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茶道里有一句话，叫“一得永
得”。

南方人去东北看了一次雪，内地人
去三亚看了一次海，或小地方的人游了
一次香港迪士尼， 吃了一次北京烤鸭
……往后想起或跟别人说起时，会把一
次当永远。 刘姥姥要离开大观园时，对
凤姐说：“虽住了两三天， 日子不多，却
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
见过的，都经验了。 ”她说的也是这个意
思。

宝玉最后步入空门。 贾家败了，他
没有娶到林妹妹，大观园里的女儿们死
的死，离的离，一切都风流云散，不过，
无论经过了多少年月， 只要他还有记
忆， 回想起那些红颜女子的衣香鬓影，
音容笑貌， 曾经的美好馥香便永留心
间，就像她们从没离去一样。

青涩的年月里，你吻了一个青涩的
女孩子。 无论后来的结果如何，比如你
已为人夫人父，日夜奔波，她也变成一
个天天为柴米油盐操劳的黄脸婆，几乎
没有再见面， 你偶尔想起那一个吻，心
里还是甜甜的，温情的，那就是一得永
得。 并非一定要她嫁给你，一起厮守，活
到八十岁的时候你还吻了她，那才是得
到。

爱情的痛苦在于得不到和已失去。
一得永得，是一种乐观主义。 一件事物，
你可以看作是没有最终得到、没有永远
得到，或得到又失去了，因而抱恨终生；
但也可以看作是一得永得，从此心遂意
足，风轻云淡———怎么看，全在于自己
一念之间。

这桩谋杀案很奇特，死者是出了名
的好好先生， 小镇的人甚至评价他，这
辈子都没跟人斗过嘴。

没有仇人，没有妻儿子女，每天本
本分分地在不远的一所私立学校教书，
按时上下班，周末去做礼拜。 谁会对这
样一个人下狠手， 竟然一刀直插进胸
膛，毫不留情的手法。

警察局压力很大，整天跑到死亡现
场取证，寻找线索，可惜，这一切都是徒
劳。 这个案子一直悬了三十年，而且，三
十年后也并不是警方成功破案，而是凶
手无意间泄露了天机。

那是在伊顿公学的开学典礼上，学
校请来了著名的商业大家艾维尔先生
作励志演讲，他一生坎坷，从一名乞丐
奋斗到如今的成就，很多媒体都报道过
他的事迹。

可他为什么会被警察盯上，只因为
伊顿公学的一位学生提了一个问题，艾
维尔先生，你那么富有，可为什么不做
慈善呢？

当时， 艾维尔先生迟疑了片刻，接
着便说出了惊世骇俗的一段话：“如果
我去做慈善，那么，我会杀死很多人，或
者，我被很多人所杀。 ”

没有人能理解艾维尔到底在讲什
么， 最后还是一旁的主持人打了圆场：
“艾维尔先生， 您能给我们的孩子们讲
得更具体一点吗？ ”

“当然！ ”艾维尔的演讲出现在电视
屏幕上， 他非常自信地站在演讲台上

说：“我认为，一个人的成功来自于他的
不满足，只有不满足于现状，他才会最
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能量，实现自身的
价值。 ”

确实， 艾维尔先生用一生的奋斗证
明了他的价值，可是，这与慈善有什么
关系？ 所以，主持人趁着全场热烈的气
氛，立马追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做一
点慈善去帮助那些难以生存的人呢？

“你错了，如果我是一个没有生存空
间的人， 我就不希望任何人施舍我，因
为别人的慈善会让我觉得满足，觉得不
争取也能活下去，谁这样对我，就是在
害我 ， 我宁愿把身边这样的好人杀
死。 ”

就是因为这段话太过震撼， 虽然其
中不乏真谛， 但当电视台热播出来时，
一位当年的老警察觉察出了一丝端倪，
艾维尔曾经就是一位乞丐， 二十年前，
他就在那起谋杀案现场附近乞讨，只不
过，谁都没想到他会是凶手。

谋杀案告破之后， 报纸上一行叙述
触目惊心：“他每天都会给我一点钱，我
讨厌他这样子对我，如果他不死，我就
永远站不起来， 他要杀死我的希望，我
就要杀死他。 ”

