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映于2009年的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讲述了一个来自印度
孟买贫民窟的青年，在
一档关于知识竞猜的
电视节目中一路闯
关，实现梦想。该片
将益智问答节目融入到电影中，改变了叙事方式，将主
角的过去和现在交叉剪辑。片中两位小演员鲁比娜
和阿扎鲁迪，是从孟买达拉维贫民窟300多名儿童中
挑选出来的。因为出演本片，他们第一次离开了这
里，并得到了精致的礼服，前往好莱坞参加第81届奥
斯卡颁奖典礼。但他们的人生从此有何改变？2020
年一则新闻报道披露，18岁的阿扎鲁迪没有了外界
资助，重返贫民窟生活。女孩鲁比娜也经历了很多坎
坷，她的家两度被烧毁，大火还烧毁了她所有的奥斯
卡纪念品，还有她在颁奖之夜穿的那件淡蓝色连衣
裙。庆幸的是，她现在在孟买大学学习时装设计，正

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着自己的人生。
印度裔英国演

员戴夫·帕特尔，是
片中青年时期男主
角的饰演者，本片是
他主演的第一部电

影，13年后也正因为本片，使他经历了不同的人生：
在去年的第78届金球奖上，他主演的《大卫·科波菲
尔的个人史》得到了最佳男主角提名。从踏上寻找
《雄狮》根源的流浪儿和《新闻编辑室》中拒绝忽视真
相的正义记者，到《孟买酒店》的勇敢员工，再到《超
能查派》中的疯狂程序员，戴夫·帕特尔一直在尝试
改变。那他是从哪一部影片开始改变自己的呢？走
进本周佳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答案就在影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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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的百万富翁》，1月23日15:21“佳片有约”

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新中国成立后，为响应毛主席
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
体质”发表一周年，积极开展与推
动全国冰上运动的发展与提高，
第一届全国冰上运动会于1953
年 2月 15日至19日在哈尔滨市
举行。参加者有：东北地区、华北
地区（天津为主）、西北地区、解放
军和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在这
一届冰运会上，东北队占据天时
地利，凭借厚积薄发的优势，表现
出色，共摘得13块金牌、13块银
牌和6块铜牌；天津跟随其后，摘
得3金2银1铜的好成绩，团体总
分名列第二。

在女子500米速滑决赛中，
天津选手关伟玲不负众望，以1
分 1秒 05的成绩勇夺冠军。天
津男子选手除了在10000米速滑
比赛中获得一枚宝贵的铜牌之
外，在其他比赛项目中成绩不突
出。要想在这届全国冰上运动
会上有新的突破，必须在女子
4×500（2000米）接力决赛中战
胜东道主为天津赢得荣誉。天
津四名选手分别是：关伟玲、高
秀琴、穆秀珍、穆秀兰。在比赛
前夜，她们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压力也非常大，
从她们内心来讲，天津是一座有着深厚冰上运
动基础的城市，曾出现过许多威震全国的滑冰
运动员，这次参加全国冰运会，是首次登上如
此之大的比赛舞台，心里不免产生恐慌和紧张
的情绪。

带队领导鼓励她们：“我们此次参加比赛，
带着市领导、市政府和全体天津市人民的殷切
希望和重托，不但要表现出优秀的竞技水平，而
且更重要表现出集体主义精神和积极乐观的态
度，表现出敢打敢拼、勇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
虽然我们前几场比赛没有打好。但是，我们要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
神，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表现出我们是一支拖
不垮、打不烂的队伍，要发扬良好的体育作风，只
要我们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只要我们尽了
最大的努力，我们相信市领导、市政府和天津全
体市民会理解我们，会支持我们的。现在，我们
首要任务是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
阵，要吃好、休息好，储备好体能，把
压力、把包袱留给对手，只要我们团
结一致，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就一
定能够取得好成绩。”

