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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走进心灵花园

责编：徐婉青

明日请
看《凡夫凡
妇 保 鲜 秘
方》。

前一段日子上海的高
频词是什么，米面油是也，
蔬菜水果肉蛋牛奶是也，
可乐饮料巧克力麦芬什么
的非基本生活类堪称奢
侈。最低频最不被
人待见的肯定是断
舍离，它曾经风靡
一时，大家纷纷在
说要学会扔东西，
却如今各种资粮都是好
的。临期食品，怎么了，
吃；角角落落翻出的巧克
力饼干，宝货啊；扔在冷冻
屉不受待见的红糖糕，让
人心里一稳；不吃绿叶菜
的，哪里还会浪费；不吃这
不吃那的，现在都吃了；团
购望穿千眼，还挑三拣
四？不买菜的，必须关心
粮食蔬菜和肉蛋；大吃大
喝惯的，也要学会省吃俭
用，留有余地……当然，还
是慢慢好起来了，面包有
了，物资丰富了，喜欢的可
乐咖啡巧克力都有了。
所居小区三月九日就

开始封封解解，所以早就
能网购就网购，冰箱不大，
至少够塞，赶在快递停滞
前还买了点肉松饼干山药
粉等小食，心里不慌，并不
会去抢菜，后来就参加小
区团购，不等不靠，也算自
给自足。说起来平时略有
点小囤货癖，食物一般买
双份，若有合宜的东西优
惠时那也不妨再多几件，
还可以分享亲朋。四月初
某日戴好口罩，将抽屉柜
子纸箱各个角落都细细翻
检了一遍，发现冰箱储存
外，尚有黑豆黑芝麻粉若
干，红豆花生粉若干，山药
粉压缩饼干红枣若干，罐
头若干，黑木耳笋干若干，
将之分门别类归拢，药品
诸种也清点整理，茶叶虽
然不顶饥，不过也可以去
烦，这么清理整理了一番，
心里颇有收获感。
四月中旬时民进复旦

支部的Y老师来电寒暄，

我说我这边生活物资有
的，平时有些小囤货，一时
半会不会弹尽粮绝，你自
己也有吧。他说平时不太
舍得扔东西，所以现在看

看倒还好。交流下来，都
是60后人，那么也都是经
历过拮据年代的人，感同
身受那个年代的匮乏。彼
时什么都要凭票供应，半
两粮票亦珍宝。清晨四五
点钟起来跟着外婆去菜场
排队买豆制品，要买点热
气肉还得赶早，一
人无法分身呢得用
砖头代替排队，好
在大家都是彼此彼
此，不会斥你插
队。夏天菜场进货新鲜蔬
菜，消息像风一般传遍老
街，下午一个个拎着竹篮
头朝菜场紧走，番茄黄
瓜，卖完就完了，那真是
抢菜，毕竟下一波何时来
只有天知道。吃根油条
要克制，最后能留下一小
截，弄点酱油开水煮一
煮，撒点葱花，可作一汤
佐餐。这样的成长年代，
大概骨子里会刻录危机
基因，哪怕非自己积极主
动印刻。
接下来，经历了改革

开放，经历1990年代初商
品经济大潮、下海潮、股票
认购证，再有商品房、消费
社会、911、世界局部地区
的战争、金融危机、洪灾地
震、信息社会、AI时代、
SARS，新冠，在时代发展
变化的轰隆隆中，读书工
作生活观察，内心深处似
乎并没有因为生活的稳
定，年龄的增长而获得充
分的安全感。个人可以确
定的是，不确定是确定的，
无常是常态。普通人把握
不了大势，稍稍储备一些

物资还是可以的，当然也
不必杯弓蛇影，自己吓自
己，有个心理准备总归不
会错，毕竟天地不仁以万
物为刍狗。

团购群里看对
话，感觉不少是年
轻人，他们开始想
念螺蛳粉，想念可
乐饮料蛋糕，要吃

辣条炸鸡，宝妈则紧张着
平日小孩子习惯的吃食
告罄，换口味小儿不接
受，猜测乃85后或90后
们居多。不同年龄段对
必需品的理解不同啊，毕
竟都智能手机年代了，除
了米面油胡萝卜洋葱卷心

菜，蓝莓可乐蛋糕
为什么就不能买
呢。毕竟他们没有
经历过拮据紧缺的
年代。两代人的观

念在封控特殊时期产生冲
突也不足为怪。
并不因此而不赞成断

舍离了，封控积累起来的
经验大概也使人更能甄别

何种需留，哪样当断离了
吧。比如不断换新产品的
瘾是否需断，远超出自己
购买力的消费行为是否自
省，等。除了物质，某些不
相谋之人，某些需要厘清
的观念也要离，或者过往

