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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小赵约我去钓鱼。 于是， 周
末 的 早 晨 ， 许 是 兴 奋 缘 故 ， 我 早
早 地 醒了 ， 一看表 ， 才四点多 ， 心
里不禁暗 笑 ： 我 是 有 多 想 去 钓 鱼
呀 ！ 刷 牙 洗 脸吃早餐后也才六点 ，
可是心急的我怎耐得住呢 ？ 一个电
话把小赵给吵醒了： “什么时候出
发？” 电话那头， 小赵揉着惺忪的睡
眼， 迷迷糊糊地说： “这么早？ 九点
再出发吧！”

就这样， 我坐在床边愣愣地等到
了九点。

由于我没有钓鱼经验， 在小赵的
教授下， 我把渔具放好， 在离鱼钩三
尺左右处系上一个鱼漂， 接着在鱼钩
上放上鱼饵， 走到离小赵不远的一处
水流缓慢又浑浊的区域里垂钓。

我刚把钓竿放下， 小赵就走过来
说： “走吧， 去那边柳树下散散步。”
我有些疑惑： “散步？ 万一鱼上钩了
怎么办？” 小赵乐呵呵地笑了： “没
关系， 上钩了它也逃不掉的。” “不

行， 我可得看着， 万一错过了呢？ 你
去吧， 我在这儿守着。” 我说。 小赵
摇了摇头， 点燃一根烟便向柳树底下
走去。

旭日东升， 耀眼的阳光微微铺在
水面， 水波轻漾， 宛如万千跳珠在河
里奔跃。 我在岸边死死地盯着钓钩。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 每回看到鱼漂飘
动时我都会迅速地将钓竿拉起， 结果
都是空落落的， 而鱼饵却被我换了两
三回。 我既纳闷又烦躁又心急， 额上
的汗珠一滴一滴地顺着我的脸颊滑
落， 衣服也湿了大半。

正在此时， 小赵慢慢悠悠地走了
过来， 只见他轻轻将鱼竿拉起， 一条
手掌大的鲤鱼在半空中垂死挣扎着。
看着小赵慢条斯理的样子， 我无比纳
闷又疑惑： 为什么他不用看着钓竿都
能钓到鱼 ， 而我一直守着反而没钓
到？ 小赵将鱼放进篓里， 换上鱼饵后
又把钓竿扔进河里， 然后躺在躺椅上
悠闲地抽起旱烟来。

这时， 我实在忍不住了， 走过去
问他。 小赵瞟了我一眼， 指着我哈哈
大笑， 问道： “知道姜太公钓鱼的故
事吗？” 小赵的问话让我像丈二和尚
似的： “这与我有何关系？” 小赵摆
了摆手 ： “关系可大咯 ！ 姜太公钓
鱼， 你说， 他是真的钓鱼吗？ 非也！
他钓的乃是周文王啊！ 所以他的钩是
直的， 且还不放进水里。 而今， 我之
钓鱼啊， 也非为钓鱼而来， 不过是为
了钓一份心情罢了！ 而你之钓鱼， 心
里总想着鱼， 据我刚才观察， 你至少
提了五六回竿， 你太急功近利了， 这
是不行的。 钓鱼好比练剑， 如果眼里
总在意剑和招式 ， 永远都练不出高
手， 只有把有形化为无形， 这才是最
高境界啊！”

听了小赵的话， 我顿然醒悟， 原
来，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如果锱铢
必较， 不仅适得其反， 还会导致自己
身心疲惫， 只有敞开胸怀， 接纳一切
才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惊喜。

垂钓心情 □甘婷

从学步稚童，
到白发老翁；
从很是年轻，
到很不年轻；
名店老铺雅集的金街，
曾经的我拥有多少曾经？
请问你我身边的脚印，
请问他她头顶的群星！

苦心寻找梦中的甜井，
双腿累细啊难觅芳踪。
但见滚滚人流，
日复一日来去匆匆；
只余赫赫大名，
冬去春来笑傲群雄！

寸土寸金的历史教授，
告诉多少个我一本正经———
何为得失与输赢，
何为繁盛及虚荣。
更有大楼前一团熊熊火，
映亮普天下多少坦荡人生！

□赵国培

我与王府井

□刘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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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六年的笔记本电脑， 开机都
要一分多钟，每次等得心烦意燥。 我起
先认为是电脑出了故障， 拿到电脑城
修理，师傅说电脑硬件没任何问题，是
里面装的软件太多， 长期以往储存的
垃圾又多，因而导致电脑运行速度慢。

