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三月七日下午

地点!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演讲主题!

让心灵安静下来"获得

一个宁静的心灵之旅#

!"

给自己一个真空宠爱生命
我们能够给自己每天一小时的真空吗!

卸下你名片上所有的头衔"这一刻你不是妻

子"不是母亲"不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你

什么都不是"你就是一个天真烂漫的自然的

女儿# 你去看看花"去逛逛景"去听听鸟叫"

去看看心里的梦#

如果有一天你把一切都卸掉"先别想你

们家的房贷还不上" 也不想你家长会你会挨

训了" 也不用想说明天你的那个项目弄不好

了# 这一刻什么都别想"只是养养心"如果能

做到这一点的话"我相信人人都能成为仙女#

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宠爱女人的时代"

但也是一个过度操劳的时代# 我们和疲于奔

命的男人平等了"但是我们透支的也太厉害

了# 每天给自己一段时间"有时间就长点"没

时间就短点"但是没有不行#

我们窗外这个季节正是蓬勃的早春"绽

放梦想# 所以看看天"看看云"感受一下春

天"每天有这么个时光"过好这段心情#

真正心灵丰富了"才应该有所宠爱#就是

天天过节"每天给自己一个欢心的理由"不管

你今天想出去逛逛街" 还是孩子给你画一幅

画"每一天都有所宠爱"生命就有惊喜#

!!"

$摄影%农村版记者 李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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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融通博雅!会变成生活方式
学问这个东西如果能够融通博雅" 它是

会变成生活方式的#对中国文化"我想道家的

态度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说涵养生命"独与天

地精神共往来#

'庄子(里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

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道家的

态度是教我们顺应但不消极+)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就是这个世界上极致的美丽是无法言

说的,)四时有明法而不议*"四时就是春夏秋

冬"它的回环往复里面"有明明白白的法则"

用不着人去议"不用老说人定胜天,最后一句

说得更好"叫做)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万事万

物"种种已成的道理都含蕴其中"不必言说"

你用心去体会就好了#

我们真的能够懂得这三句话吗!

你想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我们今天

看艺术品场所比过去多多了"你去了美术馆"

看那些摄影-绘画"是很漂亮+但是你想想"一

座山川之间"那样一种朝霞暮霭四时的变化"

朝晖夕映"气象万千"那是一幅画能画出来的

吗!

一个人和山峦之间彼此心意相通的默

契"我们今天少了+我们现在的日子是从家里

的地下车库"到办公室的地下车库"然后到楼

上办公室"然后再回家+一个生活条件非常好

的白领"他有可能一个星期是不见天日的"你

说我们的日子是过得更好还是更差了! 你有

大把的流光去坐视山川吗!

今天的人为什么觉得压力大! 为什么会

觉得现实中很多的纷扰自己过不去呢! 是因

为我们没有养心+所以人睡觉是一种休息"但

这只是一种消极休息+ 如果人的内心永远有

一种新鲜蓬勃天地的滋润" 那你才会有一种

坦然的气定神闲去面对世界+

我们被豪奢的物质条件给弄得流行亚健

康"就是什么事都不太提得起精神"厌倦+ 我

们的空气也是一种导向"人是带有场的"一个

蓬勃的人是会聚气的+一个厌烦的人"你会觉

得空气中散发着某种腐败水果的气息" 它会

令人不快+所以你想生活少一点抱怨"少一点

沮丧"少一点厌倦吗! 那人是靠养的+ 就像咱

们用手机" 你待电时间再长" 你不能不充电

吧+ 我们靠什么充电呢! 去自然中"给自己一

份身心的从容与自得+

$%

凡事不要自我中心
孔子说的第四个.勿/"是.勿我*"就是凡

事不要自我中心+世界这么大"一个自我如果

能够融合"辽阔变通"它就不那么自我中心+

太自我中心"说明你自己内心里一是狭隘"二

是较劲+不自信的人才会特别强调自我"因为

他没有融通的能力+ 你说这四点难道不是个

方法论吗!