对某个区域某种情形过多
的期待，甚或某种乌托邦
式的想象等,皆需细细思
考。学习与省悟和物资一
样，需要累积囤货，皆为闭
居或解封之后生活状态的
必需品。

龚 静

断舍离与囤货

近事，一件逸事……
《郑逸梅遗印集》在2019年上海书展期间，由上海

书店出版社出版，在书展的首日、首场举办了签售活
动。当日签售数额名列前茅。
此书笔者历时三年时间编辑，书内的印章基本为先

祖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的自用印；里面不
乏诸多大家篆刻如：邓散木、陈巨来、钱君匋、高式熊、张
寒月、陈茗屋、徐云叔、陆康、刘一闻等诸多印坛巨擘。
当时由百又三岁的文史诗词大家，周退密老先生

题写书名，并再题写内页，八位当今一流名家相继题写
内页。有高式熊、韩天衡、陈茗屋、童衍方、吴子建、徐
云叔、陆康、刘一闻诸先生，这也是一件印坛盛事。
《遗印集》比较特别之处是，有几位名

头显赫的隐士，如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先生之子马太龙先生的刻印，湖南篆刻家
谢梅奴先生，他曾为毛泽东主席刻过二方
印章，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另有数方印
文也有趣生动如：邓散木先生刻“旧闻记
者”，马太龙先生刻的“逸梅恶札”，陈茗屋
先生刻“秋芷室”（喻臭知识），张寒月先生
刻“三千弟子半红妆”“长寿养和村长”（曾
居住在养和村1号）等等。
特别是“长寿养和村长”有二位篆刻

家治印，一是傅其伦，浙江桐乡人士，西
泠印社社员，嘉兴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
席，有多种书籍出版，如《傅其伦作品集》
《傅其伦印存》等；另一位是柳璋字北野，
四明人，曾问业于朱大可、胡朴安、胡寄尘诸宿老，从事
律师职业，任上海半江诗社社长。特别是柳北野的边
款有三个印面长题，叙述治印因缘。此印文内容在“文
革”时期也遭“小将”们的斥责，谓村长就是坏人！可笑
得“有理说不清”。
先祖的收藏一以贯之以掌故为上，遗存的六七十

方印章内，蕴含着不少的掌故事例。如朱大可先生赠
送的印章“人在梅花中”。先祖名逸梅，斋名“纸张铜瓶
室”也是蕴含一个“梅字”，恰巧我初习画也以画梅花为
主，大可公赠送此印章有多层意蕴，此印时常会盖在先
祖或者是我的画面上。
朱大可，名讳奇，字大可。曾与施济群、陆澹盫等

创办《金刚钻报》，三四十年代在多个报社就职，著作多
种，有《古籀蒙求》《新注唐诗三百首》《莲垞古文字考释
集》等有关书籍，早年习字学书，因此一手唐楷小字夺
目耀眼。曾给笔者书写自撰四色梅花诗词手卷，字迹
雍容华贵、厚润清脱。
“人澹如菊”此印也是藉以先祖的一段逸事掌故。徐

云叔先生曾给先祖治印“梅魂菊影”，先祖他本姓鞠……
后嗣到外祖父郑家，先名际云，后改为逸梅，南社名宿高
吹万曾书联“人澹如菊、品逸于梅”。因此“人澹如菊”也
是先祖酷爱的闲章，我亦然。而且使用的频率，基本都
是笔者居多，先祖曾戏谑和友朋言：“鸠占鹊巢”……
《遗印集》内的印章虽不满百枚，但是治印之士和印

文内容，均有许多逸事掌故可以发掘。先祖一生写作多
多，其内容主要涉及人物、报界、新闻、杂志、教育。友朋
们更是来自多个领域；如还有园艺界、医学界，梨园等等，
因此会产生以高龄八十六至九十八岁期间能出版著作二
十七本（套）之多！也是当今文坛的一件逸事吧……
出于先祖的声望，《遗印集》去年出版后，很受读者

欢迎。读者已经习惯于他的文字，他的掌故及逸事，
《遗印集》是他著作的另一个门类，颇能引起“逸迷”们
的喜爱。笔者与先祖相隔一个甲子，因此封面是吾绘
制了清新淡雅的山水画，并着手编辑了此书籍，成了名
义上“祖孙合集”。承蒙上海书店副总编杨柏伟先生青
睐，得以在雅社出版。
最后，笔者欣慰的是，《遗印集》的出版，有可能是

