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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一個怨字，我深有感受。身邊許多人都愛怨，把責任推給別人，
甚至有人怨父母把自己寵壞了。其實，成年人都是自己寵壞自己的，找
個藉口來開脫而已。古語：「三歲定八十，七歲定一生。」懂事以後，
自己要分清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一事無成可不要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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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禪詩叫《怨春風》。一個「怨」字道出了俗世人的通病。高僧直接地指
出：「榮枯元有數，不必怨春風。」世間一切有其自然規律，一月是梅花落，
二月桃花紅了。人生也一樣，三十、四十歲是壯年，六十、七十歲是晚年，身
體機能必下降，順其生老病死的規律，切勿怨天怨地。梅花盛放賞梅，桃花開
了賞桃，朝陽美麗，晚霞一樣紅艷。生活小事也許可由人們決定，但大事則必
有天意了。但天道酬勤，努力的人也必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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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畫禪心（七十五）
我有同學在駕校做教練，遇到聚會不熱

鬧，需要段子救場的時候，他就會說一些
駕校軼事來活躍氣氛。比如有人考科三連
掛了幾次，一幫人到夜市喝酒解悶，座中
有人說起曾國藩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的
經歷，對掛科者進行慰勉，最後還半開玩
笑說了一句，如果實在考不過也不要緊，
反正無人駕駛汽車也準備面世了。掛科者
喝了幾杯，心想你們這些老司機不帶我
玩，還要諷刺我，於是就打了起來……
這樣的結果，很符合社會學的「相對剝

奪感」，即有人把處境與身邊參照物做比
較，發現處於劣勢，就會有一種受剝奪的
忿恨不平感。尤其考駕照這種大眾化標
杆，不是每個人都能內心強大得像某大學
女生考了四年才過，還嘻哈與舍友拉橫幅
慶賀，或像有人在自己車上寫一個「女」
字，下面標註「路考七次」，坦然自黑
的。《速度與激情》能拍到第八部，贏得
巨大的票房，其實就一個鮮明主題，我是

老司機我驕傲。
在開車還屬於一項謀生技能的時代，有

人告訴我，從小調皮膽大的人，多是好司
機。這種說法的基礎是調皮的人機靈，精
力多側重於自己感興趣的方面，且敢於冒
險，所以掌握技能比一般人快。像塞納、
舒馬赫從小就是壞孩子。與此形成對應的
是一個笑話，有新手開車上下班，本來晚
上六點多就應到家，卻拖到九點才回來，
問原因，說是路上車太多，在小區門口不
敢切線，結果被車流一直裹挾到郊外，沿
着高速繞了一個近兩百公里的大圈才回到
家——難怪有編劇在科幻電影裡，通過外
星人教訓開車的人類：「聽着，夥計，有
時候生活不必要循規蹈矩的！」
車技與智力知識也全然無關。好萊塢電

影《學會駕駛》，女主角是一個自視甚高
的書評作家，卻從來不會開車，在驟然被
丈夫甩掉之後，為了生活便利，不得不到
駕校學習駕駛。她一上路就莫名恐慌的表

現，總讓我想起那個著名的現實例子，有
人從26歲學車到40歲，14年都沒有通過
科二，最後棄考，如釋重負的駕校校長專
門請她吃飯的事情。人的長項和興趣往往
是貼合的，興趣就是最好的指導。
當然也有埋怨車技太好的。曾獲得八次

托尼獎最佳導演提名的英國人斯科特．艾
利斯，年輕時被送到慕尼黑接受熏陶，他
為了方便到處遊玩，買了一輛車，每天無
照駕駛。結果有一天他撞倒一個橫穿馬路
的中年人。由於他剎車及時，那人沒受
傷，爬起來拍拍身上的土，也沒追究他的
責任，就急匆匆走了。這個留着小鬍子的
人，就是上任前的希特勒。艾利斯一直活
到1999年，餘生中不斷怨悔自己的車技太
好，沒能失控把希特勒撞死。
車技與廚藝其實很相似，能把菜燒熟，

並不需要天資。但要做到會家不忙，從容
自若，就需要一點比會燒火更高級的稟
賦。

2017年歲末，「楚河漢界世界棋王賽賽址」在
鄭州黃河遊覽區鴻溝遺址奠基。與會嘉賓紛紛簽
名，簽署「共建世界象棋之都」誓約。古老的象棋
文化是鄭州一張文化名片，在海內外史學界、旅遊
界和象棋界影響深遠。新年伊始，筆者約幾位閨蜜
驅車20公里，抵達鄭州西北黃河之濱尋古探幽，
重訪曾經彪炳史冊的楚漢爭霸古戰場——鴻溝。
獵獵寒風中，我們在景區碼頭登上一艘皮筏艇，