禅宗的一个故事说" 有一位全知全能的

法师"他凡事融通博雅"弟子都特别钦佩他+

他有一回带着自己的弟子们游方讲学" 到了

一个闹市之上"听见有人在那儿争执+他的大

弟子过去一看"是一家卖布的"来了一个外乡

人"说你这个布不错我买三丈布+老板当时就

说"行啊"

#

块钱一丈"三八二十四"交钱吧+

这个外乡人就犹豫"三八是二十四吗"我怎么

记得是三八二十三呀
$

两个人为这个争+

争得大弟子看不过去了就去拉架%这么简

单的事争什么"你赶紧给他二十四块钱+ 这个

人被陌生人一劝"脸上挂不住了"说你是什么

人要管闲事"我说三八二十三就是二十三+ 弟

子也很生气"说你怎么不讲理啊"这样吧"我师

父在这儿"他全知全能"他说二十三就二十三"

他说二十四就二十四"你敢跟我打赌吗!

这个买布的人正在火头上" 说打赌就打

赌" 三八要是二十四的话" 我输给你一个脑

袋"弟子摸摸脑袋"心想有这么严重吗! 正好

自己戴着个新帽子" 他说三八要是二十三的

话"你看我把帽子给你行吗! 我们俩去问问+

两个人就到了大师那里" 一五一十各执

一端说完了" 说我们俩打赌" 你得说谁对谁

错+大师听完了"云淡风轻"跟自己徒弟说"哎

呀你错了"这三八就是二十三"赶紧把帽子给

人家吧+你说这徒弟多窝火呀"但也不能不听

吧"只好摘下帽子"毕恭毕敬给人家+ 这个外

乡人托起帽子来招摇过市"一路上特别得意"

说你看法师都说了"三八是二十三吧!这一集

市的人议论纷纷+ 弟子很窝火" 窝一天窝两

天"观察他师父+ 发现师父做事还是很明朗"

也没有老糊涂+ 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了去问师

父"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师父这时候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师父说"

是帽子重要"还是脑袋重要!三八是二十四固

然不错"但人家输给你的是脑袋,三八当然不

是二十三"可你输给人家的不过是顶帽子+师

父说"你看什么是佛呀!佛总是站在终极意义

上去考评人的得与失"而不是较小真儿"揪死

理"所以在帽子和脑袋发生冲突的时候"三八

还是可以二十三的+

其实大家想想"这是个好故事"因为我们

在生活里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拿到你的

面前"特别是一个做领导的面前"你经常面临

着二十三对还是二十四对! 我们本能的都会

说二十四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再往深层想"是

脑袋重要还是帽子重要! 这个禅宗故事告诉

我们的 "恰恰印证了 .勿臆 -勿必 -勿固 -勿

我*+ 所以我说"儒-道-释其实都是相通的+

&%

"法无定法#是一切做事的境界
第三字也很有意思"叫.务固*+ 既然目标

都可以调整"那到达目标的方法就一定那么固

化吗! 中国人关于方法论的最高境界是四个

字"叫.法无定法*"就是什么事你不再拘泥说

一定要用分析法 -论证法 -调查法 "还是抽样

法"你不再想着方法你就把它做好了"法无定

法+

我记得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启功先生还

在北师大中文系任教+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十几

岁的孩子"对大师特崇敬"就去请教老先生%我

们在少年宫也学习写字"我们拿这个笔"老师

说虎口这个地方要状如.凤眼*"能够稳稳地托

着一个鸡蛋"这个运笔才漂亮"您看我这个.凤

眼法*对吗! 启先生乐呵呵地说"你那叫.凤眼

法*呀!我看叫.鸡爪法*"你虎口上托个鸡蛋还

写得了字吗! 你学过骑自行车吧"你要死死地

捏着车把那不是撞大树就是撞老头+启功先生

说你别听那些野史笔记上说王献之在练字 "

.啪*一抽笔杆子没有抽走"你说王羲之是教儿

子练字呢还是练武呢! 跟笔杆子较什么劲呀"

什么运笔法"你把它忘了"你不就会写字了吗!

