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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需要和自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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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守仁

故乡的芦苇 请你听我说

我离开崇明岛已有六十七年了。

长期生活在城市水泥丛林里，我一直

像俄罗斯人赞美白桦树、荷兰人欣赏

郁金香那样，热爱、思念着故宅小河边

那茂密、茁壮、碧绿的芦苇丛。

在童年，当光秃秃的河沿上、清粼

粼的水边，一支支紫红的苇锥子——

芦芽，拱出黑泥地面的时候，我的欢欣

就随着一片片嫩苇叶同时生长。到了

金黄的油菜花开放之际，芦苇挺秀耸

翠，点缀了家乡的风景。这时我折下

青嫩的芦杆，做一支芦笛，坐在小河边

柳树枝杈上，吹出呜呜的笛音，给飞舞

在蚕豆花丛里的粉蝶伴奏。或者遥望

远方，一道芦苇屏障后面，几篷白帆缓

缓移动，像是贴着水面低飞的云。于

是，我童稚的内心，插上幻想的翅膀，

向着云帆追逐而去。

夏天，我偷偷到小河里洗澡、游泳，

钻到茂密的芦苇丛里，让细长的苇叶轻

拂我的脊梁，逮青蛙，摸鲫鱼，捕捉点水

的蜻蜓。你那清凉的碧荫，实在是我幽

静的乐园。渴了，就吃那洁白如玉的芦

根。那闪着洁白光泽、淡泊微甘的芦

根，吃起来比甘蔗还爽呢。在蚊阵嗡

嗡、焚点艾蒿的夜晚，家乡人常常提盏

挡风灯，沿河走去，捕捉那在苇丛里窸

窸窣窣声响、惊慌逃窜的蟛蜞。

秋天芦花放白的时候，我和伙伴

们常常爬到苇丛簇拥的乌桕树上，折

枝捋下那白珍珠似的乌桕籽儿。把乌

桕籽儿卖给庙镇街上的中药店，就可

以买回我们急需的练习簿、橡皮和铅

笔。然后到庙镇小学里听弹风琴的女

音乐老师教我们唱《芦花白，芦花美》

的歌：“芦花白，芦花美，芦花开放秋风

吹。秋风吹，雁南归。雁南归，冬相随

……”聆听美丽女教师的美妙歌声，是

我上小学时最大的娱乐。而当初冬到

来的时候，我和小朋友们把干枯的芦

花收集起来，请邻居老爷爷给我们编

织毛绒绒的、形如刺猬的芦花靴。穿

上暖融融的芦花靴，就可度过滴水成

冰的寒冬，脚趾头、脚后跟就可免受冻

疮之苦。现在回想，从春到冬，你给我

们的生活带来那么多的实惠。

芦苇浑身是宝。你的嫩叶富含蛋

白质和糖分，可做饲料。叶子长得修

长以后，可包粽子。苇杆可编席子、织

鱼篓、打帘子，苇帘插在菜田周围可作

阻挡家禽的栅栏。芦柴更是农家灶膛

里上等的燃料。芦根性寒、味甘，可做

清热解毒的中药。芦苇纤维含量高，

更是造纸的优质原料。

待我在外地长大成熟，有了较多

阅历之后，我变得更爱普普通通的芦

苇了。经过比较，我觉得你平凡质朴、

虚心正直；出淤泥而不染，处泽畔以护

岸；生性淡泊，自谦自让，随遇而安，默

默奉献。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东邻日

本有一位名叫德富健次郎（1868-

1927）的作家，比我更爱芦苇，尤其是

芦花。他竟以芦花自比，取了个他唯

一的笔名——德富芦花，终身使用，名

闻世界。由此可见，凡品性朴素、永不

炫耀之物，中外皆爱。

八年前，我的慈母张汪氏以 101

岁高龄辞世。她老人家所以长寿，一

是她终身勤劳，二是因为崇明生存环

境美好。我回崇奔丧，发现家乡大变：

河道如网，马路宽阔，从前盖着草棚的

