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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最失意时， 竟是被
生活暗暗回报着的。

严歌苓《波西米亚楼》

这世界本就没有任何一
句话，可以让你醍醐灌顶。真
正叫你醍醐灌顶的， 只能是
一段经历。而那句话，只是火
药仓库内划燃的一根火柴。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及时的道德表情有利于
心理护肤， 但不会给世界增
加或减少一点什么。

韩少功《山南水北》

我一直在等您， 苦苦地
等您。 雅尔塔在下雪，潮湿，
刮风。但久居本地的人说，还
会有好天气的。

契诃夫《致高尔基》

微书摘

《一只
猫的生活与
哲学观》由
巴尔扎克、
马克·吐温
等 16 位 作
家 的 16 个
关于猫的故
事构成。 巴
尔 扎 克 的
《一只英国
猫的苦难》用一只猫将英国式的体面
尽情嘲弄了一番；爱伦·坡的《黑猫》
将猫咪塑造成惩罚罪恶的复仇者；丹
纳的《一只猫的生活与哲学观》以猫
的视角看待世界，讲述它从出生到成
长的过程及其对万事万物的思索；海
伦的《猫咪来信》是以猫咪的口吻给
出门旅游的小主人写的一组温暖可
爱的信……它们是最好的猫咪故事，
而且每个故事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
色，爱猫人士不可错过。

断章

□ 蒋嘉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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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上的魅力，是春耕后的田，秧苗
初初抽长拔尖，是一片耀眼的新绿翠亮，
像蚕丝织锦， 有着纤细的光， 大山是主
人，而云是慵懒的猫；是夏耘，除去稻田
杂草，天上雨水落在田里，稻禾杂草，也
无孰是孰非；是秋收大片大片金黄，饱满
的稻禾使稻穗弯垂了头， 有生命完成的
气味，像一碗白米饭，踏实而满足。 ”这如
画的文字，是蒋勋发自内心的赞叹。

身处池上，蒋勋好像把创作角色完
全让给眼前绿绿的稻浪、日出粼粼的大
坡池。 在池上，他不是作家、不是画家、
不是创作者，他不过是偶然瞧见珍宝的
顽童，喜孜孜笑着，连名字也丢了，剩下
的是不言、不语，是一片“无”，是万物之
始。

蒋勋花了 6 年，终于在池上，找到了
“心的栖止木”，让心灵短暂休息充电，重
新出发。

每天清晨 5 点，蒋勋走出画室，沿着
水圳散步，去看没有电线杆的稻田，看稻
穗一天天随节气变化， 拿手机拍下翻飞

稻浪；有时走去大波池，拍日出晕染开的
水墨山水；天空有光束洒下，手机拍不出
来时，蒋勋便直接素描，再入画。

这日复一日散步像修行，“有多久没
有在你家门口的那棵大树底下靠着、走
一走路、乘凉？ ”

“闲”，是门里有月亮，或者“闲”，是
门里有枝条树木， 当你花一点时间靠在
门框上看月亮， 抽点空在家门口树下乘
凉，当你慢下来，才会有心灵的感受，才
能真正与自己的心灵产生对话。

但遗憾的是，台湾存在着平行宇宙：
快与慢、忙与闲、都市与乡村，永远没有

妥协空间。 现代人大多生活在快速度的
大都市，生活只剩下“忙”，其实也就是
“心死亡”了。

忙、盲、茫，为什么明明活着，心竟走
向死亡？

蒋勋说， 能不能给自己看月亮的时
间、乘凉的空间？ 或给自己一片田，看惊
蛰、小满、露从今夜白？

大自然的美在不言之中表露无遗，
大自然一句话不说，一旦你瞧见它的美，
竟能让人热泪盈眶。

（《池上日记》 蒋勋/著 长江文艺出
版社）

还原理想生活全貌 一本书

金智英就读的初中离家只有步行
15 分钟的路程， 姐姐也和她读同一所
初中。 姐姐入学时，那所学校还不是男
女合校，而是女校。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还是出
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国家。在金智英
出生那年，也就是 1982 年，平均每 100
名女婴出生，相应会有 106.8 名男婴出
生。 到 1990 年， 男女比例甚至高达
116.5：100。 当时学校内男同学已经偏
多，未来人数显然只会更多。于是，在金
智英入学的那年， 学校改成了男女合
校。 自此以后，老师对女生的态度尤为
严厉。

学校规定，女生的制服裙子长度一
定要超过膝盖，不能露出臀部和大腿曲
线； 夏季制服的白衬衫因为很容易透，
规定内里要穿着圆领无袖白汗衫，衬衫
里只穿内衣更是万万不可。 此外，女同
学夏天一定要穿肤色丝袜配白色短袜，
冬天则要穿上学生专用的黑色丝袜，不

可擅自更换成半透明的黑丝袜，也不可
以在外面多加袜子； 不能穿运动鞋，只
能穿皮鞋。在寒风刺骨的冬天，却只能穿
一双丝袜，还要套上不保暖的皮鞋，可想
而知双脚会多么冰冷，冷到让人想哭。