沿黃河西行20分鐘，駛近著名的桃花峪。只見邙
山之巔挺立一匹碩大的鑄鐵駿馬，馬首高揚，威風
凜凜，導遊說：「這裡屬滎陽市廣武鎮地界，鴻溝
就在前面了！」舉目前望，左前方有條峽谷，橫跨
兩座大山之間，陪同的黃委會總工程師徐先生說：
「您別小看這條山溝，兩千多年前這裡是不可逾越
的軍事天塹，屯集過千軍萬馬，上演了一場金戈鐵
馬的傳奇呢！」
我們下船，向鴻溝走去。此地緊靠滔滔黃河，兩
邊是綿綿邙山，向東便是黃淮大平原，南接中嶽嵩
山，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中原逐鹿」最早指的
就是這裡。我仔細端詳這條懸崖峭壁中的山澗，它
寬約800米、深有200米。導遊說：「當年楚漢相
爭、鴻溝為界的故事就發生於此，鴻溝之西是漢王
城，之東為霸王城……」女友呂蓉驚呼：「原來中
國象棋上的『楚河漢界』就是此地啊！」
冬日陽光下，黃河濤聲嘩嘩，邙山莽莽蒼蒼，一
派蒼茫景象，不由思緒聯翩。遙想秦朝末年，二世
昏庸，天下大亂，群雄爭霸，最後剩下項羽、劉邦
兩支勁旅。名將後裔項羽，在巨鹿破釜沉舟擊潰秦
軍主力，劉邦卻率先入關滅了秦國。項羽意欲問鼎
天下，自詡「西楚霸王」，封劉邦漢王，在咸陽郊
外設下「鴻門宴」，成語「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即
源於此。劉邦脫險後，誓與項羽一決雌雄。公元前
205年，兵強馬壯的項羽在彭城（徐州）大敗漢
軍，劉邦率殘部一路逃至鄭州滎陽，在廣武山招兵
買馬重整旗鼓。不可一世的項羽乘勝追擊，兩軍在
鴻溝展開慘烈的拉鋸戰，劉邦憑地理優勢與項羽對
峙四年，雙方難分伯仲。最後約定以鴻溝為界「中
分天下」，溝西為漢，溝東為楚。導遊說：「鴻溝
的殘垣斷壁見證了曠日持久的楚漢大戰，千百年
後，農民還在鴻溝挖出銹跡斑斑的弓箭、刀戟
哩！」

呂蓉困惑：「項羽是大名鼎鼎的亂世英雄，怎麼
敗給農民出身的劉邦呢？」徐先生道：「當年項羽
見強攻不下，率楚軍從鴻溝返回江東，劉邦揮師追
擊將楚軍打得節節敗退。項羽逃到安徽靈璧縣烏江
邊垓下村，在『四面楚歌』中徒喚奈何地悲壯落
幕！」我想，項羽乃一代梟雄，但他剛愎自用，缺
乏戰略思想。劉邦雖一介草民，人格上卻勝他一
籌。首先，劉邦知人善任、有戰略眼光，坦承「運
籌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
家、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
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有此三傑，吾
所以取天下也」。其次，他能與將士同甘共苦，誰
打勝仗就褒獎晉級，部下自然願跟他出生入死。第
三，他在鴻溝坐擁「敖倉」、屯集糧草，後備充
足。憑着自己的智慧、隱忍、意志和人氣、威望、
遠見，最終戰勝強敵、奪得天下。
呂蓉若有所思歎曰：「難怪項羽在最後時刻，目

睹兵敗如山倒慘局，詠出一首《垓下歌》來——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
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徐先生說：「項羽的失
敗其實在鴻溝就埋下伏筆，正是『勝也鴻溝，敗也
鴻溝』，所以兩千多年來鴻溝一直被人念念不忘引
以為戒！」詩仙李白《登廣武古戰場懷古》中有
『伊昔臨廣武，連兵決雌雄。戰爭有古蹟，壁壘頹
層穹。猛虎嘯洞壑，饑鷹鳴秋空。翔雲列曉陣，殺
氣赫長虹』的感慨；杜牧任池州刺史時途經烏江
亭，寫過一首七絕《題烏江亭》：「勝敗兵家事不
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
未可知。」意思說，勝敗乃兵家常事，項羽如果胸
襟豁達，回江東後重整旗鼓，或能捲土重來轉敗為
勝呢。徐先生是水利專家，他話鋒一轉：「大家都
知道鴻溝是楚漢爭霸古戰場、中國象棋發祥地，其
實它還是古代一條重要大運河哩！」他說，大運河
是公元前360年東周末期魏惠王興建，又稱「蒗宕
渠」。它經歷了秦、漢、魏、晉、南北朝，曾是黃
河與淮河之間重要的水運交通線。
見我等大感興趣，徐先生如數家珍道，當年魏惠