经过领导的耐心劝说和队员
之间的相互鼓励、相互打气，她们
四人放稳心态，解除压力。在第二

天4×500米接力赛中，她们顶住各
种压力，排除外界各种干扰，发扬
敢打敢拼精神，发挥出平日训练的
最高水平，充分利用弯道技术好、
直道蹬冰摆臂的优势和交接棒娴
熟的特点，表现出极佳的竞技水
平。她们一个比一个精神饱满，一
个比一个生龙活虎，一个比一个滑
得好，一个比一个发挥出色，与东
道主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你追我
赶，不分上下，交替领先。东北队
一会儿领先我们，一会儿又被我们
追回来，一会儿并行前进，一会儿
又把我们甩下，一会儿我们又反
超，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拉锯
战，观众和观战队员把心都提到了
嗓子眼。天津四名队员在各自比
赛阶段都拼尽了全力，使出了全身
的力气、浑身解数，最终不负众望，
比东道主快了零点几秒，夺得4×
500米接力冠军。秒表定格在4分
27秒05的好成绩。当场全体天津
队员、华北运动员和教练员都兴奋
不已、欢呼雀跃，甚至流下激动的
眼泪。穆秀珍、穆秀兰、关伟玲、高
秀琴通力合作，摘得难能可贵的一
枚金牌，为天津、为华北争得了荣

誉。也为天津速度滑冰留下永远难忘的浓墨重彩
的一笔。

这场比赛之后，天津选手苏锦珠受到极大的
鼓舞和激励，在接下来的女子花样滑冰比赛中，她
以优美的姿态、娴熟的花样技巧、轻巧的滑冰舞步
和精美的滑冰图样获得冠军。杨玉麟在男子花样
比赛中发挥正常，摘得银牌。

以南开大学为主力的华北冰球队，最后与东
道主东北队会师决赛，这也是闭幕式最后一场比
赛。到场的观众有三千多名，他们都为东北冰球
队呐喊助威。从冰球技战术角度分析，可以说两
队实力水平不分上下，在整场比赛中华北冰球队
并不处于下风，在控制球、快速反击、穿插配合、射
门次数上甚至要好于东北队，特别是李宝华个人
带球突破，让东北队防不胜防，整场比赛华北队攻
入5粒进球，充分彰显了华北队冰球的真实水平和
实力。最终华北冰球队以5：8败给东北冰球队，但
双方为广大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

中国举办2022
年冬季奥运会，其
竞技项目本不是我
们特别擅长的。可是，从整体管理，到体育
设施，再到运动员竞技服装的科技含量都引
起世界瞩目。14亿人的大国若热衷于冰雪
运动，那确实是令国际奥委会为之兴奋的。
我作为14亿人中的一员，由此想到的是我们
与冰雪同在的历程中，曾经在服装上显露出
的巧思巧艺与坚强意志。
冰雪之寒，给人类带来麻烦，但是冰雪之

美又给人们带来无限遐思。自古以来，中国
人创造了许多御寒之衣，其中不乏神来之
笔。从材质上看，既有天然的动物皮毛，同时
又有蚕吐出的丝纺成的丝绵。当然，植物棉
花使用时间更长，应用范围也更广泛。宋元
时期一个黄道婆远赴崖州（海南省）学制棉而
后返回，就能使“松江衣被天下”，可见人们对
棉花织布和做棉絮的需求还是相当大的。
从服装造型看，冰雪之衣的特点是御寒，

因而中国人认为斗篷最为实用。它将人的全
身裹在一起自然暖和不少，曾被唤作“一裹圆”
或“披风”等。在很多地方被人称为“大氅”，考
究的以禽鸟毛为主，主要考虑其不沾雪，即使
是大雪纷飞也会在氅衣外表滑落。李白曾写：
“貂裘非季子，鹤氅似王恭。”因为《晋书》中记王
恭披着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叹曰:此
真神仙中人也。白居易也曾写：“可怜今夜鹅

毛雪，引得高情鹤氅人。”更为朴素的隐居高士，则是戴着斗笠，身披蓑衣。这样一
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意境就十足了，彻底的中华诗意。

当然，穿着鹤氅主要是在中原或南方，若是处于东北、西北冰天雪地中，那肯
定是制作出皮袍子。富人用名贵兽皮，穷人则用常见的猪犬皮，因而高端的称为
“裘”，低等的称为“褐”。裘不仅抵御冰雪，更是中国服装制度中的重要角色。《周
礼·天官》中专有“司裘”一职，“掌为大裘，以共（供）王祀天之服。”汉郑玄注“大
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质”。唐贾公彦疏：“言为大裘者，谓造作黑羔裘，裘言大
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谓裘体侈大。”这里不论皮毛珍贵与否，而是
以礼仪的隆重程度而定，足以看出中华文化之博大深远。