这是发生在英国温莎小镇的一桩真
实谋杀案，因为这桩谋杀案，当地居民
特意在小镇立了一块“自省碑”，上面是
当地一位著名绅士亲手刻的碑文：不要
让需要你的人觉得你太好，而是要让他
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

故事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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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幕兰
房 间 里 的 旅 行

一 得 永 得
□ 罗朗

当下社会，好像做什么都要过度。
就说茶叶吧，偌大个沉甸甸的纸箱子

里套个木箱子， 木箱子里再套几个铁箱
子，打开铁箱子里面还有包装袋，扒拉扒
拉包装袋，其实也就三两茶叶，真可谓“一
斤螺肉八斤壳”。 小食品，过去论斤包装，
现在论粒儿包装，一粒蚕豆大的牛肉干就
是一个独立包装，食用时让人觉得这根本
不是吃牛肉，仿佛是吃神仙肉，金贵得不
行。 搞汽车促销要靠惊艳美女包装，这本
已过度，但更过度的还是她们充分暴露的
皮肉。

一眼看不透的过度就更多。比如教育
过度，可怜的孩子们在娘肚里就开始听音
乐，一说话就学英语，一识数就学奥数，一
认字就背古文；书包不是背着走，而是地

上拉着走， 每周课程安排最好能有星期
八。 看病治疗过度，治个感冒也要拍 X 光
片、做 CT；治个牙痛，又是照光，又用激
光，直到把几个月工资花光。

还有不易被人意识到的过度。 近年
来，公司职工跳楼事件不断，知识精英中
年早逝不断，许多人以为这是现代社会人
们心理承受能力太弱。 错，实乃社会普遍
对利益无节制的追求而导致劳动过度。 一
篇本来习以为常的文章刊发，并无指桑骂
槐之意，却也被人拿来大做文章。 何致如
此？过度敏感，过度解读。现在办个什么国
际性会议或赛事，或逢什么节日，都不惜
抄出家底搞晚会，看上去热闹，实乃欢庆
过度。

没有人愿意把事情做过度， 过犹不

及，劳民伤财，可有人就是喜欢过度。 毫无
疑问，利益驱动是罪魁祸首。 如果不是为
钱，谁愿意把感冒当癌症治；如果不是为
钱，谁愿意给你的孩子办那么多课外班。

过度的背后也是因为浮躁。阿 Q 刚刚
赚了几个小钱，便牛哄哄地把钱往酒店柜
台上一扔：“现钱，拿酒来。 ”未庄人的造反
刚闻风声，他便在土谷祠里幻想着先杀了
谁，随后睡哪个女人更好。 过度地宣扬，过
度地庆贺，过度地渲染盛世景象，其实正
是阿 Q 扔钱那一刻的心态。 有了几个小
钱，心中就像揣了十八只小兔子，惴惴不
安，大肆显摆，过度花销。

“过度”病，伤国体。 只能靠立章建制，
让一切按事物客观规律运行，如此，因“过
度”而给社会带来的痛楚才会减少。

在夜里。
下雨。
石头露出
它们闪光的
沉默。
那些光，
照亮了
雨滴。
以及雨滴
的声响
里面
的
那条河流。

□ 胡志刚

诗语“过 度 ” 病
□ 张心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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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合刊·圆桌

1790 年的春天，27 岁的法国人塞维尔·德·梅伊斯特进行了
一次长达 42 天的旅行， 后来， 他将这次旅行的见闻写成了一本
书，名为《我的卧室之旅》。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因为这次旅
行的全程，都只发生在他的卧室里。

塞维尔是一名法国贵族军官，因为一场决斗被判禁足 42 天，
他突发奇想， 在自己的卧室里开始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旅行模式：
室内旅行。 普通的旅行需要交通、食宿的费用，需要行李，而卧室
之旅让一切简单起来：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件睡衣，和一颗渴求探
知的心。

德·梅伊斯特的旅行既波澜不惊又充满新奇：他锁上门，换上
粉红色和蓝色相间的睡衣裤，以旅人而非主人之眼来注视室内的
一切。他看到了自己的沙发，赞叹它高雅的支脚；他看到了自己的
床，为床单与睡衣颜色搭配之默契而骄傲。 由于心态和角度的变

