小爱读书，小时候，睡前
总要读一会儿书，枕边放一本《安
徒生童话》或《格林童话》，闻着油墨
香我会睡得踏实。一次在舅舅家发
现了一本《红楼梦》，我爱不释手，要
了回来赶忙读起来。上了初中后，遇
到了一位同桌，得知她母亲是小学
语文老师，家里有四大名著，于是我
一次次央求她把家里的藏书一本本
拿到学校，我一本本读过去，读得有
滋有味。在那个年代有书读我觉得
自己好幸福。成年后，有了读各种书
籍的机会，我照样如饥似渴地读
书，读得不亦乐乎。

我想这世上没有比读书人更
幸福的人了。

谢冕先生曾说：“我常想读书
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
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
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现实的
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个世界
却为读书人所独有。”

我羡慕读书人，也学着做读书
人，广泛地阅读，体验着读书的滋
味，享受着读书带来的种种乐趣。

读书是一次次的旅行，读书能
穿越时空，获得无限的可能性。

人生何其短暂，生命旅程有
限，即便是好游者也只是游览世界
的一小部分。然而，通过阅读，却能
进入不同时空，上溯远古、下及未
来，宇宙万物近在咫尺，上古时代
触手可及。读书使我们增长见识，
饱览一切，享受着种种乐趣。广泛
阅读的人，突破了时空的局限，获
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性。

读书是赴一场场盛宴，读书能
广交朋友，获得心灵的慰藉。

读书可以与古人对话，与未来
交接，思接千载，神游八荒。读书是
赶赴一场场盛宴，享受精神上的愉
悦。兰亭雅集，崇山峻岭，茂林修
竹，和风轻拂，曲水潺潺，风流名
士，临流赋诗，“极视听之娱”，“信
可乐也”。金谷园、西园、滕王阁
……一次次的雅集，诗酒酬唱，如
此的文化盛宴怎不令人向往？“岐
王宅里寻常见”，有幸聆听一曲《郁

轮袍》，如痴如醉，惊叹于大诗人王
维的才气。与心仪的诗人交谈，手
拉着手，感受其脉搏的跳动，聆听
其惊人之语，何其幸也。读书人志
趣相投，畅谈人生，何其乐也。

读书是生命的一次次修行，读
书能分享他人智慧，站得更高看得
更远。

读《论语》学智慧，读老庄学洒
脱，读《史记》学隐忍，读《平凡的世
界》学责任担当，读唐诗体会生命
的成长，读宋词感悟人生的哲理。
现实中的我们学学苏轼的达观，学
学史铁生的微笑……

读书使人怡情养性。身为读书
人，是何等的幸运。读书人是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往哲先贤让自己的
思维开阔，历代才俊让自己站得更
高看得更远，他们用智慧指引着我
们的生命前行。读书就有机会拥有
超乎个人的种种生命体验，读书是
生命的一次次的修行，读书人在一
次次的阅读中成长壮大。

春日读书，春光融融，书如和
风拂面，清新怡人；

夏日读书，满目葱茏，书如荷
香沁脾，清凉惬意；

秋日读书，满眼金黄，硕果累
累，心旷神怡，畅快无比；

冬日读书，暖意浓浓，温馨可
人，陶醉其中，不能自已。

读书人，在四季的更替中，在
与万物的对话中，一年又一年，体
验着生命成长的快乐。生命是美丽
的，有书香的人生是充盈的。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读书可以
让自己内心保持平静，淡泊从容。

“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
尘。”任世俗繁华，吾辈内心澄澈。
读书之乐，又岂是不读书的人所能
体会的？狱中的司马迁发愤著《史
记》，被排挤打击的刘禹锡流放至

“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依然
高歌“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时代最
强音，百岁的杨绛闭门读书、笔耕
不辍……

有书香的人生是充盈的。读书
人是幸福人，因为读书人从不孤
单。在读书人的词典里，从没有“乏
味”二字。

去西塘是因朋友相约，虽然西
塘名声在外，但我却未曾游历过，久
闻其名而未顾之，憾之，故欣然前
往。

朋友一行相约而至，为拍夜景
而有备，然我却一身轻松，一副眼镜
一只小包，带上闲适悠然的心情即
可。

迈进西塘一刻，便有进入另一
世界的恍惚。看灰墙黛瓦，听小桥
流水，走石道长廊，无一处不流露出
画卷上的古色古香诗情画意。不知
不觉中把自己装进画中，宛如丝帕
上的丹青让人肆意想象。若换上汉
服，此景可扭转时空，宁为古有小女
子而不自知！

