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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午睡于今人只是
午睡而已，可于古人就有意思多了。古人
午睡不但颇多感慨，而且还常常言之于诗，
读来甚是有趣。

古诗中，常把午睡称为午梦、午枕等。
王安石：“午梦觉来闻鸟语，歌眠似听朝鸡
早”；陆游：“午梦初回理旧琴，竹炉重炷海
南沉”；沈说：“凉入湘潭影半开，小窗午枕
梦初回”；明代刘基：“如何一岁三春景，不
及闲窗午梦长”，等等。在这帮“午睡控”里
面，尤以王安石最甚：“午枕花前簟欲流，日
催红影上帘钩。窥人鸟鸣悠扬梦，隔水山
供宛转愁。”“细书妨老眼，长簟惬昏眠。依
簟且一息，抛书还少年。”于午睡，王安石已
然“老夫聊发少年狂”，称其为“午睡王”都
实不为过。

当然也有直言“午睡”的。裘万顷：“午
窗春日影悠悠，一觉清眠万事休”；陆游：

“帐底香云凝未散，手中书卷堕无声”；晁公
溯：“午窗睡美无人唤，梦逐游丝自在飞”等
等。一觉清眠，万事皆休；我且睡去，任手
中书卷无声掉落；睡意正酣，切莫唤我，以
免惊了我的美梦。午睡之恣意，跃然纸上。

最经典的午睡诗当推宋人蔡持正的
《夏日登车盖亭》：“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
抛书午梦长。睡觉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
在沧浪。”诗人诵读诗卷双目微饧，随意安
卧竹床之上，枕石入梦，醒来时，又闻声声
渔笛入耳。境界之幽邃，情致之高雅，脱略
形骸，道出了午睡乐之妙谛。

古 人 的 午 睡 之
妙，不仅在睡，睡起之
后的情趣更浓。杨万
里就深得其味：“日长
睡起无情思，闲看儿
童捉柳花。”一个闲
字，是闲适，更是恬
淡。还有范成大的

“柳花深巷午鸡声，桑
叶尖新绿未成。坐睡
觉来无一事，满窗晴
日看蚕生”。他午睡
醒来，便趴到窗前看初生的幼蚕。其童稚
之态，恍在眼前。而舒邦佐的“午梦欲成鸡
唤醒，卧看修竹映疏帘”也很有趣，他被鸡
鸣唤醒后，却并没有随后就起床，而是继续
躺在那里“卧看”映在疏帘上的竹影。

除了深得其趣，古人还深谙午睡的养
生之道。李渔说：“夏日午睡，犹如饥之得
食，渴之得饮，养生之计，未有善于此者。”
白居易更有诗云：“旦暮两蔬食，日中一闲
眠，便是了一日，如此已三年。”并告诫人
们：“暑风微变候，昼刻渐加数。不作午时
眠，日长安可度？”苏东坡也写道：“日长惟
有睡相宜，半脱纱中落纨扇。”他还称自己
有一套睡眠术，其养生之道就是“不觅仙方
觅睡方”。

说得更夸张的是明朝的陈继儒。他
说：“日月如惊丸，可谓浮生矣，惟静卧是小
延年。人事如飞尘，可谓劳生矣，惟静卧是

小自在。朝肉暮鱼，可谓腥秽矣，惟静卧是
小斋戒。智战力争，可谓险恶矣，惟静卧是
小三代。至于寝梦之中，见闻新，游览广，
无足而行，不翼而飞，又是小冲举。”在陈继
儒看来，静卧简直是无所不能的。不仅能
令人清醒、淡泊、避祸，见到清醒时见不到
的一切，甚至还可以无足而行，无翼而飞
——几乎已修炼飞升成仙矣。

飞升成仙自是臆想而已。不过，这“小
延年、小自在、小斋戒、小三代”的“四小”之
说，我倒是深以为然。一直固执地以为，日
常中的诸多称谓一旦前边冠以“小”字，便
透着几分亲切，听着也顺耳。午睡在古时
亦称小睡，是典型的小歇息抑或小憩，最讲
究的就是一个“静”字，而其最相宜的睡姿
自然也非静卧莫属了。

十年前，朋友老全的儿子
准备出国时，房地产的涨势已
经十分清晰。老全夫妻找一
心要去美国学电影特效的儿
子谈了一次话，大意是：我和
你妈是工薪阶层，如果要花去
留美的学费，那就没钱再买房子。你回国
时，被迫当租客是一件多么恓惶的事。

儿子反问：当租客有什么不好？
他瞟了一眼忧心忡忡的父母，一句话

点到了他们的痛处：你们一定在发愁，我
将来怎么结婚。其实，受不了租房生活的
女孩，也和我过不到一起的。

还有什么话可说？儿子已经点出了
租房过日子的人，与很早就买了一套房子
把生活在一个点上锚死的人，价值观完全
不一样。前者过得像鸟，像风，像流动的
大西洋暖流，后者过得像肥硕的家犬，像
忠实的山岩，像坚定不移在一个方向上积
攒养分和钙质的珊瑚礁。