对于篆刻界另一种的补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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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少男不善钟情，谁家
少女不善怀春”。青春期是成
长阶段的第二次重大飞跃，生
理上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心
理上也产生了强烈的化学效
应。伴随性别意识的觉醒，强
烈的好奇心使少男少女们迫切
地想要了解异性和自己的差
别。对于这种青春期的悸动，
父母的第一反应大多是惊慌失
措，如临大敌。
我在做心理咨询时，经常

会遇到家长的求助：孩子和某
位异性走得特别近，经常网聊，
应该如何制止？孩子最近茶饭
不思，注意力经常分散，会不会
暗恋什么人？家长来电的内容
五花八门，对“早恋”的认知却

高度一致，都把它视作影响孩
子学习成绩，危害孩子身心健
康的洪水猛兽。对于家长的来
电，我一般给到如下建议。
首先，恋爱没有“早”和

“晚”之分，早恋
的关键不在于
孩子是交往男
朋友或者女朋
友，而是孩子交
往的是什么样的朋友。青春期
异性之间良性的交往能成为孩
子前进的动力，激发孩子的潜
能，孩子有时也是通过这种交
往方式探索成人世界神秘未知
的领域。有些家长会把孩子之
间普通的交往视作早恋的“苗
头”，对之严防死守，围追堵截，

结果引起孩子的叛逆心理，弄
假成真，把原本单纯的友情催
化成爱情。因此，孩子和异性
之间正常的交往父母完全没有
必要过多干涉。

其次，原生家庭对孩子性
格的影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亲子关系的和谐程度决定
了孩子的恋爱观。根据调查，
早恋的孩子基本都有一个问题
家庭，比如父母离异，亲子分离
等。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如果
没有得到父母足够的关心和爱

护，在感情上会感到饥渴，希望
有人能分享自己的快乐，分担
自己的心事。这种愿望如果在
父母身上一直得不到满足，只
能转向周围的同学。很多时候

孩子的所谓恋
爱与其说是早
恋，不如说是一
种移情，把对父
母的情感需求

转移到某个异性身上。
这种情况下，爸爸妈妈要

努力营造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
让孩子充分感受到父母对她的关
心和爱护。每天抽出时间和孩子
聊天，交流一下彼此在工作和学
习中遇到的困惑和发生的趣事，
及时了解孩子的想法。和孩子分

享自己青春期的小秘密，拉近和
孩子的距离。鼓励孩子多交往不
同的朋友，转移注意力，冲淡孩子
对某个异性的过分依恋。
最后，著名教育家马卡连

柯指出：“恋爱是不能禁止
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
洛也把情感需求视作人的基本
需求。对于青春期的悸动，堵
截不如疏导。爸爸妈妈与其对
于“早恋”穷追猛打，不如帮助
孩子揭开“早恋”的神秘面纱，
让青春只有美丽，不留遗憾。

杜卓树

“恋爱是不能禁止的”

锦州北镇医巫闾山盛
产安梨、鸭梨、葡萄等。每
年四五月，道路两旁、满山
遍野的梨花迎着春风绽放，
白色的花瓣空中飞舞，如雪
之扬，如雪之覆，当地的人
们把这景观称之
为“香雪海”。
一提“香雪

海”，华东长三角
区域的人就会想
起苏州光福邓尉山的“香雪
海”。三九严寒时节，那里
的白梅开了，一片白茫，十
里幽香；同样也是满山遍
野，如雪铺满山坡，如海涌
动起伏。南方人不太知道
辽宁北镇的医巫闾山，也不
知道这里把梨花也称之为
“香雪海”，或许九州大地还
有更多的“香雪海”。中国
人喜欢带有诗性的名字，白
色谓之“香雪海”，黄色称作
“黄金甲”，紫色常唤“梦幻
之旅”等等。连外文翻译也
是如此，徐志摩把意大利城
市佛罗伦萨，翻译成富有诗
意的名词“翡冷翠”。
梨花和白梅都是白色

的，视觉上如雪，雪有一种
诗意，让人有洁白，清雅的
享受；梨花则是在白花中渗
出绿芽，近看一枝两枝不见
绿意，然满山遍野的连片接
踵，便呈现一片白色，且朦
胧中带出的冷冷粉色，其色
彩、色度不常多见；其色泽、
色调优雅无比。那种感觉

