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左迈一步

和一个正忙着四处找工作的同学聊天!

他说一个朋友下岗不到半个月!就被一家知

名公司给聘了去!工作轻松惬意不说!工资

和福利待遇还比过去高了许多" 说这话的时

候!同学一脸羡慕"

他的这个朋友我知道!家境贫寒!读大

学的费用都是靠自己打工# 做家教挣来的!

毕业后因金融危机和专业限制!好不容易在

这个城市谋了份差使!却因别人的恶意排挤

而丢了饭碗" 如今因祸得福!我心里也替他

高兴几分"

我问!他怎么找的工作$

同学说!一次应聘回来!他骑车去看一

个远亲时!发现胡同拐角处的墙上贴着一些

小广告!而在那些修下水道#补漏#搬家#钟

点工的广告中间!有一张广告上面除了一个

网址之外什么也没写" 他觉得很有意思!就

把这个网址记下了" 回家上网的时候!进去

一看!是一张空白试卷" 他突然有些好奇!便

一道一道认认真真地解答" 那张试卷答起来

并不容易!网上没有现成答案不说!每道题

都需几种知识融会贯通" 可他是个倔脾气!

午饭都没吃!硬是花了两个小时将试卷解答

完毕" 可等他等出题目以后!令他意想不到

的事情出现了%%%%%屏幕上突然弹出了一

个&如果您愿意!欢迎您加入
!!

公司'的窗

口!下方是一串醒目的手机号" 就这样!他成

了那家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

听完这个故事!我笑了" 同学还在一边

唏嘘不已 ! 说他简直是瞎猫捉了个死老

鼠%%%%%碰到了好机会" 我问!如果你是他!

事情会不会这样发展下去$

同学歪着头思忖半晌!&如果我是他!我

不会停下来去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广告!既

使看了!也不会对那条只留着网址的广告感

兴趣!即使感了那么一点兴趣!也不可能记

下那个网址!即使记下了那个网址!上网的

时候点击它的几率也极小! 即使点击了!看

到了那张试卷!我也没心去答!即使我实在

是闲得无聊! 以打发时间的心态去答卷了!

也绝对没有耐性坚持答到最后一题" '

说到这里!同学忽然愣了一下!似有所

悟地看我一眼!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没有遇到机

会!而是机会在左!我们在右!没能适时地向

左迈一步!去紧紧地抓住机会" !崔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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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偶然间在微博上看到一组美

图! 题为 &认真的你最美丽'! 画面

上的每个人都在专心地做一件事! 绘

画# 插花# 陶艺((专注的目光和凝

重的神色! 如同一曲摄人心魂的钢琴

曲"

认真的人总会感染他人的内心"

季羡林先生在回忆录 )留德十年* 里

讲了一个故事+

!"#$

年冬天! 盟军完

成了对德国的合围! 德国人的生活困

难重重! 尤其面临缺乏燃料的困境"

在生命受到威胁时! 人们没有去山上

大肆砍伐树木" 德国林业人员找到老

弱病残的劣质树木做上记号! 告诉民

众只能用它们来生火 " 直到二战结

束! 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违规砍伐

的事件" 德国人的自律源于认真! 这

种在危难关头还能保持认真的态度!

让世人感到震撼"

认真的人对待自己不糊弄" 西方

有句话 + &上帝一定会保佑认真的

人! 即便他们活得辛苦"' 很多人从

小是听着 )小猫钓鱼 * 的故事长大

的! 认真做事# 认真思考# 认真总结

是他们的成长指南! 也是社会的价值

基石之一" 而认真活着的人! 外表干

净利落! 内心平和淡然! 散发着自信

的气息"

对自己态度认真还有助身心健

康 "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刘易

斯,特曼研究发现! 对自己认真的人

会有合理的生活规划 ! 并能付诸实

施! 而且更注重细节" 因此! 他们活

得更规律 ! 会约束自己 ! 生活有节

制"

认真是如此美好的品质! 但有句

流传甚广的口头禅却让认真变了味"

当你想搞清楚某件事的来龙去脉时!

