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两年9·18，各地拉响防空

警报，提醒人们勿忘国耻。大连

一个快递小哥，听到警报声，停

车伫立路边默哀，神情肃穆。其

后他受访时表示，那一刻比赚钱

更为重要……没过多久，我又看

到一个内容完全相反的视频：两

个快递人员为了加快卸车速度，

从车厢里把包裹逐个大脚踢出

来，各种包裹散落一地。很明

显，他们不喜欢这份工作，出来

送快递是不得已、不情愿的事

情，所以把内心的怨气，撒在了

别人的快递包裹上。

令我沉思的是，不同的人从

事同样的工作，为何心态上却有

着巨大的反差。而且这种情形

在一些服务性行业，也经常能够

看到，原因也大都相似：工作人

员觉得收入低、事情多、常受

气、每天要重复同样的话无数

次……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

教授彼得森做过一项调查，中国

人由每天从事的工作获得幸福

感的比例，于工业化国家里位列

倒数第一。驱使人们工作的动

力，多是为了解决生计、偿还房

贷、维持生活的平稳……很少有

人能像大连街头那位快递小哥

一样，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能

从内心寻找到有意义的快乐，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由此进入一

种乐和、满足的状态。

我有一个朋友早年到国外

留学，为了挣生活费，到快餐店

打工。起初他自认为这是一份

很丢脸的工作，最怕遇到认识的

人知道他在这里打临工。其后

他观察到，一同打工的人，都是

持一种很自由很放松的心态，不

管是被分配去洗盘子，还是出门

送外卖，总是高高兴兴的，言语

和行动，都充满了活力，绝不会

有大材小用的憋屈感，更不会心

生怨气，责怪命运不公，把情绪

带到工作上。朋友觉得奇怪，为

何这些人能始终保持良好的心

态，把一份看似卑贱的工作也做

得有声有色、快乐无比呢？

等他呆久了，就渐渐明白，

人如果能从所做的事情寻找到

意义，获得快乐，生活质量就会

提升，从而把工作变成一件自己

喜欢做的事，进入到一种幸福的

状态。而这一切的关键，又取决

于内心的“意义结”，即人的阐释

倾向——如果把洗盘子视为一

件很丢脸的事，那么从这份工作

获得的，就会是低人一等、牛刀

杀鸡、不受重用的屈辱感受。

反之，若是知道人生的不同阶

段，会有长短不一的不同工作，

洗碗、端盘子其实是人生不可

缺少的一种历练；或者想明白

了不同的工作，只是对生活方

式的不同选择，心态就会由被

动转为主动，从中找到快乐。

如送外卖的人，想到骑自行车

也是一种有氧运动，很多人每

天还要专门花时间去锻炼，自

己却能工作、运动两不误，一举

两得，就会直接影响其心理构

成，把原本辛苦的工作变成一

段愉快的路程。

两千多年前，庄子就用“庖

丁解牛”的故事，阐述过相似的

道理。庖丁是一个宰牛的厨子，

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并把这份工

作做到了心手相应、操纵自如的

程度，所以他为文惠君解牛，就

像音乐独奏，他手摸到的地方，

肩膀靠的地方，脚步踩的地方，

膝盖顶的地方，发出的声音，都

符合音律的节拍，成为一场集视

觉、音效、舞蹈于一体的艺术表

演。其实，庖丁就是最早解开了

“意义结”的人。

龙应台在《亲爱的安德烈》

里与儿子谈论工作的意义。她

说，我不在乎你是否有成就，只

在乎你是否快乐，当你的工作在

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

感，不论这份工作是给大象洗

澡，还是为河马刷牙。而这也是

对“意义结”的最好诠释。因为

一个人是否幸福，依据的是个人

的主观感受，只要找到了心灵安

适的所在，就同时找到了人生的

价值，即使从工作中，也能获得

幸福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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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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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鲅鱼
我生长在渔村，从小没少享用

鱼虾，但最过瘾的当数吃燕鲅鱼。

那年我高中毕业，分到北塘镇

一个渔业队当社员。盛夏，跟着渔船

出海，在渤海湾用“流网”下燕鲅鱼。

燕鲅鱼，鱼尾叉开，状如燕

尾，几十厘米长，十多公斤重。个

头儿粗壮，鱼尾根部却挺细，刚好

一握——从网上抓取、过数儿，人

们都攥拎着它。

流网，塑料丝线织的，白色，下

到海里，一点儿不显眼——网片上

端拴着泡沫“浮子”，下边拴着石块

儿“沉子”，下到海里，便形成垂直

的“墙”。那“墙”很长，一头拴在船

头，一头延向远方，足有十五六华

里长。游速极快的燕鲅鱼，不幸

“撞墙”，定然“麻烦缠身”……

流网，都在头天傍晚投下。驾

长抽着叶子烟，整宿不睡，盯着：让

渔网处于“横流”方向，还得提醒过

往船只别“轧网”……凌晨天不亮，

才叫醒船员们：“起啦！”

