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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这句源自《左传》的古人名
言，对于中国人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
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是出现过错了，
对别人是一种劝慰，对自己是些许宽解。
只是我以为，即便是圣贤，也会有过的，
可能比常人少，或不会犯大错，犯致命的
错误。

既然人犯过错难免，就要讲究改了，
怎么个改法？这个说得不够。只说改了就
好，就有些简单化。不简单化，发挥延伸，
待高人出。

明代有个袁了凡先生，写了一本书
《了凡四训》，是他教导自己孩子的家
训，其中有一训专讲改过之法。他说：
“过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动，过安
从生。”认为改过要从心而改，因为过由
心生。所以“学者于好色好名好货好怒
种种诸过，不必逐类寻求；但当一心为
善，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
阳当空，魍魉潜消……”作者举诸种人
生过错，如好色好名好货好怒，你犯一个
改一个，逐一对付，这个就不正确。但得
人有心趋善，胸有正念，何可为何不可
为，自然有个分晓，如太阳当空朗照，邪
念自然就消。所以了凡先生认为:“过由
心造，亦由心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奚
必枝枝而伐，叶叶而摘哉。”如处置一棵
朽树，只断枝摘叶不成，须要伐其根本。
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是要解决“三观”
问题。这是要从根本上改，从根本上避免
犯错。

“苟未能然，须明理以遣之；又未能
然，须随事以禁之。”对待犯错误的人，
这是下等的做法，不得已的做法。你做不
到从心而改，自己不明白犯错了，就告诉
你此中道理，明白道理了就会改，这叫明
一理而改一错。如果连道理都不懂，只好
动外科手术，就是要修理你了，用外力来

进行强制，告诉你这事不能做。今天的举
措就是组织处理，或请你进监狱服刑。这
个过就改得被动，不是善莫大焉了。这些
是从枝叶上改，未涉及根本。但是这类改
错的人，比例上较大些，大约圣贤终究
少。酒色财气，世俗之人，终不可免，过易
出错。不然，今天也不必制定那么多的制
度规定，也不要警察监狱与法院了。

上述这两种改法，是有很大区别的，
人固不可不察。

但是了凡先生还没有完，他想得非
常深透周全。了凡先生提醒前一种人，虽
然这类贤者觉悟很高，根正苗红意志坚
定，但要注意：“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
为失策。执下而昧上，则拙矣。”即便自
己思想上很正，上端的大方向没有问题，
同时也注意下端具体小节，这不算是失
策的事，也就是周全的事。以为自己犯不
了大错，搞什么“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
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大规矩固不能
坏，小规矩也不能破，控制心念须从小节
着手。否则，枝叶朽凋也会坏及根本。反
之，了凡先生又提醒说，平时注意生活小
节，时时警惕犯错误，而不知何为对何为
错，脑袋上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很笨拙
的修身方法，也是容易犯过错的。

若论改过或防过，最好最切实的办
法，是从根本上端正，从小节处入手，或
可有过改过，甚或做到无过。在这个基础
上，我们似乎才可说：过而能改，善莫大
焉。不然的话，笼统说过而能改，就好，让
人有些茫然，会出现过而改，改而又过，
循环不已，这就患了断不了根的毛病。了
凡先生自己就是楷模，在本书里说了很
多修身的心得，讲了不少本末兼修的办
法。虽然他是从修禅行善的角度说的，讲
了不少佛家因果轮回之说，但我以为其
间道理与作为，凡俗之人也是适用的，不
然你可学一学试试？

了凡先生说改过
□吕达余

北京的老舍茶馆，早期是街头摆的
茶摊儿，粗瓷大碗一字排开，过往的客人
掏二文钱丢在桌上，然后捧起茶碗，站在
摊旁扬脖喝下。后来，老舍茶馆进了楼，
八仙桌雕花椅，店小二提着梁壶把开水
冲进小盖碗，桌上还摆放有干鲜果品等
茶点，茶客们从容品茗，闲散地谈着世事
的兴盛沧桑。有时，茶馆里还有说书唱戏
的，后来还放起了音乐唱片，真是往事悠
悠，时光似水流年。

