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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会有如此的境遇，同
样是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有
时候会嫉妒，而有时会崇拜，表
现在：远的崇拜，近的嫉妒；够
不着的崇拜，够得着的嫉妒；有
利益冲突的嫉妒，没有利益冲
突的崇拜。

其实，这个问题的症结在
于心态，在于心态位置的正不
正，在于心态中阳光的多与少。

这就需要去守护，守护阳
光的心态，就是守护一个积极
的、乐观的、充满阳光的、健康
的心态。细观积极向上的人，
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无论遇到
何种情况，他们始终能够以阳
光之心观察事物、观察世界、观
察身边发生的一切。

拿破仑说过这样一段话：
“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
但是这种很小的差异却造成了
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就是
所具备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
极的，巨大的差异就是成功和
失败。”心态好坏，影响个人、家
庭、团队、组织，最终影响社
会。好的心态成就人，坏的心
态毁灭人。我们能否拥有阳光
的心态，快乐地工作和生活，从

根本上说取决于我们的思维习
惯，是积极乐观还是消极悲观
地去思考问题，观察世界。大
志向需要大胸襟，大胸襟源于
对光明的永远不懈追求与守
护。

《菜根谭》里有一句话：处
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
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
实利己的根基。这告诉人们
的是要以乐观的心态去对待
人、对待事。乐观即乐而观
之，是积极向上的一个重要元
素。凡天下之物、天下之事，
只要都能乐而观、乐而视，就
会无忧、无虑、无愁。从这种
意义上讲，乐观是涵养，是对
人生、对世事的透视和感悟。
罗曼·罗兰说：“一个人如能让
自己经常维持像孩子一般纯
洁的心灵，用乐观的心情做
事，用善良的心肠待人，光明
坦白，他的人生一定比别人快
乐得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乐观之人，无论怎样艰辛，怎
样危难，都始终笑对人生，始
终泰然、坦然、安然地面对一
切事、一切人，都坚信美好的
明天总会到来，这样的人，才

会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光辉
灿烂的人生之路。

拥有良好的心态，不仅要
自己的心态充满着阳光、乐观
外，还要善于拒绝灰暗。灰暗
心理是一付毒剂，是导致人走
向堕落、暴戾、低俗、阴暗的催
化素。在灰暗心理下，充斥心
灵的是嫉妒、多疑，是对进步的
排斥，对希望的拒绝，对和睦的
对抗。具有灰暗心理的人，往
往看一切人、一切事都不顺眼，
不顺心，不顺意，甚至以种种卑
劣的手法，打击、诅咒、讥讽一
切人，破坏、毁损一切事。

这就是心态的失衡。失衡
就是自我失守，是内在的颓败；
是定力的缺失，是向外展露的
软肋，是消损自己理智的坑穴。

倘若心态处于失衡状态，
这世界必然倾斜，看待周围的
眼光也必然倾斜，品判别人和
自我的心秤也就自然紊乱。自
我怜爱和自我膨胀相伴相生，
对他人的恼怒和憎恨也无所遏
止地滋长，而此时正处于极端
灰暗的心理状态。由此，想到
了《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她是
个嫉妒的样板，她做了两个小

人儿，写上宝玉、王熙凤的姓
名、生辰八字，用针往小人儿的
心口上扎，这是嫉妒者的典型
举措。

时常在思考，为什么有的
人会产生极端灰暗的心理呢？
重要的一条是，具有灰暗心理
的人，表面看起来很强大，事实
上很脆弱、很自卑、很胆怯，是
极端不自信的另类表现和反
映。一旦自卑、胆怯、极端不自
信占据了心理主位，必然出现
难以理解的灰暗之心和灰暗之
行。因此，在人生的选择上，要
首先拒绝灰暗心理，而去追求
快乐，让心理纳入正轨，让心态
充溢阳光，在名利上可以输得
惨烈，但决不应该输了良好的
心态。若能把握好心态，就能
在波诡云谲的生活风浪中，不
迷离航线。

你若要让生活美好，一定
得端正自己的心态。否则，美
好的事物在你面前，也未必让
你入眼。心如一碗水，自身不
平必会波起激溅或溢流，所以，
静下心来，把握好心态，才能让
自己不晃悠。