人们面无表情，慢吞吞蹬上雨

靴、扎好防水围裙、戴上套袖，爬出

寝舱——心中都暗暗叫苦：那漫长

的流网，得一把一把“丈量”，不易

啊——每当这时，我脑海会蹦出

《包身工》的句子，不由笑出声，惹

得别人扭脸看我……

捯网时，分捯网和择鱼两拨儿

人——我首选捯网：仗着在校时常

年练单杠、双杠，胳膊粗壮，三对腹

肌结实，正好“亮肌肉”！于是乎，

双手攥紧筷子般粗的网纲，叉开双

腿站稳甲板，哈腰、摇晃肩膀，一把

一把捯网，很是带劲！

渔网不断捯上船：那纤细若无

的网片上，不断冒出银亮、硕大的

燕鲅鱼。也怪，它们都只是尾部

或是钢针般牙齿挂在网上，很少

有头部卡在网眼里，且一条活鱼

也没有——老渔民解释说，燕鲅

鱼属于深海鱼，出水鱼膘就会破

裂。一说，鲅鱼要靠快速游动，才

能通过鳃部获得足够氧气，沾网就

“挂”啦——如此一来，负责择鱼的

船员，必须手急眼快，探身去抓，或

用“回子”（一种网球拍状，带网兜

儿的渔具）去捞，稍不小心，那鱼就

会坠落，默默沉入海底。到手后，往

身后一扔，砸得甲板“咚咚”作响……

不知不觉间，日头浮出水面，

满海金波耀眼。人们累了、饿了，

恰好，伙舱飘出燕鲅鱼饺子或燕鲅

鱼丸子的香味儿。于是，人们受到

鼓舞，手头加快了。有人故意大

喊：“大师傅啊，饭熟了吗，该喂脑

袋啦！”

女炊事员30多岁，眉清目秀，

善解人意。文盲。因其“多大风浪

也能做熟饭，干稀搭配，得空儿还

给船员们补衣裳”等表现，曾获“全

国三八突击手”荣誉称号。她知

道活儿不完，按惯例不能开饭，却

总是在饭口上做妥饭。所做的燕

鲅鱼饺子、燕鲅鱼丸子，很是拿

手——挑选最大的燕鲅鱼，搁到

“舶盖子”（甲板护栏板）上，先用刀

背“啪啪”拍鱼，再从鱼尾处下刀，

去皮、剔骨，最后将鱼肉剁成馅儿，

加入花椒水，不停搅拌……“别来

回搅，总朝一面搅……”有一回她

对我传授道，“海货少搁作料儿，原

味儿最得味儿……”

燕鲅鱼丸子，外表乳白、粗糙，

但入口滑嫩松软，有咬劲儿，就馒

头吃，海味与麦香加在一起，越嚼

越有味道；而燕鲅鱼饺子，实际上就

是那丸子包裹了一层皮儿，但燕鲅

鱼馅儿与其它馅儿不同，它能将面

皮滋润得晶薄剔透，且不露馅儿，

咬一口鲜嫩清新，回味无穷……

后来，炊事员还做了一次“蒸

燕鲅鱼皮”：将大片的燕鲅鱼皮用

盐腌几天，随后晒个半干儿，上锅

大火蒸。不等掀锅，就让人闻着咽

口水。

果然，后来我当过老师、记者、

公务员等，在不同层次的饭店就

餐，却再也没有碰到那么新鲜、那

么大个儿的燕鲅鱼——都是那种

采用各种烹调手法，加入各种作

料，毫无鱼味儿的“菜品”。“吃啊，

鲅鱼上来啦！”旁边同事大惊小怪

地热情推荐，我却懒得伸筷儿。

不由想起女炊事员“海货少搁

作料儿，原味儿最得味儿”的秘诀；

但，也深知道，脱离了大海，就不会

再吃上真实海味了！

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

而是现在能把握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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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
尽管从军事和国土面积来看，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

