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旅途途中中的的那那些些暖暖
秋夜清寒， 捧读 《河合隼

雄的读书人生》 一书， 一颗心
竟如沐春阳， 暖意渐萌。 此书
算是日本教育家、 心理学大师
河合隼雄的心灵自传， 在推心
置 腹 地 畅 谈 读 书 感 想 、 体
验 与 收获的过程中 ， 大师的
人生经历和职业轨迹， 思想之
形成与人生之决断等， 都在平
易畅达的文字中得到了趣味盎
然而又发人深省的体现， 让我
等普通读者对向来披着 “神秘
面纱” 的心理学， 也从总体上
有了崭新、 明确且科学的认识
和理解。

阅读，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一生。 作为临床心理学的开拓
者， 河合隼雄坦陈生涯中每一
次关键转折， 都与读书密不可
分。 他站在人生的顶点回望来
时路， 思考所读过的书对自己
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 以及
这些书籍是如何改变了自己一
生的轨迹， “我们从幼小的时
候开始读书一直到现在， 追溯
这 个 读 书 体 验 的 过 程 ， 有
时 候 真让人恍惚觉得 ， 好像
小时候读的书， 预示了自己今
后的人生一样。 这中间好像有
着一条看不见的红线把一切都
串在一起， 真是一种很奇妙的
体验。”

作者精选出了林林总总两
百多本书籍， 既有孩提时阅读
的儿童文学、 文艺作品， 也有
改变了自己生涯轨迹的佛教经
典、 心理学专业著作等， 尤其
难能可贵的是， 作者对书籍的
导读， 是伴随着自己的人生经
历娓娓道来的， 并不是以学术
论文的形式呈现， 而是以面对
面的交流方式， 如话家常， 亲
切自然， 发生在身边的例子、
灵感忽来的联想， 随手拈来，
朴实中见睿智 ， 简单中寓深
刻。 他是专业巨匠， 却又像隔
壁老爹， 热忱地微笑着向大家
推荐他读过的出类拔萃的好
书， 邀你我跟随他一起通过读

书， 去感受作者的人性与书籍
的迷人之处， 赶赴一场又一场
多彩曼妙的读书之旅。

一代心理学大师， 正是在
阅读中炼成。 作者直言， 心理
咨询真是一个非常有干头的工
作， 很多情况不用多说却能相
互感知， 真是人与人之间无声
的刀光剑影， 无法糊弄， 绝对
是不掺假的人与人的关系。 作
为一线教师的我， 天天面对的
是一群正值青春期的孩子， 朝
夕相处中， 虽非专业的心理咨
询师， 必要的心理学知识却是
不可或缺的。 因为一个孩子就
是一片天空， 你永远无法知道
哪片天空会忽然刮起了风， 哪
片天空又猛地下起了雨……而
心理学家从事基础研究的目
的， 便是描述、 解释、 预测和
影响人的行为。 对于孩子健康
成长的引领， 为师者自然要有
“拨云见日” 的能耐， 而倾听
与理解又是一切的前提。

在 专 业 的 “箱 庭 疗 法 ”
外， 作者不忘谆谆叮嘱， “说
起理解， 从心底里能够明白、
接纳、 有同感， 但要做到， 非
常非常难。 为了能够理解当事
人的苦恼、 困境、 纠结， 这样
试试、 那样做做， 读书、 尝试
不同的交流方式， 只能靠这样
不辞辛苦地做很多看上去不起
眼的工作， 没有其他捷径。 总
要花上地地道道的工夫， 才会
有突然之间眼前的迷雾散开 、
看清楚事情原委的喜悦。” 没
错， 要想时不时地有忽见光明
的喜悦， 辛辛苦苦做事的姿态
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 这也是
我们为师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德尔·珀斯特说 ： “人这
种生物， 总是把事情拖到来不
及。 真正想做的事情， 总是等
到来不及了才后悔。” 拿起书，
莫等闲， 让我们从河合隼雄的
人生回忆录里寻求方法， 汲取
力量， 从而改变自己， 并对他
人作出有益的影响吧。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刘敬