地方，砌起了一幢幢二层楼房；新建了

公园，疏浚了池塘湖泊。1950年初，

当我离开崇明时，岛上人口仅有三十

多万。据说现已增至七十万。崇明岛

的面积，更由于东滩涨地，年年扩大。

办完丧事，我东去陈家镇，又往前乘车

走了几十里，才到达年年增大面积的

东滩湿地。站在高处，极目远眺，面前

是茫茫苍苍、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初

夏的风，从密集的苇叶梢上掠过，掀起

波涛般的绿浪，一直滚涌到天的尽

头。这禾本植物，成千成万成亿株长

在一起，绵延百里，孕育成一股浩瀚壮

阔的气势，形成一大块被国际有关组

织于2002年编定为1144号的重要自

然保护区——崇明东滩湿地。

一条潮汐冲刷出来的水沟，把浓密

如墙的苇丛分开，弯弯曲曲通向我脚

下。沿着潮沟，一条奔跑的水牛拉动

的、木板向上翘起的爬犁，贴着浅滩，飞

溅着水花，由远而近。抵岸时我看见爬

犁上站着一个身穿雨衣、脚套长筒靴的

渔人，手里拎着满满一篓小鱼小虾——

我想它们可能就是百万洲际迁徙候鸟，

路过这里休息时爱吃的美餐。

考察崇明建岛史，芦苇功莫大焉。

崇明岛是唐高祖武德元年即618年（那

年江都兵变，隋炀帝被叛军缢杀），由江

中夹带的大量泥沙长期淤积在长江口

而形成，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

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即唐女

皇武则天被迫退位、“驾崩”那年，始设

崇明镇。至明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

年），永乐帝朱棣北征鞑靼、大获全胜之

际，开始建县制。后至1644年，明世宗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部攻进北京，崇

祯帝吊死于故宫后景山那年，这里已形

成长约150里、宽约30里、中国最大的

河口冲积岛。积以漫长岁月，岛上长满

了芦苇、树木、野草；溪河里游动着鱼

虾、鳗鲡，爬行着螃蟹、蛸蜞。于是江

南、江北两岸渔民早在千年前就驾舟迁

居到岛上生活。他们就地取材，割下芦

苇盖起简陋的棚屋；用苇杆编成鱼篓，

捕捉鱼虾、螃蟹；细心剖劈成片，编成可

供睡眠的席子；还用干枯的芦柴作为锅

中煮食、寒夜烤火的燃料。故乡的芦

苇，对于那些筚路蓝缕、千辛万苦垦荒

建岛的先民来说，他们一日也离不开你

啊！

崇明岛的地形，酷似一条碧水上

伏波游动的桑蚕。由于每年都在涨

地，仿佛这条大桑蚕欲挣脱长江口，向

汪洋无边的东海蠕动、蠕动、蠕动……

我这辈子已走遍了世上数十个国

家，迄今没有发现比崇明这块东海瀛洲

更美的地方。即使是纽约郊区的长岛

（LongIsland）、加拿大西边的温哥华岛

（VancouverIsland），也不能和你崇明

生态岛媲美。我生于斯、长于斯，往后

还将和祖父母、父母亲一起长眠于斯，

长眠于这鸟语花香、苇绿鱼翔的桑梓宝

地，此乃上苍特赐予我的大幸。

故乡的芦苇，你是我童年亲密的

伴侣！请你听我说，我这辈子虽以写

作为业，但请原谅我没有足够丰富的

词汇，来描绘你的大美……

笔走心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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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心理学家罗伊?马丁纳在《改

