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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闻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精美的

图片，图片上有一行字：“逆风的方

向，正适合飞翔。”小闻跟了几个字：

“情绪用鸡汤来调整。”

小闻是我朋友圈最爱发“心灵鸡

汤”的微友之一，几乎每天早晨我都

会看到她发的心灵鸡汤。我知道小

闻此时正经历工作中的困境，她发了

“逆风的方向，正适合飞翔”，是在给

自己心理暗示：我要在困境中破茧而

出，腾飞起来。

小闻用心灵鸡汤来调整情绪的方

法很值得肯定。现代社会，人们的压力

都很大，很多人容易情绪焦虑，心理失

衡。如果不注意心灵的解压和排毒，很

有可能让自己的情绪无法受控，最终成

为情绪的奴隶。拿破仑说：“能控制好

情绪的人，比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

大。”可见控制情绪的重要和不易。我

们都应该做情绪的主人，无论用什么方

法，只要能够让自己缓解压力、恢复心

平气和，就是最大的赢家。

最近几年流行“心灵鸡汤”，不过

不知从什么时候，人们开始排斥鸡汤

了。只要是带有说教劝导意思的话，

动不动就被人冠以“毒鸡汤”之称。

有人以为，这些鸡汤根本没有一点养

料，只是短暂麻痹人们的心灵，让人

像阿Q一般自欺欺人。一碗鸡汤干

下去，世界还是照样，处境还是拧巴，

任何事都没有丝毫改观。

我想说的是，只有自己努力和奋

斗，才能改变现状。但鸡汤很多时候能

够改变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和角度。“你

不能左右天气，但可以左右心情”，这句

“鸡汤”想必大部分人都知道。我想这

句鸡汤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帮我们调整

情绪。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看世界的眼

光，用阳光的心态来面对世界，这样即

使遭遇阴雨也会保持心情开朗。

很多人不屑于这种心灵鸡汤，觉

得太幼稚。其实，人类生生不息，文

化代代传承，关于人生和生命的话

题，已经被人总结过千万次。很多所

谓的“金句”，不过是换个角度说而

已，跟鸡汤没什么区别。“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

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难得糊涂。”