然而，男同学除了不可以把裤管修
改得过宽或过窄，其他不符合校规的穿
着，老师通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男
生在夏季白衬衫内可以穿白色背心或
棉质圆领衫，有时甚至会在里面穿灰色
或黑色等有颜色的圆领衫， 要是觉得
热，还可以解开几颗纽扣，中午或下课
休息时间也经常只穿一件 T 恤在校园
内活动。 他们可以穿各种款式的鞋，都
不成问题。

有一次，一名女同学穿运动鞋走进
校园，在校门口被教官拦了下来。 她向
教官抗议，为何只允许男同学穿运动鞋
和棉质圆领衫，结果老师以男同学时时
刻刻都需要运动为由，这样回答：“男孩
子整天跑跑跳跳的，下课十分钟都不会

乖乖地待着，一会儿踢足球，一会儿又
要打篮球、打棒球，甚至玩跳马背，怎么
可能叫他们整天穿皮鞋、衬衫，还得把
扣子扣到最上面呢？ ”

“我上小学时也是每到下课就和同
学一起玩跳马背、跳橡皮筋、跳格子，从
来没有乖乖地坐着呢！ 穿裙子又穿丝袜
还要配皮鞋，实在不方便。 ”

最终， 这名女同学因为服装不合
格，加上态度不佳，不知悔改，被教官惩
罚要学鸭子走操场。 教官特别叮嘱，蹲
着走很容易走光， 记得要把裙摆抓牢，
但是这名女同学从头到尾都没有理会
裙摆， 每走一步就会被人看见裙底风
光。 走完操场一圈以后，教官不得不中
断体罚。 另一名同样因为服装不合格而
被叫到办公室的同班同学问她为何不
抓紧裙摆，她答道：“我就是要让他亲眼
看看这身衣服有多不方便。 ”

（《82 年生的金智英》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 年出版 【韩】赵南柱·尹嘉玄/译）

82年生的金智英·（三）初中

家，是每个人最熟悉、最有掌控感的
地方。 然而很多时候，你需要争取甚至战
斗， 才能让你的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庇护
所。 因为在生活中，你很有可能会面临一
些入侵者。 特别是当这些入侵者是亲人
时，你甚至辨识不到他们的入侵。

我们同事之间经常会聊天，黄玉玲老
师讲的故事很触动人。她的父亲特别有意
识地保护自己的小家。 有一次，她的妈妈
和奶奶吵得很激烈。 父亲受不了了，让奶
奶走。 奶奶不走，脾气还更大了。 结果，父
亲拽着奶奶的胳膊，硬是把她请出了家。

在那个年代， 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黄玉玲的奶奶接受不了儿子这样对自己，
于是做了也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事———
回到自己的娘家哭诉。 结果，娘家来了五
个男人为她撑腰，是黄玉玲父亲的舅舅和
他的四个儿子。

来了后，舅舅先是训斥了外甥。这时，
黄玉玲的父亲没有太为自己辩解，也向自
己的母亲道了歉， 可舅舅还不依不饶地
说：“这件事，我必须打你一记耳光，给你
一个教训。 ”

听到舅舅这句话，黄玉玲的父亲一下
子怒了， 对他说：“你要是敢打我一记耳
光，信不信，你们五个都会倒下！ ”

他的凶悍劲儿一下子震住了对面的
五个男人，他们再没敢做什么，这件事就
到此为止了。 以后，黄玉玲的父母没再谈
起，奶奶也没再谈起，但一条界线就此画
出，奶奶再也不会到她儿子家里去做女主
人了。

我父亲和黄玉玲的父亲正好相反。在
我父亲的家族里， 有一件事一直发生着，
就是父母一定会产生一种分裂，即亲这几
个孩子， 一切资源都往他们身上汇集，而
不亲那几个孩子，就无情地剥削他们。 先
是我的大伯被严重剥削， 我大伯去世后，
奶奶残酷地虐待大伯母和她的三个女儿。
后来，大伯母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了。 我大
伯一家，就像是被家族清除了一样，再也
没人提起。 我成年后才知道，原来还有这
么一位大伯。

接着是我父母被严重剥削，他俩把孝
顺视为绝对真理， 因此受到了极其不公
平的对待。 这是对我们家严重的入侵，我
父母不能保护自己的家庭， 因此这个家

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温暖港湾的作用。
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 我受到了严重的
影响。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我非常缺乏界
限意识。

读研究生时， 我认识的一个哥们，他
常常到我们研究生宿舍来，一来就躺在我
的床上，一躺就是一天。这件事，我觉得没
什么，但我的一个界限意识很强的室友对
他说：“你知不知道你严重侵占了武志红
的利益？ ”

他的做法让我很震撼，这时我才意识
到，其实我对这哥们也很反感，但之前把
他的入侵和我的软弱合理化了。 于是，我
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我的太多做法不是
因为善良，而是因为软弱。后来，我和父母
谈这些问题，发现他们清晰地知道这些是
软弱。不过，我不是当事人，并没有像他们
一样真切地体验那么强烈的冲突，而是认
同并继承了父母的做法，启动了大量合理
化的防御机制，认为那些不守界限的做法
是对别人好。

我们得意识到，小家庭首先是父母和
孩子的世界，你必须保护好这个空间。 这
样，你所在的家才能起到港湾的作用。

（《拥有一个你说了算的人生·终身成
长篇》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家庭入侵者

荐书台

□ 武志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