读书，预见人生
———读 《河合隼雄的读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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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假出门旅行， 不仅饱览了
祖国的壮美风光， 更目睹了许多
暖人画面， 印象深刻。

在青岛栈桥的海滩上， 时近
黄昏， 暮色四合、 落日熔金、 鸟
鸣阵阵， 享受了一天海风丽日的
人们纷纷收拾钓具网兜遮阳伞准
备回去， 在近海的礁石上， 一个
女孩坐在那里， 手中拎着粉红色
沙滩鞋， 伸着一只脚， 一个男孩
蹲在矮一点的礁石上， 用毛巾帮
她擦拭脚上的沙子。 女孩的长发
和裙角在海风中飞扬， 男孩手臂
上的汗珠晶莹闪亮， 金红色霞光
洒在他们身上， 他们的眼神和笑
容那样甜蜜。 海风中传来男孩的
说话声和女孩的笑声 ， 清脆活
泼、 无忧无虑， 这一幕让我看了
许久。

在崂山的半山腰， 我气喘吁
吁地挪动着酸软的双腿， 台阶怎
么这么多呀， 高高低低， 好像爬
不完似的。 冷不防脚一软， 一个
趔趄， 身后的老人眼疾手快地扶
住我 。 “对不起爷爷 ， 踩到您
了。” “呵呵， 没事。 爬不动了
就歇会 。” 坐在山石上喝水时 ，
老人笑眯眯地告诉我： 他们夫妇
计划每年 “征服” 一座山， 直到
爬不动为止 。 到现在已经 “征
服” 了泰山、 黄山等大大小小九
座山了， 锻炼身体、 开拓眼界的
同时也饱览了祖国的壮丽河山，
心旷神怡、 回味无穷， 并且每次
旅行途中都能得到许多陌生人的
照顾。 休息好了， 老夫妇站起来
继续向山顶攀登， 末了还不忘叮
嘱我一句 ： 山上风凉 ， 不可久
坐。 两位老人的身影渐行渐远，
融入了周围的景色中。

穿越胶州湾跨海大桥时 ，那
景象极其震撼———近处浪花雪
白、海鸥翔集；远处海天一色、一
望无际。 大桥像一条银色巨龙跃
过碧海， 猎猎招展的红旗像灯塔
一般，这样伟大的工程令人惊叹。

到达连云港时夜色已深， 赶
了五六个小时路没吃东西， 肚子
早已 “咕咕” 直叫。 好不容易找
到一家餐馆， 老板娘却正在关店
门， 见我们风尘仆仆的样子， 二
话不说重新点火烧饭。 少倾， 两
碗热气腾腾的丝瓜扇贝海米面端
上桌， 鲜香扑鼻。 看我们狼吞虎
咽地吃着， 老板娘温厚的脸上露
出笑容： “不着急， 慢慢吃。 这
扇贝是我今早买的 ， 鲜得很 。”
临走时， 老板娘突然说： “等一
等。” 小跑着从里屋拿出一本连
云港交通旅游地图册： “带在路
上看， 玩得开心喔！”

在连岛大沙湾， 风和日丽的

沙滩上， 年轻爸爸带着小男孩用
沙子垒城堡 。 一个浪头拍过 ，
“城堡” 被 “摧毁” 了。 小男孩
眨巴眨巴眼睛要哭， 年轻爸爸把
小男孩抱在怀里轻拍， 小男孩破
涕为笑， 重新拿起小铲子。

在返程高速上， 连绵的稻田
丰收在望、 金黄喜人， 果园、 鱼
塘、 梯田、 茶园、 芦苇荡、 青纱
帐、 高山河流……生机蓬勃， 无
不展现出祖国的美丽富饶。

在驿站， 一家四口坐在白色
房车旁啃苹果吃泡面 ， 其乐融
融 。 妈妈微笑着对一双小儿女
说： “回去以后， 要好好学习，
长大了成为祖国的栋梁！”

有位作家说： “我们为什么
要旅行？ 因为旅行能让我们从凡
俗和压力中抽离， 亲近大自然 ，
感受爱国之情、 生命之美。” 我
还想再加一句： 旅行还能让我们
感受到生命之暖。