我的家乡在江南的一个小镇上，记
得年少时，家里茶叶喝光了，做手艺的父
亲，病容憔悴，他给我 2 角钱，让我去街
头杂货店买最便宜的茶叶，也称“老干
片”。店主人用荷叶包好茶叶，从高高的
木制柜台上钩头递给我，我接过后一留
烟就跑出小店。那茶叶很劣质，叶片很大
很粗，泡出来的茶也很苦，平时家里人是
不喝的，只有当家里穷得无钱买米了，父
亲才让我去买这种茶叶。父亲从不去买
这种茶叶，他说小孩子去，别人不会笑
话，大人可丢不起这个脸。在我的家乡，
有人家做房子的时候，都用大陶罐泡
“老干片”，做工的人累了，歇下来用大
碗倒一碗，然后大口喝下去，那情景看得
很爽，喝茶的人个个汗流浃背，我惊讶地
想，为什么父亲喝茶时皱着眉头，那些人
却喝得酣畅淋漓？

三十年前的四月天，我在一座大山
里搞林业勘察工作，一整天没吃没喝，傍

晚，我精疲力竭地来到山顶的独户人
家。主人给我泡了一杯新茶，那可是山
林云雾中刚发芽的茶叶尖，我喝了一口
顿时感到茶香浓郁，渗透到我的五脏六
腑，甚至有一股馨香，弥漫着窜进了我
的骨髓深处。那是我喝过的最美味的香
茶，从此再也没有品尝过那茶味、那茶
香，后来想，那天喝茶时的独特感受，是
身体疲极泰来的一种超越与快乐，是如
饥似渴后的轻松与释放。

我四十岁生日，太太送我四套茶
具：玻璃、陶瓷、紫砂和麦饭石的。那天
早饭前，太太用紫砂壶给我泡了龙井
茶，中饭后用麦饭石茶具给我泡了铁观
音，晚饭酒足饭饱，她又用陶瓷茶具泡
了红茶，让我喝了有益消化。那天夜深
人静时，我坐在计算机桌旁，太太用玻
璃茶具给我泡了杯黄山毛峰，我一口喝
后，心情风卷云舒，那茶香的清新雅淡
之味溢上心头，仿佛触及到我心灵柔软
的部分。我无法忘记那幸福的一天，是
太太为我安排了一天的生活，我以恬淡
愉悦的心情品尝了各种茶香，享受夫妻
间的恩爱情深。

许多喝茶的往事想起来是一种享
受，儿时我喝父亲的茶盏，后来太太和
儿子都喝我的茶盏，其实共饮一杯茶不
太讲究卫生，可是其间亲情弥漫开来，
爱在共饮中变得从容淡定，有一种天伦
之乐的幸福与快乐。

茶中往事
□鲍安顺

都说寻春须是先春早，早春带给人
的那份惊喜，确实如一场漫长等待后的
盛宴。冬天太枯寂，早春萌动的生机让人
欢喜鼓舞。到了四月，烟柳满城，虽少了
早春的几许新奇，却美得那么自信和张
扬，有一种慷慨淋漓之美。

春天四月，是慷慨的。大自然把它的
精华毫无保留地奉献了出来，简直是倾其
所有。

慷慨的四月，到处一片葱茏。柳色渐
浓，远远望去，如一块块翠绿的绸缎。一
阵风来，绿绸轻舞，舞姿曼妙婀娜。所有
的树木都约好了似的，铆足了劲生长，撑
起一片片绿荫。极目远处，连山起伏。山
上的松柏苍翠郁郁葱葱，树尖是一层春
天的新绿，闪着光泽。远山迷蒙，黛色朦
胧。“青山”若是四月春山，一定会更有
一番慷慨豪情。

