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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 有人笑说世界

上有三大难解的哲学问题 "就是

早上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晚上

吃什么 # 要是再加上一个 "恐怕

很多人的困扰都会是 $一个人吃

什么#

人多的时候" 会有很多种菜

谱在脑海中酝酿"只剩一人时"却

顿时灵感枯竭不知吃什么才好 !

也许三个人的时候是两素一荤加

一份汤" 两个人时锐减到一个素

菜"偶尔加一份汤"等到只剩下自

己一个人时" 干脆连火也懒得开

了! 方便面无疑在这个时候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 很多时候你压根

就不喜欢它" 可你又是最频繁吃

它的人"加点%老干妈&就着吃"方

便又有味! 现在叫外卖也变得方

便" 于是一个人时便变着花样叫

外卖"省时省事"日子也能一天天

将就下去!

很多人喜欢聚餐"三五一群"

四五一伙 "觥筹交错 "边侃边吃 "

吃饭加交际 "好不热闹 ! 也有一

些人常常独自去附近的饭馆吃

饭 "这是个人喜好 "但总觉得有

点莫名其妙的尴尬! 点一个菜单

调 "点两个菜又觉得奢侈 "一个

人吃饭 "这些现实问题也着实让

人困扰!

其实" 一个人吃饭也有一个

人吃饭的情趣! 饭菜的味道是需

要静静品味的"一个人尤其适宜!

诗仙李白一个人喝酒喝出 %举杯

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的感触 "一

个人看似孤独"但有美酒相伴"我

想" 这孤独之中也有一丝豪迈和

柔情吧!

一个人吃饭的心情取决于对

生活的态度! 我喜欢一个人吃饭"

一天三餐里" 至少要有一餐是自

己一个人吃的! 一个人吃饭"不要

将就"要添加点情趣! 比如我"会

慢腾腾吃点最爱的清粥小菜 "听

听贝多芬的协奏曲"没人等"没人

催"每个细节都可以仔细享受"还

可以随时停下来"拍张照片"或走

动一下"没有应酬的礼数"没有讲

究的局促 "此时 "我就是我 "舒适

而自在"%一人食& 也是一个生活

情景剧!

最重要的是" 一个人吃饭可

以领悟人生百味" 摆脱一切外界

束缚"脑袋里蹦出的奇妙想法"有

时远比饭桌上无谓凑数的聊天要

精彩得多!

一个人吃饭 "不需要考虑同

伴的口味 "有种想吃什么就吃什

么的任性! 你不用顾忌别人的用

餐速度和习惯 "更不用跟道不同

的人尬聊 "不用推杯换盏 "不用

小心翼翼 ! 自己说了算 "这不是

很爽的一件事吗 # 没有外人打

扰 "专注而慢慢细品 "更能体会

美食带来的乐趣! 无论在外面打

拼有多苦累 "吃饭这件事还是不

可辜负 "好好吃饭 "也是爱自己

的体现!

生活起起落落" 有苦有甜"幸

福与否取决于你的心态!一群人要

好好吃饭" 一个人更要好好吃饭"

因为这是守护自己的最重要的防

线"也是生活美学的重要来源!

爱自己" 从一个人也要好好

吃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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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喜欢看电影" 喜欢看

战争题材的故事片" 几乎上了

瘾!当太阳落山"夜色慢慢笼罩

着山村的时候" 电影开始放映

了!

人们都静静地看着" 即便

是讨论一些看不明白的内容"

也是小声嘀咕"生怕影响别人!

前排的坐着"后面的站着"再后

面的就只好站在凳子上! 后面

的伸长了脖子向前看着" 身体

不自觉地向前倾斜着" 人们便

一排排一片片地晃来晃去"我

们管这叫%打箍了&!此时"电影

场周围的树上" 屋顶上也都爬

满了看电影的人" 一场电影下

来"找不到鞋子的"找不到板凳

的" 还有找不到孩子的'(都

是这电影惹的祸!