王出於防衛之需，兩次開挖鴻溝。他引來黃河水，
向東流經中牟、開封，南下入穎河通淮河，將黃河
與淮河間的濟、濮、汴、睢、穎、渦、汝、泗、菏
十幾條河道連接起來，構成鴻溝水系。鴻溝經鄭州

東郊圃田澤調節，水量愈加充沛，促使航運暢通。
向南經淮河和邗溝（連接淮河與長江古運河），又
與長江貫通；向東、北、西則分別與濟水、洛河、
渭水相連，使河南成為當時全國水運中心。徐朗聲
道：「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曾利用鴻溝水系運輸物
資、灌溉農田，將南方糧食運到北方，還在鴻溝旁
建了個『敖倉』作為糧食轉運站，對經濟發展功不
可沒！」
我問徐總：「鴻溝怎麼荒廢的呢？」他說，漢武

帝時黃河在濮陽一帶決口，泥沙堵塞運河水系，鴻
溝遭到嚴重破壞。漢平帝時黃河又衝入鴻溝，加劇
了淤塞。後曾幾次治理，但大運河支流太多，難以
顧全。如此年久失修，鴻溝終於荒蕪了。徐補充
道：「當年隋煬帝正是在鴻溝基礎上，舉全國之力
開鑿隋唐大運河，將杭州通濟渠與北京永濟渠連起
來，為盛唐大宋的繁華奠定基礎，可見京杭大運河
源頭也在鴻溝喲！」
見大家愛聽歷史，談興不減的徐總工又提起一樁
往事：當年鴻溝對峙，劉邦的漢王城遭楚軍圍困，
危急之中部將紀信裝扮劉邦逃遁，迷惑項羽，劉邦
脫逃後，城內百姓得救，紀信卻被項羽燒死。劉邦
登基後不忘紀信大功，下令全國各地建城隍廟，紀
信被奉為城隍神，護城佑民。所以城隍廟歷來香火
鼎盛，鴻溝亦成為中國城隍文化發祥地。
「以史為鏡而知興衰，以人為鏡而明得失。」徘

徊在乾枯的鴻溝兩岸，《黃河謠》的樂曲從河岸悠
悠飄來，腦海不禁泛起劉項巔峰對決的刀光劍影的
廝殺聲，聯想起距此不遠的虎牢關曾演繹「三英戰
呂布」的壯舉，想起秦王李世民在此以三千鐵騎擊
敗竇建德十萬大軍走向統一的傳奇，還想起明末高
迎祥張獻忠等義軍從附近大海寺啟程跟隨李闖王一
舉推翻明王朝的歷史史詩……又想起「勝者為王敗
者為寇」的千古民諺，更蕩起「人間正道是滄桑」
的普世真諦，不禁令我感慨萬千。
此刻，時速350公里的京廣高鐵正從身邊鄭州黃

河大橋呼呼駛過，萬頃清流則沿南水北調鄭州段從
黃河底下滔滔穿過……鴻溝啊鴻溝，你見證了多少
歷史風雲，更銘記新時代華夏崛起的偉大奇跡！

宜家（IKEA）創辦者坎普
拉德（Ingvar Kamprad）早前
逝世，然而，他所首創的銷售
方式徹底改變零售商的經營模
式，在現代生活中有兩方面得
要感謝宜家：平板式傢具，以
及購買更多原本不打算選購物
品的佈局，兩項原則已廣泛為
許多零售店所採用；話說宜家
在上世紀50年代首次推出平板
傢具，那其實是天才創舉，讓
世人認識宜家的有效方式——
經濟實惠與運輸方便為顯而易
見的好處；此外，平板傢具亦
對消費者潛意識產生影響。
當宜家不再銷售組裝妥當的