慷慨的四月，花开得灿烂无比。四月
的姹紫嫣红，把春之曲推向高潮。满眼的
深红浅绿，如一幅色彩铺张的水彩画。四
月芳菲，此开彼落，开也开得恣意，落也落
得豪气。杏花、桃花，开成一片片云霞。满
眼的树与花，人如在桃溪柳陌间穿行，诗
意盎然。四月，一切都是盛大的，仿佛一个
王朝的太平盛世，有着青春做伴的豪情。

四月春深深几许？沉醉于满世界的花香
里，不知归路。一路上，还有白玉兰，开得
那么风情万种，仿佛一群白鸽，就要扑啦
啦振翅而飞了，让人不由得注目流连。

慷慨的四月，人也撒了欢。早春的
缩手缩脚早已无影无踪。你看，孩子们
一群群出来了，他们在唱：“小燕子，穿
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
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稚嫩
的童音，让人怦然心动。美丽的春天，在
孩子们的歌谣中，活色生香起来。郊外的
草，也厚成了一块块绿毯。一位年轻的母
亲，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在草地上玩耍。
孩子倒在草地上，竟然顺势打了个滚，不
肯起来了。这么小的孩子，都想全身全心
投入四月的怀抱。如果不是厚厚的草地，
孩子断然不会这样撒欢的。

四月，风暖得像温柔光滑的鸟羽，
空气里的花香如一个甜美的梦，鸟鸣声
宛如错落有致的音符……行走在慷慨
的四月，由衷地感恩大自然的馈赠。

林徽因诗中写到：“我说你是人间
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月风……你是一
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
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慷慨四月，暖暖的爱和希望在蓬勃……

慷慨四月
□马亚伟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然而也是
个令人难以左右的伤痛时节。它让沉默
了一冬的桃梨杏们都妖艳拟出，而它也
让它们在柔软的风里脱离枝头……

梨花和桃杏一样，没有缘由、也不
由自己地在晚春离开了曾经的枝头，
离开了曾经风儿的耳语和登枝鸟儿的
歌喉，归缩到埋葬它的大地……仰成
一桩期盼，用梦的姿态来目浴它自己
种下的那粒青涩果子……

我常常以为，述说晚春时光最有
说服力的就是那些洁白如雪的梨花
了。梨花不但在大自然中站成了一道
独一无二的素白风景，也在人文世界
里成为无法替代的凄美忧伤的象征。

“谁知我花为人开，唯有诗人入
心来。”往往是古今文人骚客们最懂
花语，最能知情花的心声。

梨花开在春季，花色洁白如雪，有
淡淡的清香。它没有艳丽的姿色，也没
有馥郁的芳香，以素淡清雅著称。它开
时犹是白雪压枝，落时如大雪纷飞，它
的一生都是默默无闻的。因而古诗词
中的梨花就多与闺怨、伤春、风雨连在

一起，表现的是对青春逝去的惋惜，对
美好往事的追忆。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
淡风” 这是宋朝晏殊描写的唯美诗
句。但透过唯美的梨花夜景，反透出了
诗人怀念故人的惆怅心境。那时，满院
的梨花开得正好，一树树皆是雪白之
景，如冰雕玉砌而成，在月光之下，小
院里月华如水，温润如玉，一汪月色倾
泻在梨花上，铺洒在你我的身上是多
么梦幻美好。可是梨花、月色……都
在，当年的人呢？

美有时候就是伤感的引信，美丽
的梨花，落英的柳絮，就是给人一种缠
绵悱恻之感的晚春信物。王实甫的
《西厢记》借用晏殊这两句诗，创设出
同样迷离的意境，“月色溶溶夜，花阴
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
景虽好，然人不见，作者只有“几日寂
寥伤酒后，一番萧瑟禁烟中”，这是何
等落寞消沉。

