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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常听他人说， 活得要像
谁一样。 许多刊物上文章的题目就
赫然标明 “活得要像谁一样”， 或者
是 “像什么一样地活着”。 看得多了
不免有时也受其影响， 但却禁不住
内心真实的声音： 为什么不能活出
一个自己呢？

成功的人生是没有固定定义的，
科学家创新叫成功， 获得诺贝尔奖
叫成功， 医生救活病人是成功， 让
每一个顾客满意叫成功， 庄稼丰收
叫成功， 保持一条街道的清洁同样
也是成功……成功需要给自已能力
水平正确定位， 要能够认识和了解
自己并敢于肯定自己。

1960 年， 哈佛大学的罗森塔尔
博士曾在加州一所学校做过一个实
验。 新学年开始时， 罗森塔尔博士
让校长把 3 位教师叫进办公室， 对他
们说： “根据你们过去的教学表现，
你们是本校最优秀的老师 。 因此 ，

我们特意挑选了 100 名全校最聪明
的学生组成 3 个班让你们教， 这些学
生的智商比其他孩子都高， 希望你们
能让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3 位老
师都高兴地表示一定尽力。

1 年之后， 这 3 个班的学生成绩
果然排在整个学区的前列 。 这时 ，
校长告诉了老师们真相： 这些学生
并不是刻意选出的最优秀学生， 只
不过是随机抽调的普通学生。 老师
们没想到会是这样， 都认为自己的
教学水平确实高。 这时校长又告诉
了他们另一个真相———他们也不是
被特意挑选出的全校最优秀的教师，
只不过是随机抽调的普通老师罢了。

这并不是什么偶然或者意外 ，
而是一种成功的策略， 罗森塔博士
就是用这种策略激发师生们敢于认
可和肯定自己， 之后也必为之尽最
大努力去实现自我价值。 自信心是
成功的催化剂， 很多事实证明： 在

做任何可行的事情以前， 如果能够
充分肯定自我， 就等于已经成功了
一半。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新精神分
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埃里希·弗洛
姆说过： “真正的理想绝不是某种
居于个人之上的神秘力量， 它是无
条件肯定自我的一种有力表现。 凡
是违反了肯定自我这一原则的任何
理想 ， 都被证明并不是一种理想 ，
而只是一种病态的目标。” 他甚至认
为 “自我实现” 是每个人的生命意
义之最， 是一种美德。

弗洛姆的肯定之说也许有过于
偏激之处， 却让我们更明显地看到，
敢于肯定自我和树立理想并为之全
力奋斗对于实现自我价值的必要性。
给自身立场一个正确的定位， 然后
拟定理想目标， 并肯定自己的能力，
然后尽全力去实现， 相信成功就会
离你不远。

离端午节越来越近 ， 街头粽
子的香味也越来越浓了 ， 粽子的
香味如同一只温柔的手 ， 轻拂我
的味觉。

端午节是人们为了纪念先贤屈
原而来， 可现在除了商家打折促销
搞得不亦乐乎外， 已经没多少节日
气氛， 远比不上泊来的节日诸如情
人节、 圣诞节吸引人。 对年纪尚小
的女儿来说， 端午节那天也就是吃
几个香喷喷的粽子， 同我一起在窗
台上插上几株艾草。

小时候， 我们家乡的端午节很
吸引人， 那可是除春节以外最热闹
的一个节日， 是全村的狂欢节。 那
时， 每个村都会组织几条龙舟， 不
仅是比赛， 还会在船上进行歌舞表
演。 全村人都会围在河边观看， 河
堤两岸锣鼓喧天。 大人们还将粽子
扔到水里， 顽皮的孩子们会下水捞
一部分上来分着吃了。 平时那些不
显山露水的村民， 一经打扮， 唱歌
跳舞却是有板有眼。

出嫁的女儿端午这天还会被接
回娘家， 称为 “躲午”。 俗以五月
五日为恶月、 恶日 ， 诸事多需避
忌， 因此有接女归家躲端午之俗。
如今， 在荆楚一带， 还完好地保存
着这一习俗。

