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大至刚
普通人一般不去设想老了的时候。
老的定义是指丧失了活力，行动受限，思维迟钝甚至大脑萎

缩，总之，是到了需要别人照顾才能生活的境地。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医学的进步，文明进一步提出了要

求，社会必须要考虑老年人的生存质量。
我曾在老人院看到这样一幕：几个老年人如同孩童一般，围

坐在桌子面前，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他
们见到志愿者，先是惊愕片刻，然后渴望交流，而那些志愿者就
像哄孩子似的，带着老人做着幼儿园小班常见的游戏，竭力让他
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
了心中不免五味杂陈。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但许多人可能并不关心老龄化问题。
目前的医学还没办法不让大脑萎缩，什么器官都可能换掉，但大
脑不可能换掉。就算今后科学发达了，大脑也可以换新的，但换
了就不是你自己了。医学的可悲之处，在于它的局限性。

生老病死是人生几个层面的状态，仔细想想，其实是个很深
的哲学问题，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没人怕生，但没人不怕老、不怕病、不怕死。自然界是不管
你怕不怕的，它照样按照规律运转。所以，知道了这一点，我们
更应该珍惜年富力强的时光，并对人类的衰老与病痛心存善意。

让我们心存善意

■仲信
曾经有一段，网络上盛传一些唱衰中国、污蔑英烈、灭我自

尊的文章和段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和正能量的集体发声，情
况有所改变。但是，另一些伪装更深的网络段子仍然在花样翻
新、沉渣泛起，混淆视听、蛊惑人心、扰乱社会。其目的无非就
是污蔑英雄、污蔑政府，颠覆历史、消亡文化，让中国人的自
尊、自豪和自信崩塌。对这样明显偏颇且含有恶意的网络文章，
绝大多数人是有鉴别力的，但有一些人出于好奇、无知或是别的
目的热衷于传播这类文章和段子。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节点上，强调自信既有历史依据，也是为了鼓舞士气，恰恰在这
个时期，那些网络黑手、所谓的大V们贩卖的，恰恰是灭中国人
自信的言论。明白人无须赘言：这是一场斗争，严重点儿说是一
场网络战争。而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却往往会闭上一只眼
瞄着白皮肤的脸色亦步亦趋、摇旗呐喊；也有一些人是真糊涂，
他们只计较个人得失，如意时是一张面孔，不如意时就换了另一
副嘴脸；还有一种糊涂，是习惯了拿着西方师傅的尺子衡量当下
的中国，岂不知“郑人买履”“刻舟求剑”已贻笑千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巨变是有目共睹
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8年来，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大改变也是有
目共睹的，中国再也不是那个任人奴役、任人作践、任人瓜分的
弱者了，不争的事实让中国人民的尊严和自信心倍增，对自己所
走的道路充满自信。与此相反，倒是那些曾经在奴役、作践、瓜
分中国中尝到了甜头的少数国家心生龌龊，不甘于自身的颓废，
使出祖传的无赖招数向昂扬阔步的中国发动攻击。但他们无力抵
挡复兴者的坚定步伐，就只有翻找曾经的历史不足、盯着现实生
活中不和谐的人和事大做文章，甚至颠倒黑白、拨弄是非、造谣
中伤。

其实，社会发展是有阶段性和周期性的，曾经的辉煌不代表
永远辉煌，曾经的强盛不代表永远强盛。辉煌时不居高自傲，强
盛时不欺负弱小，这是中华文明教会我们的处世之道。在复兴的
路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就是表达了中华民族与
四海之内和谐共荣的愿望。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帝国偶有停滞或是
颓废，有其历史的根源，也有其现实的窘迫，需要站在历史的高
度去审视和反思，才能启悟和积累新的智慧，进而创造新的辉
煌，而那些用愚昧或野蛮的手段化解自己焦虑的少数人，只能是
自取其辱。

平心而论，好人和坏人哪国都有，关键在于是好人多起来坏
人少起来还是反之，这是我们判断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尺子。出
过国的人都知道，有些曾被标榜为文明典范的西方国家，到处可
见流氓、小偷和无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成就是中
国人民团结奋斗得来的，不是仗着坚船利炮抢来的，也不是偷来
骗来的，尽管我们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我们领导者始
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自知。近年来，国家在不断完善法律法
规，坚持依法治理网络，加大惩处力度。网络监管部门也一直着
力于网络环境的净化，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特别是对自媒体的
管控。我们每个人都应树立法律意识，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
法规，配合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打击利用网络犯罪的行为；增强社
会责任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文明上网、文明发言；擦亮眼
睛，增强辨别意识，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不助长
谣言的流传、蔓延，做网络健康环境的维护者。

