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直相信命运是个变数，但这个
变数需要命运的主人来创造；变好变
坏，也需要命运的主人来决定。

挥一下手，空气就会改变；命运，也
会因为不同的意念和行动而改变。意
念和行动创造出属于这个人的气场，气
场的改变推动不同的人走向不同的人
生道路。

有些东西也许是我们没有办法改
变的，比如我们的基因组成、我们的家
庭背景、我们的长相。这些东西是先天
决定的，我们应该坦然接受。

能够让我们的命运变好或变坏的，
最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我们生长的环
境，尤其是父母的影响；二是我们长大
后自己选择的生命状态。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几乎可以打上
一辈子的烙印，对孩子未来命运的走向
也起到很大的作用。遇到好父母是一
生的幸运，因为自你出生伊始，父母已
经在塑造你，像雕刻家一样在雕刻你。

如果父母积极乐观、心沉气静、乐
善好施、习惯良好、好学精进，并从小培
养孩子同样的习惯和性格，则孩子的成
长过程根红苗正，长大后具备让生命不
断前行的基本功，未来尽管会遇到各种
艰难险阻，但整体上命运不会太差。当

然，父母是否合格和是否有钱
有势没有关系，我们看到过太
多有钱有势的父母害惨了孩子
的案例。

除了父母，人的命运好坏百分之八
十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就是说，我
们不管处于什么年龄，都可以随时改变
命运，人是活在自己创造的生命状态中
的。我们经年累月，不管是被动还是主
动，创造了一种生命状态，然后不自觉
地生活在这种生命状态里。这种生命
状态就叫作命运。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改变自己
的生命状态。我们先冷静分析一下，生
命状态的主题词是什么？哪些东西在
阻碍我们变得更好？比如有的人做事，
总是陷入琐碎，分不清什么最重要；有
的人从来没有养成把东西收拾得干净
整洁的习惯；有的人遇事焦虑急躁，不
懂得冷静思考和处理；有的人内心充满
贪嗔痴，生命如在迷雾之中。如果是在
这样的生命状态中，我们的命运一定不
会太好。

其实好的生命状态就是好的生命
习惯的养成。好的习惯养成需要努力
付出，坏的习惯养成不费吹灰之力，所
以一不小心我们就会陷入坏的习惯，比
如好吃懒做、占小便宜、发泄情绪。坏
的习惯对人的生命状态有百害而无一
利，轻易将人的命运拖向黑暗，所以我
们需要养成好的习惯。

养成好的习惯，刚开始是痛苦的，
比如读书、跑步都是要努力的事情，但
只要坚持，好的结果自然显现，而最终
得到的成就感和内心充实，以及命运

的优化就是最好的福报？一个人可以
从小的习惯改变做起，比如你本来一直
板着脸，现在努力对每个人微笑，不久
就会发现微笑的好处远远大过板着脸，
慢慢微笑就会变成你的生命状态。这
样的一件小事就已经在使你的命运有
所改变。

我自己的生命状态就是由我养成
的一系列习惯所组成。我的勤奋来自
我从小在农村生活的起早贪黑，我的阅
读来自大学期间的自我鼓励和他人榜
样，我爱收拾屋子的习惯来自内心对有
条不紊的追求，我的团队精神来自从小
喜欢和小伙伴打闹。这一系列的习惯
构成了我的生命状态，这一状态又决定
了我生命的走向。

我深刻意识到养成良好的习惯对
于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和走向有多重要，
所以就力求自己不断向积极健康的习
惯靠拢。当习惯变成一种生命状态后，
就会产生喜悦，不做反而痛苦了。比如
一个经常跑步的人要是几天不跑步身
体就会难受，一个经常读书的人几天不
读书就会觉得空虚。

你生活和工作习惯的一点小小的
改变，从长远看就能极大地改变你的命
运。思想变得更包容一点，对待名利更
豁达一点，把自己收拾得更整洁一点，
零碎时间多利用一点，这样的点点滴滴
会使你的命运逐渐改变，而且越变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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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沉默，与大地非常相似。它巍
峨耸立，屹然不动。它静静地看着世间
的万物，站立成大地上最久远的一笔。

四 季 的 风 吹 来 ，却 吹 不 动 山 的 寂
静。它的寂静，是根植于大地深处的寂
静，是山野中的万般寂静回归于一粒沙、
一粒尘埃的寂静。

一万个远方在呼唤。山，却永远停
在那里。一万条道路从它的脚下延绵，
或曲折，或蜿蜒，沉默地匍匐在大地之
上。

还有一些道路无需登高，也能看得
清楚。比如四季轮回，比如沧桑岁月，比
如万物生长。它们乘坐岁月的马车，一
路驶来，留下了一些深刻的痕迹在辽阔
的大地之上。

在六月的乡下，最喜欢登高远望。
清晨，阳光柔和。夜晚留下的寒意

和阴暗，正在被清晨的光束追逐和驱
散。然而，追逐和驱散的速度却是缓慢
地，不露声色地。

那光束，带着光和热。先是从光明
和黑暗交界处的一条缝隙开始试探，然
后缓缓潜入山野村庄，悄悄渗透巷道院
落，最后在明亮和温暖中占据辽阔的大
地，占据所有的空间。那时的大地，仍然
是粗糙坚硬的。但是因为有了光和热，
大地渐渐变得更加沉稳、更加真实。

