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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平不是不可以躺平不是不可以，，但但““姿势姿势””很重要很重要
2021年网络流行词“躺平”，并非指身体的躺

平，而是不追求，不奢望，把对生活的欲望降到最
低，面对外界压力，内心毫无波澜的一种状态。对
于躺平，有人认为这是在追求一种更理性的生活
方式，也有人把躺平等同于颓废，认为年轻人躺平
是因为没有志气、缺乏干劲，怕吃苦、怕困难，因而
嗤之以鼻。

的确，颓废式躺平不可取。如果年轻人都采取
这种躺平方式而不奋斗，未来将是一片黑暗。不
过，在批判躺平之前，有必要先对它进行更全面的
了解。

有人说，躺平来源于对现实的逆反。但是，关
于逆反，有一点非常重要：逆反并不是真正的自我
决定。当别人让你向东，你非要向西时，“西”也不
是你真正想去的方向。盲目逆反只会让梦想与动
力被掩埋，让人失去自我价值。

因此，躺平不是不可以，但“姿势”很重要。我
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躺”。

躺平只能是一种暂时的休息躺平只能是一种暂时的休息、、放松放松

竞争没有尽头，在身心俱疲时，可以找一个站
点让自己停下来，休整一下。但这不是终点，休息
是为了充满动力地踏上新的征程。

学会充分利用躺平的那段时间学会充分利用躺平的那段时间

要充分利用躺平的时间。不参与竞争，但要修
炼“内功”。利用空出来的时间读书、学习，提升自
己；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丰富内心，平和心态。

在躺平的过程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在躺平的过程中找到正确的方向

聪明的人会把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集中在重要
的少数事情上。如何找到重要的少数事情？除了

不断尝试，还要多思考。有了时间，可以多思考，明
确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事情，找到自己愿意努力的方
向，然后继续前行。

躺平不是不可以躺平不是不可以，，但心态更要稳但心态更要稳
张文宏写给年轻人的一封公开信，近日刷屏朋

友圈。这封信金句不断，激荡人心，让大家在感悟
道理之余感慨：张文宏不仅医学素养高，文笔也这
么好。他在信里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字字句句渗
透着他的切身体会，比如时代与个人的关系，拼搏
与命运的关系等等。他鼓励大家勇敢面对挑战，勇
敢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

张文宏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出生于浙
江温州的一个小县城，跟大多数人一样，从普通家
庭起步，到上海读书工作，直到现在。在上海扎根
并发展，张文宏同样经历了生存的不易，想过放弃，

也曾挣扎在不安与焦虑中，也曾在平淡中度过一天
又一天，可他坚持最初的选择，坚定走下去，最终走
出了自己的路。

用他的话说，当时认为很普通的选择，最后突然都
串起来，一个个不确定性组成了确定性的结果。所以，
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要多一点耐心少一点焦虑。

可能你是大多数普通人中的一员，过着柴米油
盐的普通生活，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努力过，无
愧于心就好。在金字塔尖的注定只能是少数人，但
享受平凡绝不是躺平，而是在平凡中过得有滋有
味，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职责。

张文宏的成长经历表明，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
呵护，没有普通就不会有伟大。呵护普通人，帮助
普通人实现梦想，为普通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便是一个不平凡的社会。

（《钱江晚报》2021.12.23）

□向睿洋 梁婧

躺平的正确“姿势”和心态

陆游的“水生物日记”
2021 年，国家全面实施长江“十年

禁鱼禁捕”计划，如果穿越到 850 年前
的宋代，那时的长江有哪些鱼类和水生
动物资源呢？南宋诗人陆游给出了答
案，他还是第一个以日记的形式记载

“武昌鱼”的诗人。
陆游一生喜欢养鱼、钓鱼，这次漫长

的水上旅途，他一有发现就立即予以记
载。《入蜀记》第一次出现长江鱼类的记
载，是在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70）7月，
陆游的船行驶到今安徽当涂县境时，他
写道：“州（当时为太平州管辖）正据姑
孰溪北，土人但谓之姑溪，水色正绿，而
澄潋如镜，纤鳞往来可数。”姑孰溪为水
阳江入长江的部分，纤鳞即指鲫鱼、鲦
鱼，因鱼鳞细小故名纤鳞。

接着，在芜湖以下长江王敦城段，见
到“城并大江，气象宏敞。邑出绿毛龟，就
船卖者，不可胜数。”说明当时长江里有绿
毛龟。过三山矶时，陆游又看到：“江中江
豚数十出没，色或黑或黄。”江豚，体形似

鱼，最长的能长到 1.6 米。全身灰黑
色。常见于长江口，有时溯江直达宜
昌，洞庭湖也曾发现。它们溯游到这里
时，恰巧就被陆游看到了。

再过几日，陆游在九华山附近的海
根港（今安徽贵池县江段名），见到“巨鱼
十数，色苍白，大如黄犊，出没水中，每
出，水辄激起，沸白成浪，真壮观也。”根
据陆游的记载来看，这应该是中华鲟，因
为中华鲟最大体长可达三米多，青黄色，
腹白色，的确像陆游所看到的“黄犊”。