做网络健康环境的
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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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言闲言

■郑曾洋：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有奖投票活动，
活动通过网络投票的形式进行。活动初衷是好的，但一让
参与者进行拉票就变了味。以我为例，自从报名参加投票
活动后，原本简单平静的生活节奏就全乱了。早晨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发朋友圈和各个群拉票，还要关心自己的排
名，看到排名比较靠后，就发微信寻求帮助。有几个朋友
和学生确实很卖力地为我拉票，不仅在朋友圈里转发，还
在自己的同事群、亲友群里转发，甚至不惜砸红包来“刺
激”。这让我觉得，曾经清高的自己正变得人见人厌，毫
无来由地打乱朋友们正常的生活，把自己的需要强行塞给
人家。虽然最终结果我名次靠前，但没有丝毫喜悦感，只
是感到如释重负。对比我熟知的几位朋友，他们根本就没
有参加这次活动，去追逐什么虚名，而是守住心灵的宁
静，安静地读书，从文字里汲取他们最需要的营养。像我
这样浮躁地追求虚名，真是累人累己，以后，坚决不再参
与这类投票活动。

■华文菲：网络投票、点赞，本来都是个人自主性行
为，但是奖励的诱惑和驱动，让投票、点赞成了身边亲人
朋友的负担和压力。现在的人本就生活繁忙，遇到这种情
况，既不好意思回绝，又会不由得占据自己的时间，让人
苦不堪言。所以，个人认为，只有平常心态去对待，豁达

乐观，合理利用，合理获得，是为上策。
■韩月琴：我以前对砍价、投票的事情非常反感，除

非是关系特别好，推脱不掉，才会去帮忙，其余的基本上
是概不参与。可是，前些日子，我却身不由己掉入拉票的
泥潭，抱着手机，挨个扒拉通讯录，一个接一个地寻找可
以拉票的微友和群，把信息一条一条发出去，期待着大家
一票一票地给予支持，看着票数一点一点往上涨，我的心
中除了欣慰，更多的是无奈和后悔。如果我起初连一票都
没有，反而会“无票一身轻，潇洒看你争”。可是，我不
仅有票，还不少，一直在第十名左右浮动。骑虎难下的局
势已然形成，为了得到一点微薄的奖励，我只好厚着脸
皮，再努力一把，由红包开路，在亲友的微信群里撒网。
靠着亲友的支持，我有幸没有出局，但心中也没有多少喜
悦，因为，我觉得自己尴尬地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
子，遂暗下决心：以后再有此类活动，我绝不再参与。

■杨帅：投票的形式有多种，多见于朋友圈、微信群
里亲人朋友同事等发出的链接，有的为工作、有的为学
习，更多的则是商家的宣传。前几年，一妹妹发了一个投
票链接，一咖啡厅组织的活动，承诺得票第一名奖励现
金、旅游加VIP会员等，结果把家人朋友全发动了，最终
得了第一，但商家却没有兑现承诺，最后不了了之。参与
者的本意是想支持鼓励一下的，最后成了商家的免费宣传
工具，让人感觉和被骗了差不多。后来再遇到此类的投
票，就以看见了就投、不再转发打扰其他人为标准而对
待。

■邢德安：拉票应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进行，而不是
信马由缰地为所欲为。失去了规则的拉票和投票行为，非
但无法让投票结果反映被投对象的真实水平，反而只会使
评选公信力受到挫伤，评选声誉自然无从谈起。单说网络
投票，拉票人可以动用一切网上力量为其投票，被拉票人
又碍于“面子”不能不投，如此的评选结果便与评选初衷
背道而驰，形成了非专业人士评定专业人士、局外人的参