他说最好的解决办法， 是重装系
统。 重装系统意味着把系统盘格式化
了，所有的软件都没有了，也意味着系
统盘里所有的资料都没有了， 需要把
重要的资料备份出来。 我觉得麻烦，便
问：能否把不要的软件、文件删掉？

他笑了笑回答我：“若想电脑快，
最好的办法是重装系统，简单省事，你
看看这里面哪些文件是你最需要的，
我帮你拷贝出来就是。 ”他还提醒我，
“你不给电脑瘦下身，怎么能让它跑得
快些？ ”

我瞅了瞅，一大堆软件中，我觉得
有好几个从安装后就没有使用的，有
好几个用了几天就搁置的， 再仔细地
瞅了瞅， 觉得我常用的软件也没超过
五个，偶尔用视频软件看看电影，偶尔
用听歌软件听听歌曲， 偶尔用解压软
件解解压，就这些。 而我用得最多的，
就是个办公软件， 而诸多的办公软件
中，我用得最多的是表格。 而诸多的文
件夹中， 我也就只有一个工作夹最常
用，其它的，都是可有可无。

想了想，我还是决定忍痛割爱，重
装系统，把电脑瘦下身，把这几个重要
的文件复制了出来， 备份到了随身携
带的移动硬盘里。 半个小时的功夫，师
傅帮我重新装好了系统， 我把重要的
资料再复制到电脑里， 再重新开机，
啊！ 只要三十多秒就能开机了呢，果然

快了很多。
提高了开机速度，用起电脑来，心

情自然舒畅了许多。 那些原以为有用
的软件，我想想实际上用处并不大，便
没再装过了，电脑桌面干净清爽，工作
起来也得心应手。 因为给电脑瘦了下
身，打开文件的速度都快了些。 这让我
想到，其实我们人跟电脑也是一样的，
背负的东西太多，就会跑不快，要学会
轻装上阵，要适时地给欲望瘦下身，我
们才会走得更远，并且轻松自在。

前几年，我的欲望很多，我想得到
领导的赏识，我想在公司里崭露头角，
我想得到老天的厚爱， 买彩票能中个
奖， 我想我的孩子是孩子中的佼佼者
……因为这些欲望，我过得不快乐。 很
长一段时间过后， 所有的一切都没有
达到我的预期， 领导也没有对我另眼

相待，买彩票也没有中奖，我的孩子，
依旧成绩平平，而我，也依然是平凡得
不能再平凡的人。 我渐渐地明白了，我
不快乐，是因为我的欲望太大了。 那些
达不到的欲望，我彻底不再去想它了，
我去除了很多欲望， 只要求工作顺心
如意就够了，家人平安健康就行了。 这
样之后，我轻松了许多，幸福感也多了
起来。

我们觉得不幸福，感觉不到快乐，
都是因为我们心里的欲望太多。 我们
向往豪车、向往豪宅、向往高薪，还向
往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 可是这
些，都需要能力和机会去实现，若能力
普通， 就需要学会用平常心面对平凡
的生活，学会给欲望瘦身。 这样，我们
才会活得轻松快乐些。

给欲望瘦身，那是快乐的秘诀。

给欲望瘦身

假如春天有一条缝隙
窄窄的。 浅浅的
隐于院子外的某一条田埂上
抑或隐于园子里那棵桃树
某一根柔软枝条的尖上
还可以隐于村子周边
某一处山坡向阳的脸上
那么， 我就是一粒
隐于缝隙中的种子
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
让母亲
捕捉到一抹， 惊喜的鲜嫩
或开出一朵
让母亲， 微笑的花儿

□白俊华

假如春天有一条缝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