在古诗人浩瀚的梨花诗词中，我
最欣赏的是无名氏的那首《杂诗》名
句：“一树梨花一溪月，不知今夜属何

人？”
此诗是一首怀乡的愁怨诗。我们可

以想象它的意境———故乡的梨花淳朴可
人，没有富贵之姿，但在饱经世事风霜的
作者看来，却有温暖人心的力量。想必此
时，故乡的梨花开满了一树，与之相伴的
还有满溪的月光，梨花与月相遇，多少美
妙的情事都可以生发出来，多少温馨的
回忆被召唤回来！然而，故乡的梨花、月
光、溪水纵然很美，也只能存在于诗人的
想象中了。今夜的家乡依旧是记忆中的
模样，他的美不知属于何人，反正已不属
于“我”。结句点出自己苦涩的心情，表
达对故乡深深的思念。

“一别如斯，落尽梨花月又西。”这
是纳兰《采桑子》的诗句。其意境仍然是
借梨花落英来传达诗人清冷、惊艳、伤怀
的情感。晚春的梨花是要分离枝头的，人
也和梨花一样，就这样分离了。诗人当时
的梨花落了满地，枝上已经没有了残留
的花瓣，回望天边时，月亮正西沉，而人
也离去……纳兰词中梨花是经常出现的
意象，那种清冷、那种惊艳都可以通过梨
花传达。结句以满地梨花和西沉之月营

造出一种清寒的意境，为离情增添了几
分惆怅。这一句似乎脱胎于宋梅尧臣的
“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
老”之句，纳兰于清丽疏淡之处，又增添
了一种月色朦胧之感。月是迷离的，梨花
是惨淡的，情感是凄迷的，或许这就是
“满眼春风百事非”的大春结局吧。

在大自然的晚春里，其实最重要的
一个动静，是生与死的交替。“春花落尽
夏花开，大春没有落幕时。”梨花尽管素
白高洁，一生过不了大自然晚春的那个
坎，可是它却为这个世界孕育出了一枚
枚青青的果实，落英不是落幕，而是用另
一种姿势续写生命的春秋。尽管梨花在
众多文人骚客那里被作为凄美、伤感、乡
愁和幽怨的载体，然而，它却成就了人文
世界里无法替代的一袭美景。

我的家乡人喜爱梨花，并种植了万
亩梨花园景，引得晚春时光与诗情画意
满世界的烁烁其华，我想一定是梨花与
人合二为一的朴素情结，怜爱凄美了这
个世界。

梨花，大自然因有你晚春不晚时，人
文里因有你凄婉而高洁。

诗意梨花写晚春
□宋殿儒

有人说：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对于我而
言，妻子就是一所学校，一所“改造”我不断
成长进步的学校。

我和妻子相识于 1992 年夏天，当时我
在海军航空兵某部服现役，妻子则在铜陵有
色某企业工作，经过一年三个月的书信往
来，我们彼此了解、熟悉、接受了对方。婚后，
我在军队，妻子带着女儿留守铜陵，聚少离
多，直到女儿 5 岁左右，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团聚。以前彼此天各一方，妻子对我可谓鞭
长莫及，相聚之后，妻子以徽州女人的温柔
和执着，从衣食住行等细节入手，对我展开
了全方位、系列化“改造”运动。

妻子籍贯徽州太平县，在城市出生成长，
也许是遗传基因使然，也许是承接了细水长
流、“润物细无声”等徽州文化传统，妻子对我
的“改造”可谓春风化雨不留痕迹。

我出生成长在农村，幸运的是年少时被
父母送进了学堂，认得几个字。人生识字忧
患始。更幸运的是偶尔看过几本书，如《增
广贤文》等。加上长期的军队生活，给我的
人生打下了深深烙印。形成了个人独特的价
值观，如终身学习、自立倔强、克勤克俭等，
这些价值观若存之于心，也没有什么，一旦
行之于世，必然与现实生活发生碰撞，好在
妻子从容大度，且时刻不忘对我 “耳提面
命”。