□赵闻迪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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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卡路里消耗 2100千
卡 ，蛋 白 质 摄 入 95克 ，蛋 白 质
摄入偏高……”

自从手机安装了这款软件，
就好像我身边潜伏着一个 “特
务”，我的一举一动，吃进肚里的
每一口食物， 都时时在它的严密
监控中。监控我的不仅有手机，还
有妻。 妻不仅擅作主张给我手机
安装了软件，我的一日三餐，更是
被她掌控着。

大前年体检， 我的体重是微
胖，医生建议我适当控制饮食，加
强运动。 前年体检， 体重不降反
增。 去年体检，体重增加不说，还
有了轻度脂肪肝。 妻对我的瘦身
由“斤斤计较”，一步到位，直接升
级为“锱铢”必较了。 最明显的变
化是在餐桌， 现在想见点荤腥是
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绿叶菜、芹菜
等基本是主打， 吃得我每天直吐
酸水，脸都快成“绿色”了。

记得我和妻刚结婚的时候 ，
妻曾一度要求我“增重”。 那时候
我很瘦。 第一次去她家， 吃完饭
后，还是女朋友的她送我出来，我
问她爸妈对我的印象如何。 她一
向大大咧咧，说话直来直去，从不
拐弯，见我问，她直言不讳地说，
她爸妈对我不太满意。 “他身子瘦
得像片瓦，不会有什么病吧？ ”这
是她爸妈的原话。

我 那 时 的 瘦 似 乎 是 与 生
俱 来 。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
末。母亲刚生我的时候，家里没什

么吃的，母亲没奶，我吃的是隔壁
婶娘的奶。那时候家家都缺吃的，
能有口吃的就不错，别谈营养。父
亲千托万转，找了好多人，才从县
城带回几罐藕粉。藕粉来之不易，
自然不能天天吃， 只在婶娘实在
奶不够，我饿得哇哇大哭时，才冲
上那么一小杯，喂我几小勺。

我长得像根豆芽菜， 七八岁
时候，还头大脖细身子小，几乎每
个见过我的人， 都止不住疑问：
“这孩子怕是有病吧？ ”

为了给我补充营养， 父母亲
几乎绞尽脑汁。家里喂了几只鸡，
为数不多的鸡蛋， 母亲一般留着
待客，或者换盐、打点灯的煤油。
那时候来客， 吃饭时小孩子不允
许上桌，桌上炒或蒸的鸡蛋，父亲
就会给我弄一些吃。偶尔，母亲还
会给我煮一个鸡蛋。 而两个弟弟
则享受不到这种“超级待遇”。

听说猪肝能补血， 我有个幺
爷小时候家穷， 过继给公社一个
无子女的干部家庭， 幺爷成人后
在食品站工作，父亲数次相求，在
幺爷那儿弄到过几回数量极少的
猪肝，也都被我单独享用。

父母亲苦心孤诣， 还是没能
换来我身体的转变 ， 我一如既
往地瘦 ，直到和妻恋爱 。 妻那
时对我死心塌地 ， 面对她爸妈
的质疑，她带着我做过几次体检，
确定我身体没别的毛病， 和我结
了婚。

婚后，妻变着法给我“增肥”。

这时已是上世纪90年代中， 商品
市场丰富了， 想吃要吃什么都买
得到， 她就曾给我做过数只西洋
参炖乌鸡。 这种“催肥”效果立竿
见影，没两年，我胖了。

等我胖了，“瘦” 却成了时尚
和健康的代名词。现在，几乎每个
小区都安装有健身器材， 我所在
的城市也建设了多条登山步道，
各类健身馆、 瑜伽馆等也应运而
生， 雨后春笋般开遍了城市大街
小巷。 “管住嘴，迈开腿”成了一句
最时尚的口号。

回望40年， 从吃不饱到吃太
好，从嫌不胖到嫌太胖，人们“健
康”理念的转变，是以时代进步、
物质丰富为基础的， 是改革开放
带给百姓生活巨变的缩影。

“胖”与“瘦”的嬗变 □韦耀武

■图片故事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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