不为祭祀礼仪，而讲求以珍贵著称的有“千金裘”。《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即有记
载，最有特色的是由众多珍禽异兽皮毛上各取一个局部集成。唐雍陶《千金裘赋》中
写：“资众毛，取群腋，极狸制之状,殊豹饰之迹。”最为脍炙人口的当数李白的“五花
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了。这应是冰雪之衣的极品了。

民间棉袍、棉袄应用于寒冬抵御冰雪，舍去材质而言，这可是最贴心的，难怪
人们称谁生了女孩儿，就说是“小棉袄”。喜事陪嫁姑娘，嫁妆里绝少不了棉衣棉
裤；丧事为逝者装备，无论冬夏都必须是棉衣。到了农历十月初一，家家忘不了
给逝去亲人“送寒衣”，中国人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

除了主服以外，首服和足服更是名目繁多，最有意思的是耳衣，也叫“耳套”
“暖耳”“耳护子”等，都是做成一个球状，套在耳朵上。只不过，从唐代应用，元明
流行，清至近代普遍，都以中老年人为主，到如今，却让年轻人抢了风头。粉红
色、天蓝色腈纶皮毛的球状套在两耳上，给当代青年平添了许多卡通的味道。至
于手套，汉代马王堆墓中就有实物出土，中国人的聪慧体现在各个方面。

冰雪之衣不仅为保暖，还有很多是作为隐蔽伪装。冰天雪地中一袭白披风，让林
海雪原中乘雪橇滑行的战士宛如神仙下界……当然，战争中是不以冰雪之衣的质量和
厚薄来决定胜负的，抗美援朝时长津湖一战，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顽强精神与决定
性胜利，已经超越物质上的悬殊对比。中国人的聪慧与顽强体现在诸方面，与此同时
还有社交礼仪与品德褒贬，中国京剧中《赠绨袍》《鞭打芦花》都与冰雪之衣有关。

冬奥会运动服是需要有专门技术条件的，在这方面，我们的科技人员毫不示
弱，一句“炽热科技”已经发出我们自己的时代强音，中华民族的文化也体现在大
国科技上。

老乔乔兴北生在天津，长在天津，
高中毕业那年，迎来了七七事变，经历
了天津沦陷，在地下党的指引下，他奔
赴了抗日战场。转过年来，他到延安抗
日军政大学。结业之后，他以一名共产党
员身份回到冀中，进入侦察兵的行列。
经过抗日战争的历练，他升任冀中军区
侦查科科长。这个科长可不是任何人
都能担当的，必须有专门技术，能在敌
占区化装成各式各样人物，在敌占区走
来走去，看来看去，为部队的进攻提供
一份活的地图。

据说乔兴北还传承了中国的看人
识人的技术并有所发展，他能从人的
眼神、人的气质、人的形态中断定这是
个什么人。冀中军区在解放战争中打
了个大胜仗，围歼国民党一个军。但
是敌军长无影无踪了！敌参谋长也下
落不明。侦察科长奉令找人，乔兴北
在被俘的士兵中看来看去，很快就把
这名军长揪出来，你的眼神变不了，你
出来吧！他接着看来看去，很快又把
参谋长揪出来，你闭上眼睛，躲过了眼

神，可你躲不过你的一身“气质”！乔兴
北的本事奇了绝了！

当华北局城工部把地下党报送的国
民党守军天津城防图转到冀中军区，落在
乔兴北手中，他奉令核实一下。于是他化
装成跑单帮的，背着一筐土产回到家乡，
已是十一年没进家门了。当时天津城防
工事还在不停地加固，施工人员全部由商
号和工厂分摊，派不出人来就临时雇工凑
数，失业的人很多，倒是雇人出工，要多少
有多少。侦察科长就变成雇工，今天在这
里，明天在那里，把天津城防工事全部核
实清楚，他成了活城防图。

刘亚楼将军指挥攻城
战役，乔兴北转调到他的身
边，刘将军眼看着纸上的城

防图边问老乔，你说天津城防最难攻的是
哪一块？老乔回答，天津的城防基本上是
四大块：一，扫清视野，开拓一片平整的
平原，连宜兴埠整个镇都烧了个片瓦不
存；二，护城河水深四米，还用电力击水，
水不结冰！这应该是最难攻的一道防
线，如果在河水中穿过，湿鞋湿衣还能进
攻吗？何况还有过不去河的；三，城高四
米，但城是土城，架不住炮轰！四百多座
立在土城上的碉堡也挡不住炮轰；四，天
津是个又土又洋的城市，既有高楼林立，
又有很矮的棚户区，进攻的突破口，最好
选在棚户区，使国民党守军失去制高点，