与左右了最终评选结果的尴尬局面。
■贾鹤：当今社会，恐怕大部分人都遭遇过投票或需

要别人帮忙投票的事儿。遇到别人求助帮忙投票，我一般
是本着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原则，只要不是投票程序过于
复杂，随手就把票投了；遇到需要对方获取微信、手机号
码等一系列程序才能完成的投票则会随机而动。当然，有
特殊感情在内的会另外考虑，多复杂的投票都能完成任
务，临了还有如释重负的轻松。但投票这个事儿只适合当
成随机、灵活、随心的游戏，如果真要把它当成一件事，
变成任务、指令去做，变成道德的绑架、精神的桎梏，就
不大好玩了。换位思考，作为被投者，需要拉票，也大可
不必抱着有志者事竟成的决心。投票活动的最大受益者是
摆棋人，投和被投者很大程度都是受制于人的棋子。所以
既然是一场游戏，不如抱着轻松的心态，顺其自然；如果
投票让你开心，那就随手一点，如果拉票让你烦累，就放
下心理负担，回归本来的平静，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柴奇伟：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投票活动，一开
始我不敢在熟人圈里拉票，但为了得到奖励，我只能选择
在陌生人圈里拉票。每次拉票，我总是先说好话，再让人
投票，最后发红包。就这样，我的票数直线上升。几天
后，我惊奇地发现：我和别人的票数拉开了一个难以超越
的差距。怎么办？这时，不服输的念头涌上心头：我就不
信我超越不过别人。我开始让家长拉我进入一些大群，当
然还是陌生人的微信群，一番努力之后，我发现我的票数
增长了很多，但我被群主拉黑了，甚至被清理出群了。仔
细想想，投票活动就是利用了人们不服输和爱面子的心
理，所以，这类活动，我以后是不会参加了。

■下期话题：孩子的暑假，家长怎么过
欢迎读者朋友展开讨论，最好能整理成300字左右的

文字。以“名字+文字内容”的形式，发到邮箱 siy-
ing3366@163.com里，我们会择优刊登。

说说投票那些事……

如今，很多人一打开微信，求点赞、求投票的消
息就扑面而来，朋友圈好像已经成了“投票圈”。对
此，许多人莫衷一是。

如何看待投票那些事呢？让我们听听他们怎么
说……

■■想到就说想到就说

■■你言我语你言我语

■释然
中国文字中有那么多表达快乐心情的词语：欢喜、欢乐、欢

欣，在英文中只有一个happy，是中国人特别乐观的缘故吗？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世俗的乐观态度，如知足常乐。记得我第

一次在一座汉白玉的牌楼上看到“知足常乐”四个大字时，当时
很年轻，踌躇满志，锐意进取，猛然间见到那个四字，总觉得是
那么的老气横秋。年岁渐长，才渐渐体会到这四个字当中所包含
的坦然、透彻，很是震撼。

人的努力是没有止境的，所有的成功都是相对的，说白了，
无论你做得多好，还有人比你做得更好；无论你有多大才华，还
有人比你更有才华；无论你多么成功，还有人比你更加成功。所
以如果不知足，便永远不会快乐。知足常乐表达了一种安于相
对、不求绝对的生活态度，尽人事以听天命，对于无论如何努力
也得不到的东西，对于无论如何努力也达不到的境界，取一种不
强求的态度，这样才能安心、从容、快乐。

知足常乐既然能够成为俗语，它就是一种民间智慧。它是对
比较不成功的人的心灵抚慰，是给比较成功的人泼点儿冷水，让
他们知道自己的限度。能够知道自己的限度以及在人群中的位
置，是人能够获得快乐的前提；能够知道自己生命的限度以及自
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人能够得到快乐的大前提。

就如“知止”，虽错过了多少美好，但，更多的是躲过了“灾
祸”。

知足常乐的坦然

■周福玲
父亲是一个农民，他去世近三年了。父亲给我们留

下了什么呢？每每想起他时，我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
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看得见的，应该是家里的两

所房子；看不见的，是“遇事要坚持，要振作，困难终
究会过去的”的准则。

这两所房子，一所是瓦房，一所是两层楼房。对农
民来说，盖房子是大事要事，所以，盖了两所房子，是
他这一生最为自豪的事情。

盖那所瓦房，父亲当时花了一百多块钱。那时候，
还是生产队时期，攒钱可不是容易的事。父亲说，每天
天都很晚了，我家院子里还有煤油灯昏黄的灯光，还有
石磙在院子里来回滚动的声音，那是他在推着石磙碾苇
子皮。苇子皮碾好了，父亲就在院子里编苇席或浮棚。
为了攒钱盖房子，父亲还会用荆条编篮编筐，会在端午
节前包粽子去县城换钱，会去离家40多里的方山煤矿买
煤，再用架子车把煤拉到周口去卖。

那所楼房是在1999年盖的。在盖好新瓦房的二十多
年里，父亲一直在为盖楼房奋斗着，一天也没闲着。在
他心里，是没有一个“难”字的，自学木匠做的柜子、
耧、架子车能卖钱；养蛋鸡、养长毛兔，种烟叶、种
瓜、种菜等，都能换来钱。他种菜卖菜很多年，直到
1998年患了脑梗，才不再种菜卖菜了。记忆中，父亲几
乎没有闲着的时候，哪怕是患了脑梗以后，依然不辍劳