傢具之時，可能還沒意識到對
消費者產生何種影響，然而，
科學家已找到消費者何以喜愛
自行組裝傢具——觸摸產品的
簡單動作可增加對產品的整體
感知價值，或可想像一下，還
有什麼比親手組裝一件傢具，
就可親手觸摸呢？事實上，消
費者親手組裝傢具花費的精力
愈多，就會愈喜歡，那就是宜
家的致勝法寶。
實驗表明，親手組裝物品此
一過程，就會讓世人對物品產
生更強烈的好感，此一經驗很
多人都嘗試過，大可稱之為
「宜家效應」；觸覺本身乃神
經與情感的結合，因此效應可
進一步增強；那就意味着當世
人觸摸物品時，大腦的情感區
域被激活，就可體驗到與產品
之緊密聯繫；世人或因親手觸
摸而創造所有權的感覺，亦可
增加對物品的感知價值，因此
組裝者一旦完成組裝之後，就
會對傢具感到自豪，並體驗到

與傢具的親密感覺。
其實宜家門市的佈局引導購

物者更具創意的思維模式，曾
到過宜家偌大的門市，進去時
或僅預算購買小量商品，但當
走出來時，就會發現購物車裝
滿商品，那得益於商店的環形
設計與單向系統；此種設計讓
顧客常看不到下一地點，從而
擔心如果不沿路繼續走下去，
就會錯過某些商品了；整個門
市都有潛藏的出口，那意味着
顧客可能錯過幾個區域，而且
很少有消費者願意冒險；皆因
顧客知道，過一會再回來重看
某件物品可能比較麻煩，所以
當看到物品之時，就傾向於將
之放進購物車，那就可確保顧
客可親手觸摸到產品，反過來
就會在心理上產生佔有慾，在
通往收銀台的途中，從而降低
拋棄產品的可能。
由於看不到拐角另一面的商

品，也會在潛意識中產生神秘
感，那就會吸引顧客逐漸移步
前行以窺探箇中實況，而神秘
環境通常會令顧客產生更強烈
的喜好之感，從而鼓勵顧客在
商店邊走邊看；看得愈多走得
愈多，就愈有可能選購某些商
品——尤其在展示小商品的角
落，發現諸如蠟燭、餐巾與相
框等，皆因在昂貴商品背景
下，就會顯得相當便宜了。
宜家在開發觸覺心理學及消

費者潛意識的創造力，無疑為
成功的重要因素，亦為被很多
零售門市學習借鑑的原因；儘
管坎普拉德已離開人世，宜家
卻從他身上，繼承與消費者溝
通，那就是創造性思維模式。

■葉 輝

宜家：親手觸摸心理學

老司機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青 絲

■張愛玲

深山最美的風景

豆棚閒話

■吳翼民

在鴻溝追尋歷史

詩情畫意

浙西衢州古城多山，去城數十里延綿不斷
都是環環相套的深山，謂之紫微山脈，主峰
水門尖高一千五百米許，也很有些氣勢了，
與閩北、皖南、贛東諸山系相連接，是一個
山的世界。
山一深一高，就有些看頭，崇山峻嶺是層

層疊疊的蒼翠，深綠的是松、修長的是竹，
還有各種各樣別的植物，如山杜鵑，亦即映
山紅，介於灌木和喬木之間，比人工栽培的
杜鵑粗獷得多，春風一度，一簇簇粉白艷紅
滿山崖的點綴，還有怒放的山梨，於蒼翠艷
紅中白得耀眼，山就更加嫵媚多姿。
樹、竹和別的植物都蓄水，把江南雨霧霜

雪的滋潤都蓄了個充盈，山就顯得清新嬌
嫩，像發育健美、水靈靈的少女，勃發着不
可遏制的生命力。不知哪個山谷裡就響起一
片潺潺的流水聲，循聲處拋出一匹銀光閃閃
的瀑布，從高高的山崖上抖展開來，在陽光
裡顯七彩霓虹，飛濺下千顆晶瑩的珍珠，然
後就沖鑿出一個清澈的深潭，再沖刷出一條
活潑跳躍的山澗，那山澗蜿蜒於山中，高高
低低的瀉落，彈奏着好聽的樂曲，多條小山
澗匯合成大山澗，從深山一直吐湧到山外，
歡快地歌唱着、奔騰着，最後變成溶溶漾漾
的大河，或者竟至流出一個碧波千頃的湖
泊。江南的山之所以秀麗，就是有水的緣
故，山和水有機地組合，水活，山也活。
山是那麼的水靈，植被是那麼的豐富，於