很难说哪种人生更美好，但，言称不
悔的租客依旧有的是。

十年过去了，从美国回来6年的小全
依然没有买房。他最近邀我去看他的摄
影展。展览的名字就是《租客的房间》。

那是一系列生活现场的照片。学音

乐的女孩子与她的大提琴在一起；开办编
织工作室的单亲妈妈与女儿，以及几百个
毛线团在一起；热爱音乐的男生，与他数
十张黑胶唱片及音乐海报在一起；做财务
的女生与她收集的200多个手办在一起；
杂志编辑与他的滑雪板在一起……小全
有意跟踪了同一名租客近几年的租住地，
发现房间风格的变化是很大的。也许，一
个大男生的根据地，曾经挂满海报与唱
碟，过了几个月他搬了家，最具艺术气质
的设施，就只剩下印有音乐家肖像的靠枕
和折叠花瓶了。

没错，被房东下过最后通牒的租客，
不可能有精力把所有的生活积累都拷贝
到下一个房间。于是，每次，搬家前都必
须来一次被动的断舍离，而每次搬家后，
又要依据新家的朝向、风景、装修的色彩，
来上一次大采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租房，意味着你要不停地与自己的过往说
再见。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租客房
间，如此五味杂陈又生气勃勃
的原因。

小全说，未来，他还想拍摄
《房东的房间》系列。可以想见
的，大部分买房的人会攒着

1986年的报纸和杂志，攒着一柜子的老照
片，攒着 20 年前出嫁时的丝绵袄子和 80
年代风格的大衣，攒着不同版本的《红楼
梦》和《张爱玲选集》，攒着十几年没用过
的搪瓷锅与细瓷茶具，攒着挤挤挨挨、暗
流涌动的回忆。

而年纪轻轻就买房的人，也容易走到
另一个极端——不舍得在房间里加一个
钉子。他们幻想着能住上空无一物的房
间，在精神上彻底摆脱物累，并靠着寥寥
数套衣服度过江南的一年四季。租客小
全很有经验地说：没有哪个租客的房间会
搞得像芭蕾练功房一样空荡荡，也不会有
哪个租客的房间会留着十个书架的书，及
堆到房顶的日常杂物。说到底，房间里的
物品，就像人精神上的脂肪，太厚了，让你
气喘吁吁、挪动困难；太薄了，怎么抵御突
来的风寒？

我带孩子回了一趟老家，半个月后返回时
发现，那些被我精心侍候过的花草，因为天气炎
热导致严重缺水，很多已经成了“干柴”，不由得
心生伤感。虽然心知疏于照料，失去在所难免，
但忆起10多天前它们枝繁叶茂、花朵繁盛的样
子，还是非常感伤！

清理掉枯死的花草，我对着一堆空花盆发
呆，男主人安慰我：“你不是总说没花盆再种其
他的花吗？现在有大把了。你可以重新把土翻
一翻，种一些一直想种却没有种的花。”

听了他的一番话，我突然豁然开朗，就像一
道阳光，钻进心里头。可不是吗？空出了那么
多花盆，又有理由买点喜欢的绿植装饰家里了。

我去花店淘来一叶梅、康乃馨、栀子花，这
些品种都是我先前没有种的，我把它们移植到
花盆里，摆放在阳台上，风景立刻生动起来。

这件事后，我不再纠结于那些必然的失去。
一个交往了十多年的朋友，人生观和价值

观却相差甚远，聊天时总是话不投机，每次听她
说些丧气的话，我的心里便像涌进无数只苍蝇，
一整天的心情都不好。原来从没有想过，我们
会相处得这么难，也没想过跟她走散，可是，观
念上的差异，让我的心受到折磨，不如放手。我
又新交了朋友，新朋友很努力，很勤奋，我们常
常探讨人生，她常常给我鼓励和希望，我的生活
又充满阳光。

一个用了两年的精美茶壶，被我磕破了一
个角。虽然还能用，但毕竟还是有碍观瞻。自
从换了一个新的茶壶后，破茶壶基本就没派上
过用场，搁在角落里蒙了很厚的一层灰。那天
整理厨柜，我鼓起勇气丢掉破茶壶，才发现它并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重要，丢掉后反而轻松多
了。

一个非常疼爱我的姑姑，重病后不幸逝
世。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特别怀念她，也特别自
责，因为自己的疏忽，没有在她重病之前带她去
医院检查身体。自责的我，常常以泪洗面，日子
过得极不开心。后来想想，姑姑也不想看到我
这样，与其痛苦地思念，不如放下，把关注点放
在身边的亲人身上。我去看望姑父，带他购物、
逛公园。渐渐地，我也能正视姑姑的离去了。