那时放映的片子" 大部分

是革命战争片!像)地道战*)地

雷战*)平原枪声*)南征北战*

等等+ 我们幼小的心灵便早早

地种下了爱国情愫" 只要看到

正面人物牺牲了" 就激愤地摔

板凳"砸马扎"看到反面人物被

打死了"就乐得一蹦老高!我想

这就是一种爱国心!

每每看过电影后" 我们这

些孩子便学着电影里的模样重

演一遍! 有时为了几句想不清

楚的台词争论不休"反目成仇"

其实争论的内容不外乎好人不

能死"谁说好人死了"我们就群

起而攻之!

为了看电影"我没少吃苦"

常常是因为消息不准确" 跑了

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 跑了大

半夜" 也没看上一场电影! 有

年冬天的晚上!雪刚刚停下"听

说五里以外的一个村庄" 要放

)冰山上的来客*! 我来不及吃

饭就跑了去!我上身穿件棉袄"

下身穿条绒裤" 脚上穿的是胶

鞋"跑了一路"身上发热"开始

人不觉得冷! 渐渐地" 寒气徒

生"看到中间"便有些招架不住

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浑身冻得

打哆嗦"我咬着牙"坚持把电影

看完! 散场时" 脚已没有了知

觉"就稀里糊涂地往前走"一路

上"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

印象最深的是那天晚上"

我到一个村庄看完电影后"一

个人沿着山路兴冲冲地回家!

走着走着"忽听远处有人说话"

循声望去" 这一下我心里暗暗

叫起苦来! 原来和我一起看电

影的人" 他们走的是下面的一

条平路" 只有我一个人走的是

山路! 而这条山路" 要翻两座

山"越过一个大水塘"经过一片

乱坟岗!此时要想返回去"又要

弯好远好远的路!事已至此"我

只好硬着头皮朝前走! 走着走

着"心里害怕起来!惨白的月光

照着我长长的身影" 我疑心后

面有人跟着, 山风吹得树枝呼

呼响"又觉得附近有野兽出没"

一声猫头鹰叫" 更令我毛骨悚

然!为了给自己壮胆"我从地上

捡起一块石头握着! 当走近一

个村庄时" 我提到嗓子眼的心

才算落地!

好多年没看到小时老家那

样的露天电影了! 但我还是喜

欢看战争片" 喜欢看那些老片

子!总觉得有一种回忆在里面"

有一种情结在里面"挥之不去!

备胎本义指备用轮胎"一旦

哪个轮子爆胎或者出了问题"备

用轮胎就方便及时地取而代之"

汽车不至于中途抛锚! 人在成长

过程中也需要具备 %备胎意识&

或者说危机意识 "战略上叫 %未

雨绸缪&"通俗点说叫%留一个后

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别认

为发展蒸蒸日上时就没有任何

风险"也别觉得自己一帆风顺血

气方刚就百毒不侵!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没有危机就是最大的

危机 " 满足现状就是最大的陷

阱! 风险与人类活动总是相生相

伴"随时都有可能遇到 "临时抱

佛脚是没有用的 " 只有居安思

危"才能有备无患! 只有未雨绸

缪"才能无惧风雨!

生活中" 常有这样的情况$

当你在电脑上编辑文档时"电脑

系统突然崩溃了"辛苦敲打的文

字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候

你开始懊恼没有事先给文件做

个备份,当你驾驶汽车行驶在公

路上"由于酷热的天气或其他原

因"轮胎突然爆裂 "而车上又没

有备用的轮胎"这真让人束手无

策((遇到这些事情"有备胎意

识的人"总能从容地应对突如其

来的变故!

每一次偷懒都在为人生挖

一个坑! 每多走一步"多一次尝

试"都是为人生开辟一个新的出

口! 要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博

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很多人

由于生活得舒适惬意"忽略了备

胎意识"不想学习"不愿提高"不

去努力工作 ! 如果有一天失业

了"再去找工作 "明明机会就摆

在眼前" 却因为没能力抓不住"

可见没有备胎意识的人生将面

临很大的风险!

在顺境时找出路"比在逆境

时找退路要简单得多! 不管是追

赶在途"还是后来居上 "留有后

手方能保证在危急时刻不抛锚"

这也是我们最终走向成功的关

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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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使别人信任自己 "最

重要的是少说给他的耳朵听 "多

做给他的眼睛看!