其实这就是境界"这是我们做一切事的境

界+ 放弃这个固定的对方法的追究"你就融通

了"达到境界了+ 就像有好多姐妹问过我"你

说一个人又要做事业"又要管家庭"又要自己

跳舞"又还要有自己的那些想法啊 "时光呀 "

朋友呀"更多事儿一样一样到底怎么安排! 用

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从容! 我就想起来一个

故事%

青蛙问蜈蚣"你看我就长四条腿"我要想

往前跳还得想想两个前腿撑住"两只后腿一用

劲分工协作往前走一步+ 你长这么多只脚"你

最先迈哪只脚呢! 这些话一问"那个蜈蚣.嘎*

就停在那儿"马上不会走路了+呆了半天"蜈蚣

对青蛙说"你永远不要再用这个问题问任何一

个蜈蚣+我一想哪只脚"我就哪只脚不会动了+

其实大家想想"很多事不要太较劲"法无

定法+什么时候把那个用技巧-用脑子的境界

融会到用心的境界" 我们就活得自然也就真

实了+

过去我们有个误会"说起儒家呢"就说他

教我们的都是仁爱"但是没有方法论+ 其实你

翻一翻孔子讲方法论东西很多"比如他说".子

已四绝"勿臆勿必"勿固勿我+ *什么意思!

.子已四绝*"就是有四种思想方法是要不

得的"不要什么呢!勿就是不要打扰的勿"不要

怎么样+ .勿臆勿必"勿固勿我*"臆是主观臆断

的臆"首先一点"人不能主观臆断"一定不能猜

测什么"一定想当然"那你的工作要出麻烦+要

靠实证研究"要有充足证据+

第二个字.必*"这个字看怎么说+ 很多人

说人生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必须坚持不能放

弃+这话也没错"但是在今天这个大时代"我们

经过了
"%%#

年"站在了
"%%&

年"你说地震是

我们能想到的! 金融危机是我们能想到的! 太

多的东西不在掌控之中的时候"人就要学会随

时调整出次目标+不要说我这个主目标实现不

了就要失败"我就放弃+ 这种调整的能力就叫

.勿必*+我认为方向比目标重要"什么叫目标!

比如从我这里现在笔直地向后面那个摄像机

走"碰着那个摄像机才叫做达到目标"我错过

一点呢"就错过了+但什么是方向!我可以用摄

像机作为我的准确目标" 允许向左偏
'

度"向

右偏
'

度+那么在这
!%

度夹角之内"都是我的

次目标+ 我走过去以后"无论你是考个大学专

业"还是去运行一个项目"包括你选一件衣裳"

都可以在次目标里面去做调整"那这人成功的

几率不就大得多吗!

.勿必*是什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别跟

自己较劲"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别说不能这样

的话"我别的就什么都不要了"这不是自己想

不开嘛+

我接受过一个大媒体的采访"那媒体上来

就说"坚持是成功人士必备的潜力"请问你遇

到困难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力

量让你坚持下去!我说实在坚持不下去我就放

弃了+然后人家媒体急了"说那你不能这么说"

这么说我怎么写呀! 我说你看"你问我的是实

在坚持不下去了"那你说一件事如果坚持的成

本远远大于放弃的成本的话"我放弃了这一件

事也许意味着其他更多种可能性的开始"我并

没说我放弃这件事我就从此不做事了"我放弃

了它我不就可以做别的吗! 放弃也是一种选

择+堂吉诃德和风车打仗"那是坚持,海明威写

的'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最后拖回一副鱼骨

架"那是坚持+ 这种为坚持而坚持的事情到底

有多大意义呢! 你想想圣人为什么说.勿必*"

别那么较劲+

孔子说的另外一句话"就是.敏则有功*"