生命里，有一些东西必然会失去，有些朋友
注定会走远，有些亲人注定会离开。淡然地面
对失去，怀着美好与希望，坚信明天会更好，你
就会懂得，喜欢的花虽然谢了，还会有更好看的
花正在盛开。

如何面对必然失去的事物
刘希

午睡之趣
刘世河

租客的房间
明前茶

一位医生朋友，十分惋惜地跟我们谈起他的
一个病人。

他的这位病人，身体一直壮实得像头牛。可
谁也没有想到，却突然病倒了，而且，这一病就再
也没能站起来。夺去他年轻生命的，是他的肾
脏。在他入院的时候，医生给他做了全面的身体
检查，除了肾脏，他身上所有其他的器官，都很健
康，没有丝毫的毛病。但一种微小的外泌体侵入
了他的身体，并引发了他一直不自知的慢性肾脏
疾病。

医生说，很多时候，夺去我们生命的，并非身
体里的器官都衰竭了，坏死了，而很可能只是某
一个器官坏了，病了，不工作了。这个“罢工”的
器官，骤然成了一个人的致命杀手，从木桶效应
来看，这个坏了的器官，就是我们身体里最短的
那块木板。

我们的身体，是由无数个器官和零部件组成
的，我们往往会更在意和精心呵护那些我们自认
为重要的器官，比如大脑、心脏，比如骨头、血
液。它们确实重要，事实上，也正是这些重要的
器官和部件，共同挑起了我们健康躯体的大梁。
但其他器官就不重要了吗？显然不是，任何一个
器官，如果出了问题，轻则影响我们的生存质量，
重则夺走我们的性命。

木桶理论告诉我们，生命的长短和质量，并
不取决于我们某个器官或某个部位特别健康，特
别发达，一块板再长，也不能让我们的生命之桶，
盛装更多的水。若想生命长久而鲜活，需要我们
所有的器官，所有的零部件，都健康、灵光。

我们的身体是这样，我们的人生也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优点，也难免有自

己的短板、缺憾。一个人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
他的长处，能胜人一筹，有了比别人长的强项，就
可能鹤立鸡群、独占鳌头，成为某一方面的翘
楚。但是，一个人是否优秀，是否完满，却取决于
他的短板，短板越少，短板与长板的差距越小，一
个人才越有可能臻于人生的佳境。

一个聪慧的人，往往掩盖了其动手能力的不
足；一个勇猛的人，他的冷酷无情可能不为人知；
一个外表光鲜的人，也许内心很龌龊……他们可
能因为人生的那块“长板”而风光一时，但短板一
定是毁掉他们人设的最后一根稻草。成在长板，
毁必短板。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到自身的优点长
处很重要，而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予以弥补，更
难能可贵，更有益于人生。

如果我们不能使自己的长板优于别人，没关
系，我们还可以让自己的短板不输于别人，我们
的人生之桶，就依然可能是丰盈充实的。

身体里的木桶效应
孙道荣

想象你自己被悬挂
在一面巨大的墙上，这
面墙高达900多米，比世
界第一高楼还高出80多
米，而且完全垂直。墙的表面非常
光滑，只有几条裂缝，手指勉强可
以插进。光想象这样的场景，说不
定都会引发一些人的恐高症。

这面“墙”，就是美国约塞米蒂
国家公园里著名的酋长岩。2017
年6月3日，一名叫亚历克斯·霍诺
尔德的攀岩者，在没有采取任何保
护措施的情况下，首次只依靠四肢
就登上了它！这种攀岩方式被称
为自由攀岩(也叫徒手攀岩)。他全
程只用了不到4小时的时间。

亚历克斯在他的 TED 演讲中
这样描述攀岩过程：“在我和山顶
之间有一块光滑的花岗岩。没有
任何可以抓住的裂缝或边缘，只有
细小的纹理分布在垂直的岩壁
上。我只能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
攀岩鞋和光滑的花岗岩之间
的摩擦。”巨石最窄的边缘只

有铅笔那么宽，而他只能用 3 到 4
根手指支撑起整个人的重量。亚
历克斯知道，哪怕任何一丁点儿错
误都是致命的。徒手攀岩界的很
多顶尖高手都因不慎，最终坠落山
崖而亡。

在大自然里，酋长岩只不过是
地球表面的一小块凸起的地方。
一个人站上或者从这块凸起处坠
下，本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自
然界里，再也没有像人这样的生物
——他会用几十年去准备，克服自
己内心强烈而且持续的恐惧，不懈
地挑战地心引力，冒着随时可能丧
命的危险，发誓要登上这块凸起的
石头。

对人来说，自己的目标就是意
义。

攀岩者
郁喆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