古镇千年，保留至今并传世发
扬实属不易。江南水乡的韵味不仅
限于建筑群、景观、人文，更在于意
境和任人暇思。想着漫步在青砖石
道上，或是撑把伞依在细雨纷飞的
小桥上，又或是坐在轻划河面的一

叶小舟上……只有在电影书文中才
有的画面在此不是虚无。如若耳畔
想起方文正的《青花瓷》，此景意境
更浓。方文正把你我对青花的爱恋
虚拟为对恋人的缠绵，于是如法炮
制，把你我对西塘美景的眷恋转化
成一场旷世之恋也未必不可，或许
会更美吧！

夜幕渐临，西塘的夜景又是另
一番景象。站在桥上望远：看两岸
人家灯笼四张，霓虹长廊人头涌动；
走累了，坐在河边石凳上小憩，看小
船渐行渐远，听悠扬的丝竹声在空
中回旋；两岸碧柳丝丝，桥上恋人依
依。这便是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景
象吧！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
家。马致远的《秋思》在此略有应
景，但也有不妥。倒是我刚才穿过
烟雨深巷，夏师傅抓拍要紧之时，陆
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
杏花”正应了我此时此刻的心境。
不思归，不思归。想着明早晨曦万
籁未醒之时，推开夜宿小窗，站在窗
前清新脱俗的人儿，一夜梦绕缠绵
的光景，蒋老师可有遗憾？

罢了，也只有在这西塘畅想之
地才有的念想来之去之！该是回家
的时候了！

我们一行人匆忙收拾行李，带
着各自的心情原路返回。路上行人
稀少，大概都是来看夜景过夜生活
的吧！有没有像我们急着回家的人
呢？呵呵，我回过头望一眼即将不
见的灯火人家，有点怅然。心里想
着也许下一次我还会来，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心境感触和境遇，也未可
知！

穿过大门，我们终于出来了！
犹如桃花源记中主人翁出桃花源的
情形：恍如隔世！

■ 顾秋凤

近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
震惊国人，现已初步查明，是因
一位乘客与司机口舌继而升级
至谩骂打架，致使那么多条鲜活
生命在瞬间离世。

痛定思痛，教训是何其深刻
啊！

此事件的起因仅仅是乘客
错过一站，从而怒火中烧遂作出
了不理智行为……

古谚“怒从心头起，恶向胆
边行”，怒，往往是罪恶的起始
点。君不见；为一角钱打气费因
争执一怒之下将人打死；邻居间
为一寸宅基地双方怒气冲天大
打出手酿出命案；夫妻争执因一
言不合而怒火燃烧将对方扼喉
致死……

怒！怒！怒！都是“怒”闯
的祸。我们定要反其道而行之：
忍！忍！忍！“忍”者，《现代汉语
辞典》上的解释为；忍耐，忍受。
实质上，是“怒”字的反义词。

窃以为，在现今社会中，就
矛盾而言，我们所遇到的绝大多

数是人民内部矛盾，而要解决此
类矛盾的方法，首先是要把住忍
字原则，控制态势，不使矛盾激化，
然后再采取各种措施，揪准症结，
顺势而解。鉴于此，不管男女老
幼，不管各行各业人士，都应该修
炼些忍功，这种本领是我们构建和
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古今中外，学界民间，对忍
功均有不少精辟的阐述，略举数
例。和为贵，忍为先（孔丘）；镇
静——一切的顶峰（歌德）；其责
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韩愈）；吃亏是福（古谚）；争一
句剑拔弩张，退一步海阔天空
（民谚）……

要实现中国梦，除了取得物
质生活上的建树外，还必须使全
体中国人民具备优良的思想道
德品质。

“忍字头上一把刀，忍得住
来是英豪”，努力吧，在学习和实
践中，锤炼出新时代社会主义社
会中国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真本领。

有书香的人生
屐痕处处屐痕处处

西塘游记
■ 米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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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坚持忍字原则
■ 沈吉明

人生百味人生百味

想起垂钓的快乐
■ 杨 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