变，从心开始》一书中提出，快乐有三个

层次：竞争式的快乐、条件式的快乐和

无条件的快乐。竞争式的快乐，就是我

一定得比你强，这样才快乐，否则就痛

苦。条件式的快乐，去除掉了竞争的成

分，是很客观的快乐。你要一个条件，

只要这个条件得以满足，你就会很快

乐。无条件的快乐，马丁纳称之为“至

乐”，处于这一层面的人，不需要外界的

任何条件，就能感觉到快乐与祥和。

我们不妨自我比对，平日所得的

快乐处于哪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竞争式的快乐，把快乐

建立在超越他人之上，快乐的来源过于

单一，一己的欢喜被他人左右，一旦碰

到超越不了的人、完成不了的事，恐怕

就很难开解自己。特别是当你一直很

优秀，从来都是过关斩将一路领先时，

一夕之间遭遇失败，从此一挫不起、对

自己彻底否定失去信心的可能性就更

大。而且太想达到某个目的，往往容易

忽略他人，影响自身的人际和谐。

《拆掉思维里的墙》一书也给出了

异曲同工的观点：每个人身上都有两

套系统，社会系统负责满足外界要求，

换回生活需要，自我系统负责满足内

心需求，把这些东西转换为我们心灵

需要的价值，让我们快乐。社会的你

其实不喜欢成功，你喜欢的是比别人

成功。而自我的你其实也不喜欢成

功，你喜欢的是成功的过程与希望。

因为有了这个意识，我逐渐养成一

个习惯——随时审视自己。不论内心

特别高兴，还是涌出不舒服的感觉，我

都会检视自己是不是和别人作了比较，

是不是我的社会系统高于了自我系

统。一旦社会系统占据上风，我会及时

调整天平的砝码，让自我系统重占优

势。这种重新把注意力回归内心的做

法，让我尽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仅以

达到自我标准作为最高准则，毕竟真正

值得高兴的是我觉得我够好。

所以总体来看，我更偏好于条件

式的快乐。我无法忍受生活没有目

标，因而不停给自己找事做，而每达成

一个目标，不管是看完一本书，听完一

个讲座，打扫完一个房间，还是做完一

件我不情愿的事，都能让我收获满足

感。这里的条件，既可以限于能力之

内，在琐常小事中积累自信，也可以略

超能力之外，在适度挑战中超越自

己。这样的过程，强化了对自我的肯

定，也明确了自我的价值感。

一次去广州，在“长爱咖啡”小憩，

我选了一张明信片送给自己。其中一

句这样写：记住，永远优于过去的自

己！我希望我的内心永远葆有这样的

意识，只和自己比，拥有自己快乐的绝

对主动权。

可惜的是，真正拥有自己快乐主

权的人并不多。曾经，当我们还是孩

子，没被世俗观念浸染，没有社会化的

时候，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比

较。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吃到什

么，玩到什么，我们都能轻易快乐。直

到被周围的比较文化渗透浸润，烦恼

便油然而生，快乐也渐行渐远。好在

年岁渐长，智慧总算有所增加，我们开

始意识到活在别人的标签里实无必

要，也就渐渐回归本心，只做自己想做

的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正如华语世界首席身心灵作家张

德芬所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

你自己。说到底，我们活着，不仅仅是

为了证明比别人优秀，我们活着，更是

为了肯定自己的价值。我们的对手只

有自己，肯定自己，超越自己，从而成为

更好的自己。唯有这样，我们才会活在

平和满足的情绪里，找到心灵的安宁。

纵然离无条件的快乐距离尚远，

最起码我们已经领悟到，人生短暂，福

祸相依，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以平常

心相对，悦纳自己的一切体验，放下我

执，感恩随喜，内心才会自在清凉。

徐平《紫气东来》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

万物复苏的种种迹象里，其

实首先是承载万物的大地包括河

流、海洋松懈起来了。这泥土，一

片一片开始透气了，还自己会放

松。农民翻地，让一块块泥翻过

身来再用钉耙的头敲下去，“蓬”