无法居高扫射。
而对乔兴北的四项说

明，刘亚楼将军当机立断，

攻城的重点是解决护城河的难题。当即
派一支队伍寻找护城河河水的来源，很快
就在运河上找到闸门，把闸门关住，护城
河河水立即下降一米，但三米深的河水还
是过不去，于是组织群众大家献策，最后
决定选一个最具中国精神的决定，坦克车
手把坦克开进护城河的中心，立即推开车
门钻了出来，立即把绑好的便道搭上去，
便桥修通了，解放军在炮火掩护之下迅速
过河，迅速越过被击碎的土城，迅速攻进
市区！坦克架桥究竟用了多少坦克？说不
清楚了！

天津解放战役只用了29个小时。刘
亚楼将军拉着老乔的手说，天津战役打
得这么顺利，地下党同志的城防图起了
大作用，你这活城防图的四大分析也起
了大作用。天津战役是我们一起打下来
的，我们一定后会有期。

遗憾的是，后会有期并无期。老乔再
未见到这位名将！遗憾的是，老乔结束了
天津战役之后就再未登家乡之门，终老于北
京！遗憾的是，他的传奇一生未能留在文
字上。也许我这段文字是仅有的几笔了。

12满庭芳
2022年1月2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刘云云美术编辑：卞锐

E-mail:liuyunyun628@126.com

冰
雪
之
衣
：

聪
慧
与
顽
强

—
—

写
在
中
国
举
办
冬
奥
会
之
际

侦察英雄乔兴北
周骥良

天
津
百
年
冰
上
运
动
（
六
）

全
国
首
届
冰
上
运
动
会

的
天
津
印
记

邱
晓
德

周末
文丛

第
四
九
七
五
期

抗疫新韵（六首）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13年间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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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津抗疫点赞

三更受命战隆冬，

日月交接斗小虫。

帷幄运筹谋大计，

蓬寮一线侍长龙。

贾商援手坊仍火，

百姓居家鸟不惊。

荆楚联沽伐赤壁，

劫波度过海津平。

初心印蓟

郭华云

津门疫起冷云横，

列列杏坛披甲兵。

秉烛韶华随水逝，

临危瘦影逆风行。

满腔挚爱滋桃李，

一片初心卫国城。

印蓟无求昭史册，

浊溷散尽赋春声。

咏抗疫服务

许怀鸿

昨夜津门凛冽风，

全员战疫起舱篷。

长龙有序连朝暮，

千万人间志愿红。

礼赞检测站白衣天使

李军

一袭宽衣别样装，梨花倚雪玉

凝霜。分明未识红颜俏，隐约应知

素手香。

通表里，辨阴阳，棉签在握似

刀枪。翻江搅海寻常事，试问戎株

哪处藏？

寄抗疫英雄

师晓安

莫道英雄多不凡，寻常岁月亦

青衫。神州无恙民间隐，乡梓临危

阵上戡。

穷力尽，自心甘，风霜雨雪战犹

酣。功成依旧归人海，付与渔樵酒

后谈。

迎战奥密克戎

朱定元

天使降妖鏖战急，津沽奥密

难藏。溯源流调暮冬忙。疫区严

管控，何惧恶魔狂。

检测核酸同围剿，物资供给

如常。铺笺盛赞九州强。人民心

向党，运笔赋诗长。

百 忆往岁

华说华服

华

梅

王海福

这道悬崖并不算高，木梯只
有5步。爬过木梯，蹲下身子，李
桂林忍不住回头去看。山下，大渡
河对岸的公路细得像一根麻绳，
而刚才汹涌澎湃的大渡河摇身一
变，端庄得像一个淑女，宁静得像
一根飘带。这看似平静的场景却暗藏
着握蛇骑虎的危险——来路隐于危
崖，此刻歇脚之地高悬于河谷上方，让
人很容易联想到绝地生存的岩羊。