这些被我们奉为至理名言的话，难道

不是古代的心灵鸡汤吗？无论社会

如何进步，人生无非就是那么回事。

那些事，已经被前人说得透透的。我

们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我们炮制出

来的心灵鸡汤，的确换汤不换药——

世界与人生的道理，翻来覆去就是那

些，很难有人翻出什么新花样。

关键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心灵鸡

汤即使真的换汤不换药，如果有调整

情绪的“药效”，就是有益的。朋友圈

每天都有大量“鸡汤”涌现，可见这些

鸡汤确实能起到一定作用。我以为，

用鸡汤调整情绪，不是什么自欺欺

人、自我麻醉，而是一种驾驭情绪的

智慧。俗事乱纷纷，鸡汤随处见。无

需批判，喜欢的可以喝上几大碗，让

鸡汤抚慰我们幽暗而沉郁的心灵。

谁的心情没有起起落落？谁的天

空永远晴空万里？当我们陷入情绪低谷

的时候，用任何方法拨云见日都是对自

己的善待。来上几碗“鸡汤”，吸收点正

能量，让自己的情绪尽快恢复平静，这未

尝不是聪明的选择。

龙门阵，是汉语方言词汇，

我们在前面加上一个“摆”字，构

成动宾短语，即“摆龙门阵”，意为

闲谈、聊天、讲故事。前几天带母

亲坐了一次久违的火车，车上的

人各自玩手机，非常安静。母亲

很失落地问我：“他们怎么了，怎

么都不‘摆龙门阵’了？以前都不

是这样的呀……”我不禁开始怀

念那些年的“龙门阵”，那是几代

人的回忆，是我记忆深处的情怀。

“龙门阵”让漫长的旅途变得

有趣。那时不管是坐客车还是火

车，车厢都很热闹。在坐车的过

程中，大家很容易就熟络起来，邻

座的人都会互相聊天，因为物理

空间的缩小，仿佛人心的距离也

变近了。很多人、很多故事都可

以向陌生人一吐为快。离家的学

生、出差的商务人士、年纪大的老

人、不赶时间的闲情旅行者……

一群人聚在一起，总有些有趣的

故事。大家敞开心扉，谈自己的

哥们儿、邻居和朋友，有聊关于工

作的，也有吹牛皮的。有的年轻

人在车厢里聊着聊着就聊出了

“火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

侣。有的在火车上谈成了生意，

有的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友人。我

们在小小的车厢里了解世界，很

多对世界的认知都来源于车厢里

的“龙门阵”，每坐一趟车都会增

加不少阅历。

“龙门阵”拉近了人与人之

间距离。那些年的旅途总有一种

特殊的魔力，让我们保持着期待

的心情，期待车厢内的“龙门阵”，

期待一路上发生的故事，期待到

站后亲人的怀抱。慢悠悠的车

厢，像一个家庭，有着浓厚的生活

味道。一路上，车上的所有人好

像不知疲倦，彼此说说话，拉着家

常，陌生人也显得很亲切。那时

我们没有手机，下车后很难再联

系，大部分人的缘分都永远停在

了车厢里。

“龙门阵”传递了许多正能

量。让我至今难忘的是那年在绿

皮火车上，一个男孩给孕妇让

座。他对孕妇说他准备去补卧铺

票，但一小时后，我在隔壁的车厢

看见他站在过道上。后来我把自

己的位置和他换着坐，我们聊了

一天一夜，从学习到人生，从家庭

到社会，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

和他仅有一面之缘，但他却带给

我永恒的感动。此后的人生，每

次想到他我就会特别有力量，也

乐于去帮助身边的人。还有一

次，我与一位老者攀谈，得知他是

一名大学教授，就留下了 QQ。

至今我们还保持联系，成了忘年

交，他不断鼓励我保持学习，成为

我的良师益友，对我的人生有着

极大的影响。

如今，生活越来越好，车子

跑得越来越快，车上越来越安

静。梁实秋说：“这地方风景如

画，可惜火车走得太快，一下子就

要过去了。”一切都太快，我们都

忙着赶路，来不及细细品味沿途

的风景，旅行中的“龙门阵”也逐

渐消失了。再见了，一见如故的

路人；再见了，车厢里的“龙门

阵”；再见了，我的青春年华。

老爸非常注重健康，他常挂

在嘴边的话就是：“生命在自己手

中，健康可以自己掌控。身体健

康，不给自己找罪受，不给儿女添

麻烦，老年人要活出一份境界

来！”正因为如此，老爸很注重“健

康投资”。凡是有益健康的事，他

都会积极主动去做。老爸的“健

康投资”，包括精力以及经济上的

投资。

老爸相信“生命在于运动”，

非常注重运动养生。人老了不能

进行强度大的运动了，他便养成

了散步的习惯。“饭后百步走，活

到九十九”。老爸认为老话特别

有道理，几乎每次饭后他都会坚

持散步。尤其是晚饭之后，他会

约上一两个老伙伴，出去走几

圈。这个习惯几乎雷打不动，他

也从中受益。他说：“吃完饭走上

一会儿，觉得胃里不那么鼓胀了，

溜达一趟回来，脚步也有力了，还

感觉神清气爽的。”

老爸还很注重精神上的“养

生”，他喜欢交朋友，认为交志同

道合的朋友能愉悦身心。为了身

体健康，老爸还养成了一些好习

惯，比如早睡早起，吃饭规律合

理。而且他把不同季节的锻炼计

划都做了出来，根据季节来调整

自己的锻炼。老爸经常说：“好习

惯不用花一分钱，却让你受益无

穷。只是投资了点时间，再加上

用点心思，就能有个棒棒的身

体。这样的健康投资，值！”

当然，如果需要金钱投资，为

了健康，老爸也会慷慨解囊。他

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但只要是有

利健康的投资，从来没小气过。

他的血压不稳定，医生建议他通

过食疗改善。西瓜、苹果、菠菜、

芹菜，这些食物就算是贵点，他也

会经常买来吃。老妈的胃不好，

老爸就经常给她买养胃的食物。

老爸说：“现在生活好，在吃上面

讲究点花不了多少钱。”前几年，

老爸买了几份保险。他知道人老

了身体难免会出点问题，出了问

题有保险支撑，不会给儿女们造

成经济负担。

后来我总结出来了，老爸做

一切事的出发点都是不给儿女添

麻烦。这不，最近老爸又开始了

“健康投资”。因为他的血压不太

稳定，医生建议他经常做体检，以

便及早发现身体的问题。老爸

说：“别的钱能省，体检的钱不能

省。早发现身体的问题，自己还

能解决。如果病拖得厉害了，自

己难受还得让孩子们照顾。他们

上班本来就很累，再被老人拖累

住，可有罪受了。我要好好体检，

你妈也得好好体检，我们俩都健

健康康的，才是一家人的福气。”