作。地里的庄稼依然是高标准收拾的，亩产量不能比别
人家的低，田里不能长一棵草。

父亲不只是勤劳坚强，还很乐观，“遇事要坚持，要
振作，困难终究会过去的”，是他教会我的遇事特别是遇
到难事时的准则。

记得初二那年暑假，我跟着他去方山赶集卖土豆。
那天是个阴天，深夜两点我们就起程了。大约走了七八
里的土路，天上忽然落下豆大的雨点。我们连忙加快了
脚步，走上了柏油路后，雨已经下得很大了。沉沉的雨
夜里，只有我们父女俩，走一会儿，我就问父亲还有多
远。父亲总说快到了。夜黑沉沉的，脚下的路好像总也
走不到尽头，我的双脚机械地一下一下努力抬着。父亲
的脚步却没有丝毫的放慢，步伐依然是很稳重很均匀。

“生活真难呀！”我的泪水混合着雨水，心里这样想

着。
“闺女，遇事要坚持，要振作，困难终究会过去

的。”这时，父亲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鼓励我说，“我
唱戏给你听吧。”

父亲的声音时而激越高亢，时而低回婉转，穿透了
漆黑的夜幕和雨幕。“老包下陈州”“卷席筒”等戏，让
我渐渐忘记了雨中艰难跋涉的疲累和忧愁。等到天亮的
时候，雨终于停了，太阳升起来了，我们终于走到了方
山。因为夜里下了雨，集市上卖菜的人不多，因此，我
们很顺利地卖完了土豆。回去的路上，父亲说我的脚太
嫩，走路多了会磨泡，就让我坐在车上，他拉着。

多少年过去了，那次长夜和父亲一起卖菜的事一直
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底。每当遇到困难时，我都会对自己
说：“要坚持，要振作，困难终究会过去的。”

父亲的遗产

■孙幸福
法国作家法布尔著的《昆虫记》，把蜜蜂、蚂蚁、蚱

蜢、蝗虫、蜘蛛、蝴蝶、蟋蟀等小昆虫写得细致入微，
栩栩如生，让人无意间增长许多知识。

昆虫是自然界的造型大师，它们把自己的身体当成
一件终极作品，通过蛰伏、羽化、蝶变，华彩四射，在
田野和溪谷间穿行，在我们人类不能抵达的地方回旋，
啜饮花露，倏忽来去，尽力把灵魂的影子写进作者的语
句里，留在摄影家的镜头中。

在诸多的昆虫中，我最喜欢蝉。成蝉只有40天左右
的寿命，可以说短暂极了。而且，所有的蝉都过不了秋
天，所以，《封神榜》一书中就有“寒蝉抱枯杨，不久俱
尽”之句，这些说法，都把蝉看成是短命的、软弱的和
悲观的。这只是人们对蝉的误解罢了。

蝉是长寿的。我们身边的成蝉从幼虫时就钻入地
下，它们要在黑暗中孤独生活四年多的时间，北美洲的
蝉更是需要在地下忍受十七年之久。在地下的时间里，
幼蝉完全靠吸取树根里的水分为生，慢慢地长大，甚至
长出比成蝉还要大的身躯，这时候，它的学名叫“复
育”，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爬叉”。一千多天的生命虽然
不算太长，但在昆虫的世界里，蝉应该算是长寿的了。

蝉是坚强的。尽管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蛰伏在暗无天
日的地下，蝉们并没有丧失追求光明的勇气和信心。蝉
在幼小时，耐心地聚集力量，创造条件。大约在出土前
几个月，幼蝉就开始挖掘拱出地面的上升通道。这时候
的蝉，眼睛很大，由于没有见过天日，所以非常苍白；
由于身体内充满了从树根中吸取的水分，幼蝉的体型显
得比出土蜕化后的成蝉还要大，但这是非常必要的。因
为在挖掘向上的通道时，幼蝉要随时用身体内的水分，
把挖下来成粉状的泥土浇湿成糊状，并立即用身体把糊
状的泥挤压在洞壁上，使这些泥浆渗进粗糙的泥土缝隙
中去；通过反复的挤压、渗透，使通道变得畅通无阻，
连一点儿浮土都没有。当身体里储存的水分用完后，幼
蝉会退到下方的土洞里，把吸管插进树根慢慢吸足水，
重新爬上去，继续干活。这样日夜不停地用硬腭和爪子
把硬土扒下来，拍碎后用水浇湿，再把浇湿的泥浆不断
地涂在墙壁上，拍实，压紧、抹平……直到一条畅通无
阻的通道筑成。