一只老鹰掠过头顶，凉风打在脸上，
只在刹那之间，已经慑魄惊魂。李桂林暗
自庆幸：若非神经紧绷、高度戒备，不被
那老鹰扑翻，也要被那疾风刮倒！

短暂休息后，李桂林被一行人簇
拥着再次上路。一二十公分宽的小路
曲折迂回于悬崖之上，李桂林努力控
制住心跳，将身子紧贴岩壁，手脚并用
地一寸一寸往前移动。又一副木梯横
在前方。木梯以上，隔着一块呈70度匍
匐的巨石，是一架同样笔陡，却比之前
高出两倍的天梯。

铁青着脸，李桂林冲阿木什打说：
我不去了。阿木什打没有看他，而是朝
随行村民使个眼色：给我捆上！还在雪
区李桂林就看到铁拉阿木肩上搭着一捆
麻绳，却万万没想到他们会来这么一手。
不敢乱动又不甘就范，李桂林又急又气地
冲阿木什打嚷了起来：还有没有王法！亏
你还是党员，还是支部书记！别的都没多
说，阿木什打只摆摆手，放心，放心！

当手能触摸到巨石，李桂林是真

的看傻了眼：翻过这块石头，攀上第三副
木梯，必须借助系在上方漆树根部的钢
绳。不敢多想，李桂林双手抓住钢绳，连
爬带扑腾把自己挪了上去。刚在这道木
梯上升了两格，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阵
大风。揪着衣服和头发撕扯也就罢了，连
长在山崖上的那些草和树也都在群魔乱
舞，让人不禁怀疑，莫非整座山都要被这
狂风劫掠而去。李桂林慌了神，一双脚像
是踩在了棉花上，手上力气也像有一大
部分在不知不觉间随风飘散。

李桂林身子筛糠般抖动。阿木什打见
状，一边大声喊话，一边往上紧了紧手中
的绳子。绳子传递过来的是力量也是信
心，李桂林总算镇定了一些。他将右手绕
过木梯龙骨，握牢在了一根横档上，左手
则死死抓住右手手腕，借以把自己和木梯
锁在一起。只要不松手自己就不会被风卷
走，这么想着，他确信自己是安全了，也是
这个时候，他理解了他们把他拦腰捆住的
真正用意。接下来又爬过四道木梯，走过
几段险道。刚刚感到路好走些，一道连天
梯也无处生根的陡壁挡住去路。贴着陡
壁，一根金刚藤软软垂落下来。不用说也
知道，越过这段悬崖，只有靠两手抓住藤
条往上拉，双脚踩着石头往下蹬。

11 艰难行路

有些工艺师早年能做很多样
式的壶，但是最终自己拿手的和被
社会承认的只是少数几种。不同
的工艺师，即使做同一个样子的
壶，所要表达的内容也是各有侧重
的。工艺师对某一类题材研究深、
制作精，并逐渐为社会上懂行的爱好者
所认同和认购，他们所精深的方面一定
是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同行，因而形成
了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风格。越是富有
神韵的名家精品，个性就越鲜明。

有些壶型，为一位大师首创，得到社
会认可，经过后世多位大师不断地丰富
和发展，才成为经典壶型。当然，同一个
壶型的不同作品，有的后世大师做得比
前代大师好，也有的前代大师的作品后
人确难超越。像树瘿壶、鱼化龙壶、僧帽
壶、井栏壶、掇球壶、汉君壶等，历史上都
有多位大师做同一个壶型，但做出来的
壶还是或明显或微妙地表现出不同的时
代气息和个人风格，成为艺术上的“这一
个”。只有这样，同一个壶型的不同作品
才分别具有存在和传世的价值，这个壶
型也才能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

例如鱼化龙壶，就有一个发展演变
的过程。鱼化龙壶也叫龙壶、鱼龙壶、鱼
龙戏浪壶，蕴含飞黄腾达、平步
青云的理想。据史料记载，明
末紫砂艺人陈仲美制作过“龙
戏海涛”壶，但未有实物流传下
来，有专家认为“龙戏海涛”壶
就是鱼化龙壶，陈仲美就是鱼