是就吸引來飛禽走獸們繁衍生息。這裡的飛

禽最可人意，擔當着大自然歌手的角色，到
處唱，獨唱、對唱、重唱、合唱，有唱美聲
的，也有唱流行的，還唱出了多聲部，都率
性，唱的都是情歌，殊不知春天是愛情的季
節，深山裡的鳥兒無拘無束、無憂無慮沐浴
着愛的陽光雨露哩。除了飛禽，深山裡的走
獸也不少，有野兔、野鹿、野豬……居然還
有老虎和豹子。當地人言之鑿鑿說，有樵夫
在夜間跟老虎遭遇過，那傢伙夜色中目光如
炬，以燈照之，遍體條紋，便對視、對峙，
有頃，老虎居然不戰自退，堪歎山大王全沒
了威風。這大概就是世界最瀕危的華南虎
了。有人不信這裡的深山有虎蹤，我信，緣
為這山實在深不可測，虎是山的精靈，也深
不可測，是此間豐富的生物鏈之制高點。捨
此，這山就顯得小氣。不過，走獸們可不像
飛禽那樣無憂無慮，山固然深，但人類的觸
角無所不至，山下農家菜館就有源源不斷的
野味供應。別說獐兔之類聞之喪膽，連山大
王也不敢貿然露臉呢。我們期望着能突然見
着什麼一鱗半爪，是見着了，只不過是小小
的變色龍而已，即便如此，對我們這些久居
平原城市的人來說也是聊勝於無吧。
深山裡是藏有好風景的，所謂的好風景應

包含有峭壁巉岩、飛瀑深澗、古樹名木這些
元素。當然，有了人文景觀更是相得益彰。
衢州的深山裡多的是這些元素，一不留神就
踩出一個風景名勝，衢州人早不滿足於有海
內青霞第八洞天之稱的爛柯仙山和南孔廟這

些名勝了，正努力向深山索要寶藏呢！於是
藥王山和天脊龍門等一流景觀就應運而生。
衢州深山裡的景觀都是大景觀，雖不如五

嶽和黃山這般大氣磅礡，在江南也可以傲視
群雄了。便如天脊龍門陡壁上層層疊疊的人
工棧道即是別處見不着的，足足兩公里長，
還有山崖間一百餘米長的索橋，皆是自然和
人工相和諧的傑作。我一向討厭所謂的高山
索道，使得好山水就大煞風景。而衢州的風
景開發非是畫蛇添足，而是畫龍點睛矣。
在藥王山深山的山道上，時能見着迤邐於

山道上的背夫背婦，他們佝着背，低着頭，
背上馱着重物，手裡拄着T形的拐棍，一步
一步向前走着。他們所背何物？細一看，原
來是沉重的水泥和黃砂，一二百斤重的分
量，高高低低，上上下下的背，進出一趟，
約兩個小時，所得報酬，二十元而已。他們
背去的黃砂和水泥就用於山道的修築，崇山
峻嶺間層層疊疊的道路都出自他們的雙肩
啊！我仔細留意了，這些背夫背婦皆飽經風
霜的模樣，精瘦，臉面粗糙、刻着深深的皺
紋，有的已然頭飛霜雪，他們在創造美麗的
風景，自己身上卻失去了美麗的風景，而我
們這些人連欣賞美麗風景有時也怕苦怕累，
對照之下，不免感到愧疚。其實，眼前這些
背夫背女即是深山裡的好風景哩，比什麼樣
的風景都好。看着，你會感悟到人的剛毅、
人的偉大，你會更加熱愛好山好水，珍惜跟
山水一樣美好的人生。

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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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鴻溝鄭州鴻溝 作者提供作者提供

灶邊遐思
——獻給我親愛的母親

我迷戀灶火閃爍發出的聲響，
也愛聽枯枝燃燒奏響的樂章。

此時我總會想起你，還有灶台和家鄉的老宅，
原諒我吧，原諒我不能陪年邁的你遠眺夕陽……

你的家曾高朋滿座，鴻儒談笑，
不缺美饌佳宴，更有雅韻繞樑，

你對每位客人都以心相待，恰似春日暖陽……
手抓飯更是舌尖上的誘惑讓滿屋飄香。

那一刻，你在鍋灶邊施展非凡廚藝，
為賓客們端上香味濃郁熱騰騰的麵包，

你的語言魔力難測能為靈魂療傷：
「從頭再來，我們就該用滿腔快樂
來結束生命長詩的最後一行……」

你的心為朋友們預留了棲息的角落，
他們靠近爐火旁的你，去感受生命的溫暖。
鍋灶裡火光搖曳生姿，麵團在靜靜發酵，

只有在你的灶邊，客人才享有王者的榮耀……

我多想收藏你晶石般純粹的火焰，
讓它駐留在我的靈魂裡閃爍發光，
我願你慈愛的面龐和高尚的形象，

永遠扎根在人們的心房……

■ 拉．阿利莫夫
（塔吉克斯坦）

宋紅 譯

絲路詩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