只能意会，而无法言传。
北镇为梨花的盛开，

设立了一个“梨花节”；在
医巫闾山麓、梨花大道的
两旁举行一周的节日活
动。是日，人们盛装出行，

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人群
络绎、摩肩接踵；道路两边
设有摊位，有卖小吃食品、
玩具；有卖饮料、纪念品，
如同集市、庙会热闹非
凡。梨花树下的笑声、叫
喊声、小车的喇叭声、摊前
的吆卖声混杂在一起，犹如
一场交响乐，和着眼前那片
白晃晃的色彩，可
谓有声有色。大家
聚在一起，有对着
梨花自拍的、有三
五好友摆拍的、还
有一家老小合家拍的。
近看梨花，枝干虬旋

向四周盘去，在自然中形成
聚散，疏密有致，自成章法；
花朵密集，一团团在树上，
大则结密相间。小则宽绰
有余。梨花依梨树高低而
定花朵的大小，树大花朵
大，个大如棉花，朵朵怒放
似云飘来；花小如樱花、李
花，花芯粉色，似姑娘之粉
黛。有的老树盘根错节，
经历了三百多年的花开花
谢，几百年的风雨，浸淫了
沧桑岁月，见证了历史。
若夫雨露滋润，梨花开、瓣
剔透、露珠挂、杆枚润、花
欲滴、春带雨，大有贵妃醉

酒之意境。梨花远望，便成
一派气势，北方的土地广
阔，自带气势，加上那一片
白色梨花，更是势上加势；
北方山上植被返绿较晚，梨
花开时，山坡簇簇绿意朦

胧；山体初醒，冰
雪融化后的土地
带有清新柔情，
少了些许生猛，
与之梨花的粉白

产生了一个十分协调、极为
高雅的“灰调子”。
梨花是大自然赐予的

视觉大餐。走过北镇，梨
花伴着我们享受春天，焕
发青春，大快朵颐；花亦是
美的使者，梨花树下舞动
水袖，充满生活乐趣。人
类似乎永远有花相伴，花

永远愉悦人类。四
季繁花，花不败；青
春长驻，美常在。
世界上很多地

方有成片的花、
草。比如贵州毕节的百里
杜鹃，那些高山上的花朵
有各种颜色，且花期长，怒
放时幽香四溢，在几里外就
能闻到；法国南部普鲁旺斯
的薰衣草，吸引了全世界的
人前来观赏，那一片片紫色
朴素无华并不张扬，散发着
浓浓的浪漫；苏州光福的
白梅、红梅应时绽放，花朵
似雪飘落而成花海，暗香
幽远。还有婺源的油菜
花，从山上望下，梯田种植
的油菜花高低起伏，层层
叠现，时而在冷艳的柠檬黄
色中夹杂一二方映出天光
的水田，别有一番韵味。除
了那些花草可以观赏以外，

还有各种各样的花伴随我
们过节，在洛阳、荷泽有牡
丹节，上海顾村公园有樱花
节、南汇桃花节，当然还有
北镇医巫闾山的梨花节。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

设“节”？是纪念天地间的
难以忘怀，是颂扬和平、是
欢庆；是迎接春天，是团圆
赏月，是赏花享受美意……
或许它们都是，我以为，所
有的节日都是人生的意义。

黄阿忠

医巫闾山香雪海

近几日，头脑中一直转着四个字：
着力即差。我忖出一个比喻，或可作方
便之门。这个比喻就是失眠。已上了
床，却睡不着，那么努力去睡吗？越想
睡着，越是睡不着！着力不得。
公元1101年7月28日，常州，苏东坡

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弥留之际，有两个人
和苏对话。一人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
方。”意思是，老兄呀，这下可真没办法了，
此时，你可得心心念着西方极乐世界。
苏东坡喃喃细语：“西方不无，但个里

着力不得。”意思是，我晓得的呀，西方不
是没有，我也想去，但这个事不能使力！
另一人贴着苏东坡的耳朵，大声说：

“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意思
是，先生呀，你一生追求，随缘礼佛，向往
西方，最后时刻，更应该加油使劲的呀！

无力的苏东坡，于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了四个字。这
便是“着力即差”。于是，世
间留下了苏东坡的八字真
言：西方不无，着力即差。

1949年，坐了三年牢
的周作人被放了出来。放
出来，于人生沉浮中，心中
泛起什么滋味？有诗一首：
“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
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
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无巧不成书。最后，

我将苏之真言和周之诗捏
在一起，整一个上句下句
来（上句下句对不上，不敢
叫对子）。上句是，有极
乐？今日出门桥上望。下
句是：不着力！菰蒲零落
满溪间。有了上句下句，
再来一个横批。横批是：
作人也须不着力。

三
耳
秀
才

作
人
也
须
不
着
力

仿金冬心笔意（中国画） 唐存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