每当我站在清晨的山顶，眼前的一
切都变得清晰起来。天空轻盈、大地苍
茫，就连生长在世间的万物也有了一颗
柔软的心。

大地，就在我脚下。
石子在我的脚下沙沙作响，青草依

旧是我熟悉的姿态，就连天边流动的云，
也只为我变幻着模样。

留下来，做一粒石子吧。想一想这
里在很久之前还是一片汪洋大海，成千
上万尾鱼，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一粒石
子，来自于古老和蔚蓝。如今，洁白无
瑕，仿佛玉石一般细腻圆润。

留下来，做一株青草吧。叶片细碎、
单薄，却完整而又精致。每一片细碎的
叶子，都在努力向上生长，而它的根须却
牢牢地扎进大地，顽强地完成着一粒种
子所肩负的使命。

留下来，做一丝流云吧。在蔚蓝之
下，以真、以善、以美靠近天空；在大地之
上，以轻、以白、以柔软俯视大地。那一
丝丝的白，是直抒胸臆的写意，也是留白
之后的意味深长。

在大地的尽头，一些山峦依然平行，
一些沉默还在交错。

风，还在有力地吹着。吹皱了远山，
吹远了道路。

有人，正在远去……

只是不管他行走多远，永远都走不
出大地的辽阔。

天 空
我们坐着车，穿过这一条寂静的山

间小路。这是一条隐蔽在山野深处的道
路，没有水泥路面那般结实，更没有柏油
路面那般平坦，却多了几分自然之趣和
天然之美。

没有喧嚣，也没有嘈杂，应该很少有
人经过这里。我们沿着小路，向更深更
远的地方走去。

小路两旁有几处面积不大的庄稼
地。但是，这些庄稼地应该是已经被种
田的农人荒废了。几株零星又单薄的农
作物正在地里竭尽全力地努力生长。一
条水流缓慢的溪流，正在不远处潺潺。
一些突兀嶙峋的大小石块儿，沿着溪流
堆叠生长，形成了弯曲蜿蜒的河岸。绵
延不绝的大山，以沉默的姿态矗立在更
远处。一些年代久远的树木将要长成森
林的模样，那些稠密的枝叶从大山脚下
开始向山上弥漫，一片浓郁沉静的绿色
为绵延起伏的大山披上了一件富有生机
的新衣。

原本晴朗的天空，慢慢被流动的云
朵填充。在一丝一缕之间，留出了一些
细细碎碎的空隙，而那些属于天空的蔚
蓝、澄澈以及深邃，就在这些细碎的空隙
中洒落下来，让原本高而远了的天空显
得更加高远了。

午后的阳光，炽热又强烈。那些耀
眼的光芒形成一道道光束，穿透云朵与
云朵之间的缝隙，从云端落下。大地上
的万物在阳光的强烈照射下，显得鲜艳
夺目。但是在万里光明的同时，更多的

阴影变得无比巨大，变得深不可测。这
些阴影在深藏了所有细节之后，从万里
光明中占据了一些领地，作为更多阴影
的发源地。于是，在蔚蓝之下，光明和阴
暗不断交错，不断更迭，直至光明被阴暗
替代，直至白昼散去，夜晚来临。

比起夜晚的纯粹和干净，白昼则显
得变幻莫测，也更容易迷失其中。

因为白昼，也因为光明的缘故，我们
的视野变得比夜晚更加开阔。我们的视
野里有了远和近，有了清晰和模糊，有了
明亮和黑暗。我们沿着小路向前走去，
却选择在何处停留。我们看得见近处森
林的郁郁葱葱，也能看见远处山顶的白
雪皑皑。我们抬头仰望无垠的苍穹，低
下头时，视线又在追寻远去的河流。

在我们身后，森林上空的云朵又白
又轻，在沉静明朗的天空中，散落的光
影，又将投出的视线拉回大地。而在大
地尽头，遥远的地平线和沉静的天空又
融为一体。那时的天地，无尽又悠远，圆
满又完美。

阳光会让所有的事物闪闪发亮，比
如草叶、花朵、石子，还有那些原本孤独
的影子。一个在辽阔的天空底下，长久
地守候光明的人，会被温暖久久地拥
抱。最后，带着被暖意和光明填满的躯
壳，回到家中。

我们沿着溪流将去的方向，开始往
回走。那些潺潺的溪流，像是涤清了天
空的繁芜和杂质。一片晴朗又干净的天
空，就在不远处，像一面平静的湖水一
样，只等我们抵达。

大大 地地（（外一题外一题））

每个脚印下
他都藏了一点点灵魂
好让心理学界更省心些
真省心的，是职业拘魂者
他们说
他跨过广场
不小心踩上的口香糖
使某个脚印的馈赠有点超重

平原上他快捷若风但影子也长
像一串串物流公司的火车
他可以是司机
但是他更像快递小哥
那些替他打包
同时夹带私情的人
反复把包裹塞进他影子里

他不知他拖着漫长的影子
他的轻灵，山地的人可以作证
在山地，影子偷懒要么钻进羊圈
好在他只在乎脚印，那些船型痕迹
扁舟，渔船，航母，或者无底渡轮

他最后一个脚印变成了大船。真的
灵魂消逝，心理医师翻检他的
衣衫、防晒霜、兴奋剂、输液管
他婴幼了了时未必动用的奶嘴
老大伤悲时肯定多次操练的假牙

有些船根本不需要大海不需要江湖
针对脚印之船，沙漠的浮力恰到好处
何况那船上挤满了游客
挤满了黑洞时代的柠檬精
挤满了事关恒星的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