就是谁敏锐敏捷" 谁就能够真正的建功立业+

什么是.敏则有功*啊! 我们这个世界上"太多

的时候人需要去发现一个角度+女人在事业上

跟男人拼的不是蛮劲"而是温柔的智慧"找到

角度去发现一种价值+ 当然这种.敏*很多时

候"跟一个人的乐观态度是相匹配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对兄弟"每年都会

把美轮美奂的罐子装满一船"去对岸大港口城

市"把罐子卖掉换回这一年的口粮钱+ 有一年

弟兄俩又出海了"船还没靠岸就遇到了惊天骇

浪+ 等到船一靠岸"回头一看所有的罐子都打

碎了"哥哥嚎啕大哭"说天哪我们辛苦了一年"

怎么是这么一个不公平的结果"这么好的大城

市"谁买破罐子呀+他弟弟呢"一言不发就上岸

考察去了+ 他在这个城市转了一大圈"发现比

他哥哥想象的还发达"这个城市里家家户户都

在忙装修"房地产蒸蒸日上+ 所以他弟弟回来

的时候手里拎了一把大锤子"一上船.咣咣咣*

就开始砸+ 把所有破了的罐子都砸得稀碎+ 他

哥哥说你受刺激了吧"怎么回来还砸呀+ 他弟

弟说咱不卖罐子了"改卖马赛克+ 人家这城市

装修呢"这么破的罐子都砸成不规则大小的瓷

片"那是多好的装饰材料啊"咱把它都砸了吧+

最后"这弟兄俩卖了一船的瓷片"比卖一船的

罐子还多赚了好多+

你看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敏锐的角度"但

这个角度一定要跟乐观的态度结合在一起+ 我

们在生活里尽人事的同时"还得知天命+ 好多时

候"我们会感慨"说怎么给我这么不公平的结果

呀+ 但其实我想说"结果这个词不能轻易用+ 什

么叫结果! 结果就是你认为已经结束而不可更

改的后果+ 你想想难道我们没有明天吗"明天的

日子不往前走吗!这怎么就能叫做结果呢!所以

这个破罐子"再加加工"破到极致可能会变成新

价值"这就是没有把打烂的罐子当成结果+

印度诗人泰戈尔有一句话说得好%如果你

因为失去了月亮而在那儿哭泣"你就快失去满

天的星星了+ 所以与其哭泣不如建立新价值+

我认为这是女性的工作之一"也就说不是要求

一个女人很苍凉地去忍辱负重+女人的工作成

绩应该是举重若轻"你能够很轻盈地去完成一

种价值的建立"你能够去享受这种工作的创造

性快乐吗!如果你能这样去想"这个职业身份"

也许就不会再变成一种折磨你的角色+

'"

宽是你自己内心态度的一种放大
第二个字叫做.宽则得众*"就是谁对世界

宽"对他人宽"那么众人也会拥戴他+什么叫做

宽!宽说白了"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大家经

常说的一个比方"生活是什么! 无非是你眼前

的半瓶红酒+ 一个乐观的人永远欢天喜地说"

这么好的红酒"还有半瓶子呢+一个悲观的人"

则唉声叹气地说"这么好的酒也不过就是半瓶

啊+ 他们说的难道不是同一件事吗! 什么是宽

啊! 宽是你自己内心态度的一种放大"就是你

想看见生活中的好还是坏+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苏东坡的公案+ 说

苏东坡跟他的好朋友佛印" 两个人参禅悟道"

然后他自己坐累了"就睁眼问佛印"说你看看

我像什么呀! 佛印一睁眼就说"你端端正正地

坐在那儿"你当然像一尊佛呀+ 苏东坡就哈哈

大笑说"你看你这个大胖子"我看你就像一摊

牛粪+

说完了以后"苏东坡特别高兴"回家就跟

他那个旷世才女的妹妹苏小妹炫耀"说我今天

占了大便宜了+ 苏小妹一听就冷笑了"她说就

你这悟性"还参禅呢! 你没有听说过佛家讲什

么叫.明心见性*吗"就是一个人心里有什么"

他眼睛就看得见什么+ 你看佛印说你像尊佛"

那说明人家的心修炼得多慈悲多柔软呀"他看

咱们凡夫俗子个个都像佛一样+ 你可好"你说

人家像摊牛粪"那得问问你自个儿心里面到底

有什么呀!