!

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痛苦 "

而是学会了控制!

!

有时候" 坚持了你最不想

干的事情之后" 便可得到你最想

要的东西!

!

一个人最大的能力" 是让

人觉得你靠谱! 给出的承诺要去

践行"答应的事要尽力去做! 聪明

常见"靠谱难得!

!

你有面包"也有精神食粮"

你才能够追求你想要的爱情 "你

才能够不害怕孤单!

不久前的一个早晨" 朋友送

孩子上学"匆忙间没吃早餐"连一

口水都没喝" 送完回家后急急喝

下一大杯热水" 不成想竟突然昏

倒在地! 几分钟后她清醒过来"第

一个强烈的感受居然是$ 死亡如

果就像刚才的刹那间" 其实并不

可怕"自己并不痛苦"只是苦了亲

人!

死人不怕死"怕的是活人!

于我而言 "今年的感冒咳嗽

是个不速之客"拖拖拉拉从春节

到如今也没断根儿"早前发烧天

昏地暗- 中间失声有心无力 -近

日咳嗽撕心裂肺"新春抱恙就这

么猝不及防在发作 -好转 -再发

作中循环往复+

疾病往往让人头脑迟钝 "但

也不绝对+ 一些器官脆弱了"另一

些器官可能变得敏锐了+ 好些个

夜晚" 我不由自主想起早已驾鹤

西去的外公外婆甚至婆婆" 他们

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和梦

里+ 蓦然察觉"这一段时间有意无

意思考得最多- 最深的问题原来

是...死亡+

还是懵懵懂懂的孩童时"我就

朦朦胧胧地怕死"却从不敢和师长

谈起+ 唯一的例外是"读小学时看

电影)最后的贵族*"父母忽然产生

一种深切的忧心"怕身为独生女的

我会像女主角一样"失去父母后万

念俱灰"余生空悲切+ 那时的我已

然会拍着胸脯让父母放心"而心灵

并没有真正直面现实+

现在我是真正担心起失去

父母这个残酷的命题 + %父母

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

生只剩归途 + &每个人不得不接

受 - 最怕接受这种现实 + 有父

母 " 你就觉得天大的事总有人

为你兜底 " 就有底气有定力可

以挺着 - 扛着 + 可如果没了父

母 "你那些不足 -不能为外人道

的烦恼便没了可倾诉的对象 "

你这艘小船遇上风暴想停靠却

没了最后的港湾 " 想想全是悲

凉 "想都不愿想呵 /

父亲总说 " 我是他能干 -孝

顺 -成功的女儿 "我很汗颜 + 孩

子的一点点出息在父母眼里是

那么重要心里是那么骄傲 "只

有我自己清楚 " 这一点点出息

里都是父母的教育 - 支持甚至

牺牲呵 +

父母爱子 "天性使然 "自不

计较+生为子女"又该如何#我也

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 "没几年也

将年过半百"慢慢对父母与子女

的关系也有了些许体会+ 从前说

养儿防老" 现在方知是错觉 "因

为我自己不仅没做到传统意义

上的养老"有时还会%啃老 &+ 父

母和我更多怕是茫茫人海中的

缘分"是漫漫人生中的依偎 + 孩

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和生命的

延续"父母最想要的莫过于孩子

的好脸色和多陪伴+ 可即便知道

这道理" 孩子也往往做不好 "难

免言语不当-行为失礼 + 好脾气

常常留给了别人"孝老爱亲还真

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我只想对自

己说 " 尽孝尽多大努力都不为

过"都只是亏欠+ 余生用所有的

理智和感情去尽孝吧 "把孔子说

的 %无违 &%色难 &铭之于心见诸

于行"这便是父母应得的福报和

孩子应尽的义务吧+

生命的结束" 其实无所谓悲

喜+ 如果仍会因为死亡而难过"那

么"以乐观之心对待悲观之事"才

是唯一有意义的出路+

感恩父母赐予我生命" 感谢

孩子丰盈我生命+

生而有幸"死亦无惧+

向死而生"活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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