一声，泥土就粉碎了。河流或者

海洋里起的水波，是水松弛的表

情。回想当时水面结了冰，脸面

板板的。大地间，许多种树木一

旦入冬，就几乎成为干枯，后来也

有嫩芽或者花苞在北风里孕育，

但是都以最大的谨慎收敛自身，

紧密得只是坚硬的星星点点。春

天来了，嫩芽就松散开来了，而不

少的花苞如桃树、李树和白玉兰、

广玉兰的花苞，都会赶在嫩芽之

前，先宽松起来，先舒展开来。到

各色的花草树木、各种的地面植

物一齐地蓬勃起来的时候，就是

春色烂漫了。春景里，我父亲还

说，一旦交春，第二天鸟叫声就会

自然热闹起来。我想，百鸟啼鸣，

是各色的鸟儿也开花了。

花儿在松散中开放，嫩芽在

柔软中展开，河水在轻快中流动，

鸟儿在自在中鸣叫……不敛、不

紧、不实，甚至还有慵懒、散漫、随

和，那才是春天。

松软中开花

那

时

我

们

上

小

学

现在的小学门

口，每到早晨上学

时分或旁晚放学时

段，总挤满了前来

接送孩子的家长。

看着孩子们背着漂

亮的书包，或坐在

家长的电瓶车上，

或坐在自家的小汽

车内，兴高采烈地

进校、离校时，心下

总会羡慕不已。

记 得 小 时 候

我们上学，能背书

包的同学极少极

少。大多数的男

女同学只能用一只竹篮代替，里面放

上书本，放上用申报纸钉的簿子，手

挽着去上学。家里的大人忙于谋生

计，自然无法接送孩子。于是相邻的

几户人家的小孩，会互邀着一起行

走，以便相互间有个照顾。天气好的

时候问题倒也不大，一遇到下雨，就

苦了乡下的孩子。那时节，农户家中

雨伞可是稀罕之物，家境好一点的，

还备有一二顶棕或茅草编的蓑衣。

一般人家雨天外出时，就只能将麻袋

对叠成尖顶状，披着出行。这样行走

空身还可，若挽着篮子则断然难挡风

雨。那时还未有塑料纸，只能拿厚布

遮盖篮中的书本。记得有一次，雨下

得实在太大，一位女同学到校时雨水

早已将她的书本全部洇湿，揭也揭不

开，害得她在教室里大哭了一场。因

此离校远的同学下雨天只能停学在

家。路远的同学在天气好时上学，中

午也不回家，得带饭。因为根本买不

起饭盒，所带的饭只能用一只土布缝

制的小袋来装，叫饭袋。菜大多是咸

菜，和饭放在一起。学校里会免费为

大家蒸饭。也有调皮的学生，大概在

家中没有吃饱，一走到学校，就把所

带的饭吃了个精光，自然中午又只好

饿肚皮了。

那时小学生不但没有书包，甚至

也没有文具盒。铅笔也好，橡皮也好，

小木尺也好，通通装在用土布做的笔

袋内。平时写字也很少用纸张，一毛

多钱一张的白报纸买不起，就只能在

石板上练习。说起来，也许大多数人

都已对它淡忘。这是一块像现在8开

杂志那么大小的黑色石片，四周用木

框套着，店里有卖，一毛多钱一块。写

字时，在上面用细细的石膏条（我们把

它叫石笔）描画。写满后，可用布擦掉

再写。这石板虽然能节省下买纸的

钱，但也不经磕碰，容易破碎。班里有

一位姓陈的同学特别好动，一次不小

心把自己的石板碰碎后，因为家中无

钱给他买新的，整整一个学期只能在

跌坏的小石片上写字。直到第二学

期，老师实在看不下去，出钱给他买了

一块新的才完事。

讲到那时，我们还上劳作课，实际

上就是手工课。当然，上这课时老师

根本不会给我们发什么手工材料，而

是要求我们自带东西。于是，家中的

火柴盒，沟边的青芦苇，竹园里的小竹

梢，香烟壳内的锡纸，甚至青蚕豆粒、

豌豆粒都成了我们做手工的材料。我

们用它们做写字台，做小火轮，做口

哨，做小车子，做小人儿……真是名目

繁多，花样百出。做好后，还被拿去参

加手工展览。要是能得个什么奖，一

定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忙着把喜讯告

诉家里人。

想想那时，我们上学的条件肯定

没有现在这样好，环境没有这样优良，

但是，我们没有做不完的家庭作业，没

有不感兴趣的兴趣班，没有这个那个

的比赛……

如果现在有人要让我做一下选择

的话，没准，我还是喜欢那个年代的小

学。

曾放 篆刻作品《诸事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