蝉是聪明的。幼蝉在黑暗的地下憋了几年，当然急

于见到光明。它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耐心地挖土清道，加
固墙壁，却不会贸然把顶部挖穿，而是小心翼翼地与外
界保留一指厚的土层，作为出土前的隐蔽所和等候室。
因为它知道，自己成熟后要出洞时，需要适宜的气候条
件，那就是晴天和阳光。因为这是它一生中最重要的时
刻，所以要避开雨天以顺利蜕皮，依靠阳光晒干翅膀。
地下的幼蝉能够预知和选择适宜出土的天气，难道不是
个聪明的“气象家”？

蝉是勇敢的。到了预测好的正式出洞的夜晚，幼蝉
毫不犹豫地捅开洞口的封土爬出来，经过快速巡视，寻
找好一个大的树干或者细荆条、灌木枝等空中支点，迅
速爬上去，用有力的前爪牢牢抓住，如果有其他驻足的
地方，就把其余的爪子也撑在上面。然后，昂着脑袋休
息片刻，让悬着的爪臂变硬，成为牢不可破的支撑点。
这时候，蝉用全身的力气，撑开背部，从薄壳中蜕变而
出，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蝉就可以从壳中完全蜕变出
来。这时候的蝉与幼蝉和成蝉都不一样，它的双翼湿润
而沉重，上面有一条条绿色的脉络，胸部是浅褐色的，
其余部分则是浅绿色。这脆弱的小生命需要阳光照射和
空气流动，以改变肤色，强壮身体。大约三个小时，蝉
的肤色变深而且越来越黑，特别是两只大眼睛变得又黑
又亮，重要的是两只翅膀也硬了起来，它终于振翅远
飞，成为一只真正成年的蝉。

蝉是快乐的。炎热夏天，正午的酷热让各种昆虫难
忍干渴，在枯萎打蔫的花和叶上爬来爬去，想找点水解
渴。只有蝉，对这昆虫界普遍的水荒不屑一顾，它趴在
细嫩的树枝上，用“小钻头”一样的吸管，钻透那坚硬
的树皮，聚精会神地享受树身里面的新鲜汁液。当别的
昆虫都闭口的时候，蝉却美滋滋地高唱起来。有人说，
蝉唱的是情歌，为了吸引配偶。但科学证明，蝉是聋

子。那么，蝉的嘹亮歌唱只有一个答案：表达生的快
乐！它们躲在地下，默默地忍受着黑暗和寂寞，就是为
了有一天能够展开它们美丽的身姿和嘹亮的歌喉。

中国历代文人有许多咏蝉的佳作。南朝诗人王籍
《入若耶溪》写道：“蝉躁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从蝉鸣
声中感受夏日静美，升华到“禅境”“禅悟”。唐代诗人
虞世南作《蝉》诗：“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
自远，非是藉秋风。”利用蝉鸣声高自远的现象，说一个
人名声的重要。唐代诗人骆宾王写《在狱咏蝉》：“西陆
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
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句句
写蝉而意不在蝉，述说因为受到陷害而无法施展个人抱
负。宋代词人柳永则在《雨霖铃》中写道：“寒蝉凄切，
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借说寒蝉道尽离愁别绪。

古希腊罗马人对蝉也有很高的评价，古希腊著名诗
人阿娜克雷翁曾经专门为蝉写过一首诗，法布尔的《昆
虫记》附录了这首诗：“上帝啊，真热呀！但却是蝉的好
时光。它乐到疯狂，欢唱昂扬……娇小可爱的蝉呀，你
就放声唱吧……冬天与你何干？你的后代子孙在地下酣
睡，而你也将长眠不醒。”阿娜克雷翁对蝉称颂有加，夸
蝉“你几乎就像诸神明一样”。

小小的蝉让我们学到了许多知识，从蝉的一生中，
我们或许能领悟人生的许多道理。而法布尔则通过细致
入微的观察和孜孜不倦的科学探索精神，用他毕生研究
昆虫的经历和成果，在《昆虫记》中用昆虫的习性观照
人性，用散文的笔法，真实记载了各种多样昆虫的本
能、习性、劳动、生育、死亡等，让我们读后可以增加
对生命的关爱和敬畏之情。

鲁迅说过：“《昆虫记》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读
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还有益的书。”你读过吗？

蜗居千日为一鸣
——读法布尔《昆虫记》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