生活里有这样的人"就是抱怨已经成为习

惯"挑剔也变成了一种习惯+没有什么理由"他

就不往好处想"其实这才是生命的悲哀"因为

这样的话"就把日子过窄了+但是谁对别人宽"

容得下事" .宽则择众*"谁不喜欢跟宽容的人

交往!

什么是一颗心涵养天地呢!我们来说说中

国文化+中国的文化格局"儒-道-佛是源头+这

三家如果我们不把它当成枯燥的死学问"你会

觉得它是一个挺好的涵养身心的生活方式+首

先儒家是教我们进入社会"完成人际关系+ 道

家是教我们涵养自我生命" 跟宇宙自然对接

的+ 第三"佛家是教我们心中酝酿一种智慧的

悟性+

所以儒-道-释是什么!不就是个生活嘛+中

国文化断层太大了" 以至于现在人与人之间失

去了最最基本的那些文化教养+儒家是干吗的!

儒家不复杂"整个儒家的核心概念就是仁爱+

所以孔子的学生问他说"老师什么叫仁爱

啊!孔子说就是爱人啊"好好地爱别人+学生就

问他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何! *孔子就

不以为然"说天哪"你说的那不是仁爱"那简直

是圣贤"仁爱不需要+孔子解释什么叫仁爱"他

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就是咱每

一个人" 不是都想在这个社会上立起来吗"你

想安身立命别人也想立"用立自己的心搭把手

帮别人一块立起来" 这就叫做 .己欲立而立

人*+ 立以后不就想发达吗"所以.己欲达而达

人*"就是用自己的心推到别人身上+所以你想

想"这是一种多简单的人际交往"它就是个感

觉"它教你的就是人际之间最简单的东西+

孔子的学生问他"这仁爱我从哪几个方面

做啊! 孔子给他的第一个字就是.恭*"这世界

上你想有好的人际关系吗! .恭则不侮*+ 什么

叫.恭则不侮*!就是当一个人对他人和对世界

抱有一种毕恭毕敬内心的诚意时"他的生命自

己就会保有尊严"不至于遭受羞辱"这叫.恭则

不侮*+

我有时候觉得"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误

区"就是用脑子的生活太多了"用心灵的生活

太少了+ 你看现在外面那么多的书"好多的专

业培训都是在教技巧"我们真的那么信任技巧

吗! 比如什么叫做恭敬! 社交技巧
(%

讲"求职

!%%

问里面讲的是"一个年轻的学生"一个职

员面试的时候"要以多少度鞠躬"要穿什么衣

服"怎么使用刀叉等等+ 什么是人与人之间最

诚恳的传递"这些书里倒没有讲+其实"人跟人

握手的时候"你是手指轻轻一触"还是认真地

握住别人的手"都在传递信息+ 人跟人之间是

有场的"你的肢体语言传递的是一种信任诚恳

还是厌倦排斥"其实比你说的话还重要+

我自己本身也是做传播学的"大众传媒里

面有一个数字"说人语言传递出来的信息量其

实只占全部信息的
)#*

"其他的
+"*

都是你的

肢体语言+ 所以你看有人等着等着不耐烦了"

开始抱起胳膊了"说明这个时候他内心已经开

始烦躁+ 有的人正说着话"你突然发现这个人

目光游离了"开始哼哼哈哈了"尽管他还在跟

你交谈" 但是他的眼神流露出来的是不专注+

这些东西不是技巧书上能够教得了的+

所以我说"带有诚意的生活"是这个世界

上真正的恭敬+ 你对别人恭敬了"你换回来的

一定也是诚意+

(%

最简单的人际关系是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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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事业需要温柔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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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教人的智慧!

有时候是占有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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