后来， 村里人渐渐富了， 村民
对端午节也没有了以往那么高的兴
致， 大家都忙着挣钱致富了。 屋后
河里长满了水草， 以前作为一种重
要运输工具的船也被更先进的拖拉
机、 汽车取代， 渐渐地退出了历史
舞台。 再后来 ， 河水也渐渐干涸
了， 村民就是有心闹端午也找不到
一条清澈的河流了。

随着年纪渐长， 越发怀念从前
的端午。 “五月五日天晴明， 杨花
绕江啼晓鹰。” 在端午节这一天 ，
在你品尝美味的粽子时， 或许我们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所思考， 因
为端午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 更是
一种民族文化， 一种精神传承。

久病未愈， 心情烦闷。 朋友建
议我去看中医，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去了中医院。

挂号， 直奔二楼， 看到诊室门
口的专家简介： 出身中医世家， 从
医 56 年， 专治心内科和妇科疑难杂
症。 推门进去， 里面已经人满为患。

老中医， 一头银发， 一脸和蔼
笑容， 一双犀利明亮的眼， 让人觉
得亲切。 他助手面前的一张便笺纸
已写满了人名。

一位中年女患者抚着胸口， 苦
着脸说 “心脏不好、 失眠， 还爱发
脾气”。 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痴痴地望
着老中医， 期盼得到安慰。 老中医
号完脉 ， 又看了舌苔 ， 笑着说 ：
“愁也一天， 乐也一天， 放宽心， 自
然少生病。 你脉象平稳， 没大毛病，
吃几副药就会没事。” 女患者闻听此
言 ， 眼睛竟然发亮了 ， 眉头舒展 ，
憔悴的脸上绽开了两朵花， 嘴里一
个劲地道谢， 拿着处方签开心地走
了。

一个骨瘦如柴的男患者， 凑到
老中医面前 ， 主动伸出手打招呼 。
老中医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 摸摸
他鼓胀的肚子， 问他最近感觉怎么

样？ “能吃一碗饭， 身上有劲， 心
也不慌， 就是肚子不见小！” “病来
如山倒 ， 病去如抽丝 ， 得慢慢来 。
肚子比以前软了好多， 你得有信心，
积极配合治疗， 不然你老婆又要来
找我告状。” 男患者笑了， 眼睛眯成
一条缝 ， 一双大手轻轻摸着腹部 ，
眼神中满是希望 。 他拿起处方签 ，
用力朝老中医挥挥手， 迈着坚实的
步子走了。

轮到我了， 老中医边给我号脉，
边心疼地说： “孩子， 你胳膊都失
了血色， 是严重贫血， 要耐心地调
理一阵。” 这一声孩子喊得我心暖暖
的， 如父亲一般。 他又拿过我的检
验单仔细看完 ， 才拿笔开处方签 ，
最后叮嘱我按时休息， 还要我学会
关心自己。

老中医这里的患者们初时脸上
都写满了烦恼 ， 心中积满了苦水 ，
源源不断 ， 可经他一看 ， 个个都
像得到了神丹妙药 。 其实 ， 我想 ，
并不是他的药真有多奇妙， 而是他
的人格， 他的态度， 让他成了大家
最信任的人 ， 他托起了每一个病
患的希望 。 而在我眼里 ， 他更像
一位慈父。

采摘一片绿色的叶子
吹奏一串节日的音符
在这样的日子里
让所有的期盼托起童年的梦幻
让所有的祝福带着六月的遐想

在生动而又熟悉的日子
走进蓬勃茁壮被爱抚摸的日子
这个日子的意境分外清新
这个日子的校园书声琅琅

我们在老师的滋润下成长
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遨游
那天真无邪的嬉笑
回荡在我们青春的履历

我们走进六月
又唱起动人的歌
把茂盛的祝福托向明天
把甜甜的梦幻写进诗行

活出自我 苗蕾 （江苏）

老中医看诊
刘洪静 （辽宁）

龚本庭 （湖北）

六月的诗行
丁梅华 （新疆）

■杏林画廊
戏水 徐源源 （江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