心静如止水！

筑梦轨交二十年，

列车飞驰到奉贤。

古华从此腾云起，

美丽富强更无前。

冬天来到我们中间

试图以湿与冷 令我们难受

让我们屈服在 棉衣和皮服里

树却 高昂着头颅

光秃秃地站在街头

它们沉默着

但并不孤单

其实 冬天已经失控

湿与冷的剂量

已无法用 霏霏细雨来形容

其实 沉默的也并不只是沉默

它们在悄悄酝酿 何时添枝长叶开花

南宋陆游诗云：“今朝佛粥更相
馈，反觉江村节物新。”佛粥，即腊八
粥，袅袅的粥香飘在古老的民俗里，送
粥、吃粥，祈福增寿，喜迎新春。那一碗
碗内容丰盛、滑腻爽口的腊八粥时时
温暖着我的胃，温暖着我的腊月记忆
……

记得儿时，母亲总是依照家乡的
食俗，在腊月初七晚上就备好洗净的
粥料：红豆、绿豆、糯米、大米、红枣、花
生、薏仁、莲子以及几样新鲜的水果、
冰糖和橘皮丝等。

腊月初八这天，母亲天不亮便起
了床，抱柴升火，烧水放料，在厨房里
不停地忙活。母亲熬粥很有耐性，她先
把不易煮烂变软的红豆、绿豆、薏仁、
莲子下锅，用小火熬煮，待它们胀裂开
口儿，再加入易烂的糯米、大米、红枣、
花生，用文火慢熬细煮。为了防止粥稠
粘锅，母亲便用长柄勺不时搅动，浓浓
的粥香也随之飘散开来。这时候，不用
母亲喊，我就从床上翻身而起，匆匆洗
漱一下，走进厨房，一步不离地守着灶
台。那自锅盖边沿升腾起的蒸气裹挟

着缕缕诱人食欲的清香，撩拨得我垂
涎欲滴。看到腊八粥熬得差不多了，母
亲就放入雪梨片、蜜桔瓣儿和少许冰
糖、橘皮丝，熄了灶火，利用灶膛里的
余热再焖上片刻。这样，一锅热气滚
滚、香味扑鼻的腊八粥就算熬好了。

母亲揭开锅盖，只见腊八粥晶莹
剔透，红中透白，白里染黄，黄中泛绿，
令人目清眼爽。性急的我手捧着粗瓷
碗，踮起脚尖，不停地催促母亲赶紧盛
粥。母亲伸了伸酸楚的腰，笑哈哈拿起
勺子，一边往碗里盛粥，一边轻唱歌
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此时天色大亮，全家喝粥，拉
开了迎接春节的序曲。

母亲做的腊八粥好吃，香甜适度，
滑腻可口，粥中又有果肉，慢喝，细嚼，
味美之极。腊八品粥，可谓香甜在口，
温暖于心，出得门去，自然也多了几分
御寒能力。吃过腊八粥，年味就会越来
越浓，矗立在人们眼前的是四个喜庆
吉祥的大字：辞旧迎新！

一缕粥香飘腊八，浓浓的母爱在
唇齿间萦绕，让我久久回味。

祝5号线
南延伸段通车

■ 姚金祥

一缕粥香飘腊八
■ 张春波

浙商银行理财产品信息
理财子

单元简称
永乐1号大众客户理财

182天型

92天型

182天型

365天型

理财子
单元代码

AC3462

AB3379

AB3380

AC3460

AC3461

AD2430

AD2431

业绩
比较基准

4.95%

4.80%

4.85%

4.93%

起点金额

新客户专属款1万元起，
上限1亿元

1万元起上限1亿元

认购期

1月10日-16日

1月10日-13日

1月14日-16日

1月10日-13日

1月14日-16日

1月10日-13日

1月14日-16日

风险
等级

低
风
险

理财子
单元简称

永乐2号高净值客户理财

182天型

92天型

182天型

365天型

理财子
单元代码

BC3552

BB3272

BB3273

BC3550

BC3551

BD2393

BD2394

业绩
比较基准

4.98%

4.83%

4.88%

4.95%

起点金额

新客户专属款5万元起，
上限1亿元

高净值款5万元起，
上限1亿元

认购期

1月10日-16日

1月10日-13日

1月14日-16日

1月10日-13日

1月14日-16日

1月10日-13日

1月14日-16日

风险
等级

较
低
风
险

浙商银行上海奉贤支行，南奉公路7777号，电话37569706

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户通过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ATM等所有电子渠道跨行转账手续费全免！
浙商银行理财产品可转让、可入增金财富云。业绩比较基准不代表本行对客户收益的承诺，最终收益

以实际兑付为准。详情请点击理财子单元代码查看产品说明书。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
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

注：永乐2号产品仅限高资产净值客户购买，详询银行客户经理或95527；
永乐2号182天型BC3552及永乐1号182天型AC3462仅限新客户购买。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