老爸很注重“健康投资”，不

过他从来不会盲目投资，他的头

脑清醒得很呢。有些老年人也注

重身体健康，于是无休止地买保

健品、治疗仪之类的。这些纯粹

是上当受骗，不仅没有治疗效果，

还给自己添堵。老爸能够做到

“理性投资”，他需要金钱投资的

时候，都要找医生咨询，从来不会

花冤枉钱。

老爸注重“健康投资”，也非

常支持我的“健康投资”。出于健

康考虑，我很想买一台跑步机，这

样锻炼身体就方便了。老爸知道

后，爽朗地说：“健康投资是好事，

我支持！买跑步机吧，我再赞助

你点钱！”我一听乐了，家里有这

样一位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老

爸，何愁一家人不健健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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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我最喜欢独自漫步江边。阳

春三月的风，拂面不寒，清新怡人，仿佛

带着春江水暖的湿润，洋溢着烟雨江南

的花香，深情款款地唤醒江畔的桃花。

风过之处，各式桃花随风摇曳、争

奇斗妍；一朵朵挨挨挤挤、一串串含苞

怒放、一簇一簇挂满枝头；粉红的花瓣，

形态各异，晶莹剔透，婀娜多姿，妩媚动

人。远远望去，如同一片燃烧的粉红云

霞，让人心神荡漾；如同一群群翩翩起

舞的蝴蝶，叫人眼花缭乱；如同娇羞的

少女回眸，令人神迷意醉。

那些开满花朵的枝条更是春风得

意，肆意生长，有的嫩条直插苍穹，似乎

在抒发着浓浓的春意；有的枝条臂展伸

迎，仿佛想亲手裁下一剪春情……这一

切，如江南水乡的水墨画，在你目不暇

接中，徐徐展开。

倏忽想起“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

深红爱浅红。”便忍不住寻找起杜甫笔

下那一簇开无主的桃花。因为我对春

天的概念，始于桃花，我对春之深情，也

是起源于桃花。

桃花，作为一种古老的意象，它是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貌美新娘，它

是“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娇羞少女；它枝

叶茂盛，芳华浓艳，或洁白如雪，素练白

裳，或红粉深浅，胭脂均匀。千百年来，

在多少文人墨客的笔下，散发着芳菲烂

漫的幽香。

苏轼在《惠崇春江晚景》里写道：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竹林被新叶染成一片嫩绿，桃树上已绽

开三两枝早开的桃花。竹林映衬桃花，

桃红竹绿，色彩鲜明。诗人以其细致、

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

特征，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早春江景

的优美画境，成了多少人憧憬向往的江

南之春。

如果说三两枝的桃花不够惊艳，那

么一旦桃花成林，花海接空，便成了人

间仙境；再加之蝶飞蜂舞，莺啼燕渡，实

为春之盛景。吴融在《桃花》一诗中写

道：“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

融”，便是桃花成林怒放之景。此等春

意盎然，飘逸浪漫，宛如一幅生动、美

丽、和谐的自然风景画卷，怎能不让人

心驰神往。

桃花怒放，虽艳，但花期短，正可谓

开时满山红，落时零如雨，故常催生悲

春叹华之感。李贺《将进酒》中所言：

“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

盛至极致的桃花，就这样被鼓声震散

了，被舞袖拂乱了，落如红雨；黛玉葬花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树树桃花，怒得铺天盖地，却是那般容

易凋落，即使再多情的人，也只能束手

无策，任他们随风而谢，顺水而去……

而易逝的，又岂止桃花呢？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

红。”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桃花，除了

感叹，又陡然增添了莫名的伤感。诗人

通过“同时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映

照对比，回环往复、曲折尽致地表达了

回忆的无比珍贵，以及失去美好事物的

无尽怅惘。因而才有了“人面不知何处

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无限感伤。

诗人笔下的桃花，不仅是一种风

景、一种精神，也不仅有离愁与感伤，有

的时候更是一种生机和希望。“忽逢桃

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

美，落英缤纷。”陶渊明笔下那桃花盛开

的地方，是无数人心中最美的乌托邦，

是安宁和乐、平等自由的世外桃源。那

里没有长生不老，没有金银财宝，有的

只是一片纯朴的景象，一份简单的幸

福。所以，桃花深处，盛开着一个美丽

迷人的梦，和一个怦然心动的期待。

此时，又是桃花盛开的时节，点点

飞红，艳如少女，惊艳了整个春天。我

多想于一场春雨中折下一枝桃红，送给

热爱春天、热爱生活又春风满面的你。

组稿/珠江时报记者谢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