化龙壶的创造者。但是，直到经过清代道
光、咸丰年间的紫砂巨匠邵大亨精巧的设
计，鱼化龙壶才成为一种成熟并广泛流传
的经典壶型。后世许多人都曾仿制鱼化龙
壶，然而没有一件仿制品在造型尤其是气
韵方面能与邵大亨相比。清末紫砂艺人黄
玉鳞模仿邵大亨，但是作了一些改动，后来
他的鱼化龙壶取代邵大亨，成为鱼化龙壶
的标准样式。黄玉鳞之后，清末民初的紫
砂艺人俞国良也擅制鱼化龙壶，形式与黄
玉鳞的几乎相同，已故当代著名作家陆文
夫就藏有一把俞国良的鱼化龙壶。当代紫
砂名家朱可心、汪寅仙、何道洪等都制作过
精致的鱼化龙壶，使这一壶型得以发展。
据《收藏》杂志2002年第七期陈颂雎《鱼化
龙壶漫话》一文介绍，一位收藏爱好者藏有
一把鱼化龙壶，壶形与黄玉鳞的鱼化龙壶
一样，而他自己却认为它是一把清代乾隆
年间的紫砂壶，那么这显然是不对的。

因此，紫砂壶鉴定要借鉴一些字画
鉴定专家行之有效的鉴定方
法，根据具体对象善于选择利
用主要依据或辅助依据，有时
还需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运用，判断出作品的艺术特色
和艺术水平。

95 生生不息地流传

陈晓敏已经来五台山三天
了，双庆不知道，村里人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把手
机关掉，想让自己与世隔绝，她想
让自己万念俱灰，从此跳出三界，
远离凡尘，离开那个让她羞耻让
她伤心让她悔恨的楼村，还有那个小
酒馆。但一想到自己怀了孕，就让她
犹豫、彷徨，还有些说不清是欣慰还是
兴奋的感觉。她想求佛祖指点迷津，让
自己的心情好好沉淀一下。她又踏入
山中，心事重重，表情木讷，眼神呆滞，
步履蹒跚，但当她把自己融入连绵起伏
的五台山中，再次被大山雄壮的气势所
感染。看群山翠色苍茫，听松涛阵阵，连
日来阴郁的心情逐渐变得开朗起来，
她振作精神，信步拾级而上。一座座寺
庙内外，香烟缭绕，到处弥漫着一种神
秘、肃穆的气氛。前来烧香的人络绎不
绝，一群一群的人带着虔诚和迷茫，来
了又去了，她伴随着人群，虔诚地跪
拜在佛像前，深深地祈祷。她渴望得
到一种心灵的宁静，希望能得到一种
心灵的暗示，让她憔悴的心得到解脱。

一位穿着素衣的僧人双手合十，闭
目凝神，静静地听着陈晓敏的倾诉，为啥
我一想起他就会心痛不已？因为你有心，
你心中有爱。是的，我爱上了一个男人，我
还怀了他的孩子。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一
下，咽口唾沫，接着说，但村里谣言对我伤
害太重，我出门就有人指点，就有人指桑
骂槐，只要有几个人在一起议论事，我就

觉得他们在议论我，而他却不能坦然面对，心
里惦记梦花带来的孩子，不能正大光明地站
出来承认我和他的关系，我痛苦万分，找不到
出路，来求佛祖帮我解脱。施主，爱，是心魔，
心魔是不好除掉的，你不是佛界有缘之人，因
为心中有太多的奢求。陈晓敏点头，诺诺地
说，是，我是有奢求，奢求今生能和他幸福地
在一起。但就是这痴情，给我带来了这么沉重
的痛苦。你心中杂念太多，所以痛苦也就越
多。爱，不能只求索取，你痛苦，是因为你想在
他身上索取一份儿爱。这份爱太沉重，所以，
你就陷入痛苦中。我……施主，请你记住，世
间无论男女，心存贪欲，只会给自己带来痛苦
和不安宁。陈晓敏点头，是的，我是有太多的
贪欲，我喜欢他，我想一生都守着他。喜欢和
爱本无罪，但是刻意索求爱，便有罪过。

既然爱无罪，为啥我会这样痛苦？
佛，请赐给我快乐，把我内心的烦忧带
走吧。陈晓敏仰起头。施主，只要做到心
中有大爱，你就会得到幸福与快乐。你
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他的幸福，就是
你的幸福。你和他有缘，你会得到幸福。
陈晓敏眉头依然没有舒展，我的爱？我
的快乐？我的痛苦？……唉。施主，眼下你
需要冷静思考，好好地顿悟，需要把握命运，
好好地体味人生，体味爱情。

41 僧俗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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