化，每一幅曾经熟稔的画面都让他感到惊奇，就连他那只叫罗西
尼的狗，他的仆人，都变得与往日不同。

德·梅伊斯特是法国贵族，有足够大的卧室来供他玩味，可是
这并不妨碍我们触类旁通地将该理论扩大化———比如，去你生活
或工作的地方周围来一次旅行，如何？

我曾经在青岛海边的一栋建筑里工作，有一段时间，每天坐
在电脑前让我的腰椎和颈椎大为不适，于是每天吃过午饭，我都
会出去绕着海边走上一圈，这一无心之举竟让我重新发现了这座
城市海岸线之美：赭色的礁石、金黄的沙滩，在临海的一间酒店的
蓄水池里，居然还养着两只懒洋洋的海豹。伟大旅行家亚历山大·
冯·洪堡说过：“我被一种不确定的渴望所激励， 这种渴望就是从
一种令人厌倦的日常生活转向一个奇妙的世界。 ”其实奇妙的世
界并不一定在远方，问题是：我们可曾用心观察过身边的一切？

一周之内见了几对伉俪。
第一对伉俪是朋友， 男生是我的大学同

学，学建筑的，女生是同校同系的小师妹，个
子高高的，脸庞洁净，和他们聊天，忽然很羡
慕他们的生活：画图、参观、旅行。 过年的时
候， 两人一起去了东南亚， 他们先是共游印
度，然后一个去了越南柬埔寨，一个去了泰国
缅甸，分头旅行，结束之后分享彼此的见闻。

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和经历， 聊天永远
不愁没有话题。两人都是家境很好、心胸豁达
的年轻人，眉目间都是活泼上进的神情，现实
的、五斗米的焦虑似乎永远与他们无关。

古人说志趣相投，志是目标，目标和趣味
一致，的确是相处最高的要求。

第二对伉俪是同事。 他们相识是因为曾
在杂志社共事，爱情长跑了几年，终于要结婚
了。 两个人都聪明、恶趣味、毒舌。 他们都只
是北京普通白领， 精神生活的富足远远大于
物质的富余。

聊到结婚的话题，女孩子说，如果你觉得
水到渠成， 结婚与不结婚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的时候，那就结婚吧。如果把结婚当作人生重
大改变的契机，比如开始安稳的标志，或者改
变状态的转折点，那么还是不要结婚的好。

最后见的伉俪，年纪已经不小了。男方是
我心目中觉得最像作家的作家。 一头飘飘洒
洒的白长发，身材高而挺拔，很波西米亚的样
子，说话幽默而温和有礼，举止绅士，又不失
天真。 他的女伴我也很喜欢，大气、正直、敏
锐、犀利。

相约一起吃饭，我先到，正好看到他们手
牵着手一起下楼，心里一暖。 从前约吃饭，他
们吃完也是手拉着手一起坐地铁回去。 这才
有灵魂伴侣的感觉。

他们在一起许多年，一直没有结婚。后来
一晚在拉斯维加斯吃饭，路过一个教堂，彼此
约定如果吃完晚饭教堂还没有关门的话，就
去结婚。 吃完饭，教堂果然没有关门，两人结
为夫妻。

说起来， 我也曾经是个喜欢戳破各种爱
情童话的人： 沈从文会写漂亮的情书也会出
轨；萨特和波伏娃彼此都会写漂亮的情书，彼
此都出轨； 三毛和荷西的生活里也充斥着关
于生存的琐碎争吵……便觉得完美的感情不
存在，让人对现实更容易满足。

后来见了这些伉俪们， 觉得人一生少年
的恋人应该志趣相投，青年的恋人水到渠成，
中年时候，两人都是完整而强大的个体，可又
离不开彼此。有这样三段恋情，人生的情感经
历可真是太饱满了。 而在三段感情能够贯穿
于一个人一生的条件， 是它们不发生在同一
个对象身上。

完美的感情求而不得， 是苛求所有的元
素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象身上。 以善始善终来
判断一段爱情的成败与否， 想想可真是太不
合理了。

伉 俪
□ 蒋方舟

不远处的那条河流

谋 杀 身 边 的 好 人
□ 尼古拉斯·帕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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