社会角度来看，宋朝却最繁荣昌盛、极具人文精神。那么，宋朝何以
如此辉煌？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宋朝拥有一套理性、完备的政治制
度。作者选取了25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典故，讲述宋朝的种种政治
制度，呈现了大宋的政治文明成就。

作者：吴钩
定价：108元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吕蒙正母亲姓刘，被夫家逐出

门，住在窑洞，这经历与戏曲“寒窑

记”中的刘月娥有几分相似，所以

有人认为刘月娥的原型正是吕蒙

正的母亲刘氏。

现在网上有一个很火的流行

词，叫作“吃瓜群众”，用来指称看

热闹的草根。被父亲遗弃的吕蒙

正却连“吃瓜群众”都不如。话说

有一日，他在伊水岸边赶路，正唇

焦舌干呢，“见卖瓜者，意欲得之，

无钱可买。其人偶遗一枚于地，

公怅然取食之”。穷得连一片甜

瓜（也可能是西瓜）都买不起，只

好捡起别人丢弃在地的一片烂瓜

皮解解渴。后来吕蒙正当了宰

相，“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

亭以‘饐瓜’名焉，不忘贫贱也”。

“饐瓜”就是烂瓜片的意思。吕蒙

正盖这个亭子告诫自己与家人：富

贵不忘贫贱。

少年贫贱的吕蒙正后来之所

以能够进入政府，并且成为政府首

脑——宰相，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当然是得益于他寒窗苦读的努力；

从制度的角度而言，则应归功于当

时社会存在着一个制度化的上升

通道。这个制度化的社会上升通

道，便是科举制。

科举时代来临

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汉

代主要以察举制选拔社会精英进

入政府，所谓察举，是说地方长官

负责在辖区内发现人才并举荐给

国家。但到东汉末年时，由于请托

盛行，察举制已丧失了选拔人才的

功能：“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

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

怯如鸡。”

魏晋开始改察举制为九品中

正制，在州郡设中正官，按家世门

第、道德才能品评地方士人，供朝

廷授官。但很快中正官便被世族

门阀把持，“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

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

至此而极”，出现了“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世族”的严重阶层固化。

这一等级森严的阶层固化是

被科举制冲破的。科举始创于隋

代，是一种跟察举不一样的公务员

选拔制度。从字面的含义看，“科

举”是“分科举人”的意思，不过察

举制也“分科举人”。汉代察举设

有“孝廉”“秀才”“孝弟力田”“贤良

方正”诸科；而且察举制也有考试

的程序，东汉时改革察举制，要求

“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其

实，科举制有别于察举制的关键

点，并不在“分科举人”与考试，而

是其开放性：察举制的选举权集中

于地方长官手里，科举制则允许士

子怀牒自荐、自由报考，然后以考

试成绩任去留。

史有明载的第一次科举考试，

是在隋炀帝时代：“近炀帝始置进

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当时的

进士科考试要试“对策”，至于是否

可以自由报考，则不得而知。唐承

隋制，继续推行科举制，并确立了

科举考试的基本制度：考试一般分

为“解试”与“省试”两级，解试由州

郡政府主持，当地士子自由报考，考

试获通过的士子取得一个“解额”，

可参加中央政府举行的省试，省试

及第，即具备了授官的资质。宋承

唐制，但增加了殿试，仁宗朝之后，

殿试一般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隋唐科举录取的人数极为有

限，“秀异之贡，不过十数”。宋初

取士也是每榜不过十数，宋太祖时

代共开科 15 榜，共取进士 181 人、

诸科168人，平均每榜取士不足24

人。到了宋太宗时代，科举录取的

人数扩大了10倍以上。太宗皇帝

开疆拓土的能力与功绩不及乃兄

宋太祖，不过他带领宋王朝完成

了从“武功开国”到“文治天下”的

转型。他继位次年，即太平兴国

二年（977）举行的科举考试，录取

进士 109 人、诸科 207 人，另有 191

人考试未及格但“赐及第”，共取

士 507 人，是史无前例的一次科

考“扩招”。

太平兴国二年的科考，宣告一

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时代自此

来临。

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以

科举取士的时代，据研究者统计，

两宋三百余年，总共通过科举考试

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 10

万名，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

倍、元代的近 100 倍、明代的近 4

倍、清代的3.8倍。

也是在太平兴国二年的科举

考试中，三十四岁的吕蒙正崭露头

角，夺得了殿试状元（他的叔叔吕

龟祥同年进士科及第，但吕龟祥成

就不大，只当过知州）。仅仅过了

六年，吕蒙正便被任命为参知政

事，当时他才四十岁。 （连载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