就会有人高深莫测地说+ &认真你就

输了"' 当你想把工作再精益求精一

点时 ! 就会有同事很不耐烦地说 +

&公司又不是你的! 认真你就输了"'

当你要考证一篇微信养生文章的真实

性时! 也会有人不屑一顾地说+ &看

看就算了! 认真你就输了"' 这样的

人! 常以游戏人生的高人自居! 而认

真被当成讨嫌的品质被人嘲笑! 暗含

的意思就是偏执# 不懂变通# 没有悟

性"

当今社会! 玩世不恭似乎成为多

数人奉行的准则" 针对一件不值得认

真的事情或者难以分出对错的情感问

题! 的确要用超然的态度避免争执"

但世上有更多值得认真的事情" 一个

原本有价值的问题! 对方一句 &认真

你就输了' 便消解了其中本当严肃之

处" 而一个人的人生中! 假如没有什

么值得认真的事! 恐怕也只能糊弄着

过完一辈子" 如果每个人都马马虎虎

上班! 写不靠谱的文案或程序! 糊弄

着做生意! 一切都是凑合! 觉得差不

多就得了! 那么! 我们的生活中将会

充斥着摇晃的家具# 开线的衣服# 失

灵的电器((这就是放纵 &不认真'

的结果"

不过认真也要适度! 千万不能较

真" 过于较真的人在自己狭小的世界

里认真着! 无暇打开心门! 可能遭到

疏远" 他们把规则神化! 一旦打破一

次! 就可能心烦意乱! 不利于心理健

康"

!侯玉波"

有 一 个 人 问

一位哲学家 +&从地

到天有多高$ '哲学家回

答+&三尺高- '&为什么这么

低呢$我们人不都长得至少有四

尺#五尺#六尺高吗$ '哲学家回答+

&所以!你超过三尺高的人身!要在天

地间立足!便要懂得低头- '

这段话实在深富人生哲理- 古代的

儒家!学子入学!先教你叩头拜师.佛教的

信者!信佛要先礼拜.甚至朋友相

交!也要点头敬礼" 一个人如果

不和人接触! 随你长得有多高!

随你如何昂昂乎不可一世" 但

是!假如你要和人接触!你就要低

头#谦卑"

低头的人!象征着有礼貌.低头的人!

表示懂得谦虚" 低头的人生!才能前进"

因为低头!才能和人接触" 佛教的顶礼#

礼拜!是和佛陀接心.晚辈在长者前面

低头垂手!表示要长者认可"

低头是礼貌!但是佛教有时候

也不是完全要人低头!有时候昂

首瞻仰!也是在行礼" 甚至绕

佛#绕塔!也是表示依恋#

表示恭敬" 因此!佛

教 认 为 该 低

头的时候低

头! 该抬头的时候

抬头! 该围绕的时候围

绕!甚至心意观想!都视为是

恭敬" 恭敬就是沟通!沟通只要

能表达心意! 只要对方肯接受!就

是相互尊重"

在佛教里! 关于低头还有另外的

解释!所谓&照顾脚下'!意指一个人做

事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要把路走

好"

照顾脚下!才有根本" 人!为了安

全!开车#走路!都要往地下看!而不

会往天上看" 一个人如果眼睛一直往

上翻#朝上看!则必定会失败"

低头!是成熟#是美德" 你看!古树

结实!都是垂下地来.稻穗成熟!也是低头

的样子" 低头是谦卑!低头的人生会受人

欢迎"

低头的人才有人缘" 人缘是从低

头中来!被人重视也是从低头中来"

能低头! 必定会有扬眉吐气的一

日.能低头!必定能有奋发有为

的一天"各位读者!你们体会

过低头的美妙和好处吗$

!星云"

低 头

伴着音乐相亲 成功率高

当回想起恋爱初期的美好时光时!

你的脑海里是否会自动响起一首歌$这

种浪漫的基调是有科学依据的" 近日!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在

约会时播放音乐!会让双方更加相互迷

恋"

研究者让参与者参加日本传统的

&猎婚'活动!一部分青年在有背景音乐

的情境下交谈
%&

分钟! 而另一部分青

年听不到音乐" 活动结束后!研究者要

求他们从自信心#可爱程度等方面评价

对方" 结果显示!在有背景音乐播放的

情境中!参与者会觉得相亲对象的亲密

感和吸引力增强"年轻人如果希望追到

心仪的对象!不妨带他/她0去一家有音

乐的咖啡馆或餐厅吧" !陈博"

心理!人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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