老实说，我的性格有许多“先天不足”，
比如在穿衣打扮上很是“不拘小节”，甚至
“反潮流”，妻子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常常
到商场为我选购衣服和鞋子，出门前帮我挑
选搭配衣帽等。妻子经常邀请我陪同她逛逛
商场什么的，我一律拒绝，理由是逛商场浪
费时间，不如留在家里看书。近几年，妻子又
痴迷于淘宝网，在淘宝网上看到中意的衣
物，让我为她参考，我的答复是：看不懂，太
费劲；若妻子在淘宝网上为我选购衣物，我
会半真半假的开一句玩笑：又要在家里搞
“时装秀”了。

在吃的方面，妻子用力更勤。我在农村
长大，农民炒菜一是油少，二是盐重，否则干
不了繁重的体力活。与妻子朝夕相处，发现
妻子炒菜，一个是舍得放油，再一个是清淡
少盐，一开始对此我不断“发声抗议”，久
而久之，吃到盐多的菜反而不习惯。以前在
农村读书住校，每个周末背一罐咸菜到校，
一个星期 6 天，餐餐吃咸菜，对咸菜可谓
“情有独钟”，而现在，连早餐也很少见到
咸菜，代之以稀饭、面包、馒头和面条等。我
以前嗜好吃辣，见到什么咸、炒、腌辣椒，立
即食欲大增，甚至多吃一碗饭，妻子惧辣，
因此，我们家很少见到辣椒，我经常感叹：吃
辣椒这一久远的爱好，硬是被妻子生生“剥
夺”。

在对待剩菜剩饭方面，我与妻子往往讲
不到一起。我总觉得“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主张“吃不了兜着走”，剩菜剩饭留下
来下餐再吃，妻子则认为饭菜不宜反复热，主
张饭菜不过夜。认识妻子以前，我吃饭堪称
“风卷残云”，喜欢“速战速决”，在妻子的耐
心劝说和示范下，现在吃饭也学会了“绣花
功夫”，喜欢“细嚼慢咽”了。

2006 年元月，我们家完成了“跨越式
发展”，从蜗住十年的平房搬进了新楼房。
新楼房要有新气象。初搬新房，妻子几乎天
天打扫卫生。经过我耐心细致的 “思想工
作”，近几年，妻子在日日打扫卫生方面有
所松动，改为三日小搞一次，一周大搞一次。
每次打扫卫生，妻子都把我拉进来，不断让
我“接受新任务”，她拖地我就得掸灰，反正
一刻也不让我闲下来。有时妻子出门在外，
突然想起家里某个角落的卫生，马上打电话
给我来个“遥控指挥”。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与妻结婚 20
余年，在妻子不间断的“改造”下，我的变化
可谓“突飞猛进”，从一个“毛病”不少的乡
下“憨人”，渐而演变成半个城市人。

漫长的“改造”
□王征社

文 学 副 刊

外面天空有些阴沉，云里的雨
似下非下。

我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捧着最
新期的周刊，读着木小木的新作，她
是一位凭着随笔散文迅速窜红的作
者。

这时一个女孩推开门，小心翼
翼地向里面张望着，略显拘束地站
在我面前，“请坐”我说。女孩略一
犹疑，坐下了。为了缓解她的紧张情
绪，我一边翻看她的病例，一边同她
聊天。

“为什么想要整容呢？”我问
道。

“我……我想要变漂亮”女孩
弱弱的回答道。

我抬起头，打量着眼前的这个
女孩。五官不算精致，但眼睛很漂
亮，总体上让人看着十分舒服。

“你已经很漂亮了。”我试图劝
说她。

“不，如果我够漂亮，为什么他
不喜欢我。”女孩显得有些忧伤。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
答，心里闪过一丝同情。沉默了很
久，我开口道：“手术我会安排在一
个月以后。”

“这么久!” 她的声音近乎愤
怒，猛地站起来，带倒了她身后的椅
子。我却习以为常，因为每一个来到
这里的女孩都是这个反应。我不带
任何情绪地回答到：“我需要好好
准备手术，你需要好好考虑清楚。”
女孩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站在那
显得有一丝尴尬，沉默了许久，拿起
病例走了出去。

望着她的背影，我想起了高中
时候的木小木，拿着笔，有一种冲
动，想将木小木的故事写下来。只
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短短
的故事，我却写了一个月，不过这些
都是后话了。

“木小木”并不是她的原名，是她的
笔名，也是她在高中时给自己起的
外号。在开学一个月后，木小木迷上
了学校最帅的学长，学校那巴掌大
的地方，两人能遇见是在正常不过
的，但是这些机遇在木小木看来却
变成了他们之间的缘分。一个月的
暗恋后，又在同学们的“鼓舞”下，
木小木做了人生第一件勇敢的
事———告白。“我只喜欢我喜欢的
女孩，对不起。”这就是学长给木小
木的回答。木小木当然没有被打败，
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在一个星期以
后，学长主动发来消息：“你是短头
发啊，女孩子应该留长发才好看
啊。”从那以后木小木的头发就再
也没有剪过了。学长说喜欢蓝色，木
小木的桌上，书包上就都是蓝色。木
小木的努力没有白费，学长换了一
个女朋友，不过不是她罢了。那段时
间，木小木变得很沉默，总是盯着外
面的天空发呆。

我放下笔，看一眼电脑上的日
期，没想到，短短的几百个字，我写
了半个月。可能因为工作太忙，又或
者“木小木”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吧。
午休时，我接到一通电话，是那个女
孩打来的“有人和我告白了，不知
道为什么，我很想告诉你。”即使隔
着电话，我也仿佛能看到女孩羞涩
的笑脸。

“那你还来整容吗？”我随口问
道。

长久的沉默后：“……来。”
我挂掉电话，拿出稿纸，继续着

那篇未完的故事。
每天都有新的面孔陪在学长身

边，这让木小木很绝望。她开始怀疑
自己，开始在意自己的穿着，经常盯
着镜子发呆，眼里的悲伤仿佛能将
自己淹没。

一年后，学长走了，木小木盯着

来来往往的人群，有一种从未有过的
空旷感，朋友告诉她：“心空了，哪里
还会满呢。”新一轮的月考成绩如约
而至，临近倒数的排名已经是第三次
了。久居第一考场的木小木有了挫败
感，朋友的劝说，老师的警告，父母失
望的眼神像一幅抽象画，被杂糅在一
起，清晰地呈现她的眼前。

错了，都错了，木小木知道自己
做错了多少，又失去了多少，望着玻
璃中的自己，刚来学校的时候是什么
样的，一个一身运动装，一头短发，对
未来充满憧憬的女孩从记忆的灰尘
中钻了出来。以前的日子虽然无聊，
但和同学们一起奋斗的感觉却很幸
福。望着窗外滴滴答答的雨，朦胧中
有一个身影，穿着一身运动装，一头
短发，那是内心深处的自己，那是真
正的自己啊。雨停了，天晴了，木小木
的心终于明朗了。

一个月后，女孩如约来了。
“我不整了。”
“为什么？”我微笑的看着她。
“这样卑微的我，自己都不喜欢，

别人有怎么会喜欢呢。”
余下的时间，我同她说了木小木

的故事，不知过了多久，她同我告别，
女孩接过我手上的病例，起身离开，在
开门前，她看到病例上的字：成长，就
是与不完美的自己较量。我看见她的
身影顿了一下，随后转过身，对着我微
微鞠躬说了一句：“谢谢。”

我抽出一旁的稿纸，心想，是时候
结尾了。

“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蝼蚁，穿过
黑暗，也算顶天立地了。”

你用了大把时光彷徨，一个瞬间
成长。———致平凡中学会成长的女
孩。署名，木小木。

放下笔，抬眼望向天空，一切的一
切都伴随着回忆，化作一声长叹。人们
常说的五味杂陈便是如此吧。

大把时光彷徨，一个瞬间成长
□孙欣林

桃花依旧笑春风 苗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