7月底，在过马当（今江西彭泽县江
段山名）狮子矶时，陆游看到：“忽有大
鱼正绿，腹下赤如丹，跃起柂旁，高三
尺许，人皆异之。”根据这个记载分析，
这种大鱼当属青鱼或鱤鱼。前者青黑
色，后者青黄色，这种鱼能跳，最重长
到百斤以上。

8月，陆游船泊蕲州刘官矶时：“晚，
观大鼋浮沉水中。”鼋主要栖息于内陆的
淡水河流和溪流中，喜欢栖息在水底。

白天隐于水中，夜间在浅滩处觅食。所
以，陆游晚观大鼋，这时它们正在觅食。

8月底，陆游路过鄂州时，“过谢家
矶、金鸡洑。矶不甚高，而石皆横裂，如
累层甓。得缩颈鯿鱼，重十斤。”这里的
鳊鱼，就是今天大名鼎鼎产自长江水域
的“武昌鱼”。武昌鱼，俗称团头鲂、缩项
鳊。据《武昌县志》载：鲂，即鳊鱼，又称
缩项鳊，产樊口者甲天下。从陆游的记
载来看，当时他正路过鄂州，鄂州古称武
昌。而且捉到的这条武昌鱼特别大，重
达十斤，今天看来也不小了。因为据记
载，武昌鱼最大的也就不到十斤，可见当
时长江的生态环境适合此类鱼生长。

陆游接着记载：“洑中有聚落，如小
县。出鲟鱼，居民率以卖鮓为业。”这
次，陆游专门记载看到的是鲟鱼，说明
他看得很清楚，而长江里的鲟鱼就是中
华鲟。陆游两次看到鲟鱼，可见在宋代
时长江中华鲟已经很常见了。

（《北京青年报》2021.1.20）

□刘永加

近日，《自然·通讯》杂志发
表德国和英国科学家的合作研
究，该研究发现基因 RNF43 和
ZNRF3的缺失或突变会触发一
个脂质代谢的调节信号，进而
导致肝脏中脂质的积累和炎
症。这一研究结果可以解释为
什么有的人很瘦，却还是会患
有脂肪肝。

研究发现，在正常饮食喂养
的非肥胖小鼠中，基因RNF43和
ZNRF3的缺失或突变会导致肝
脏中脂质的积累和炎症。这些

遗传变化不仅会导致脂肪堆积
增加，还会导致肝细胞的增加。
在人类中，这些变化会增加脂肪
肝和肝癌等疾病的风险，并缩短
患者的预期寿命。

科学家们将实验结果与国际
癌症基因组联盟公开的患者数
据进行了比较。他们检查了肝
癌患者中这两种基因发生突变
时患者的生存机会，发现具有这
些基因突变的患者患有脂肪肝，
并且预后更差。

（《科技日报》2022.1.20）

人瘦也患脂肪肝的原因找到
□李山

“小马，慢慢干，慢慢来。”这是我在
班组里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

我们班组主要负责维修铁路旅客列
车制动系统的主要部件——制动阀。通
俗地说，制动系统就是负责旅客列车刹
车的，制动阀是制动系统的“心脏”。我
到班组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跟着毛师傅
学习分解制动阀。

毛师傅今年 40多岁，我们
都叫他毛哥。分解一套制动
阀需要 16种工具，有些工具我
第一次见到，更别提如何使用
了。记得第一次上手操作，我
连螺丝是顺时针紧、逆时针松
这样最基础的道理都忘记了，
至于电动扳手、手锤、顶针这
些工具更是使用起来非常费
劲。用毛哥的话讲，它们还不
是你的伙伴，慢慢相处久了，
它们自然会很好地为你服务。

一套制动阀由 89 种大小
不等、形态各异的零件组成，
全部分解后还需要按特定顺
序摆放。工作一天下来，搞得
我头晕目眩，分不清哪些零件
需要保留，哪些需要丢掉，哪
些需要除锈。当我带着问题
去问毛师傅的时候，他摆了摆
手说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别急，你这才来几天，慢慢干，
干多就懂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天
天拿着作业指导书看，不想给
班组拖后腿。可是复杂的分
解工艺以及铁路专用词汇，异常难懂。
当我向师傅提出我在午休的时候希望可
以到现场摸索时，毛师傅摆了摆手，说
道：“午休是休息时间，别急，慢慢来。”

下午，师傅让我独自分解了一套制
动阀，并录像让我回去自己总结。然后，
整个下午师傅都让我看着他操作，并且
要求我不能说话、不上手操作。我当时

并未理解他的做法，只以为他嫌我干得
慢，拖累了他。

之后的几天，我就帮师傅打打下手，
中午的时候偷偷跑到现场练习。就这
样过了一个星期，师傅在周五的时候突
然问我：“小马，你看这个零件叫什么名
字？”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师傅说道：

“你是本科毕业，又是党员，既然到了班
组，就要把心沉下来，慢慢
干。你不仅需要知道怎么干
活，更要懂得里面的原理，先
把零件名称记全，我再教你别
的。”我突然明白了师傅前几
天的用意，原来他是在磨炼
我，他发现我有点毛躁，希望
我更沉稳一些。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边
看作业指导书，一边对照师傅
分解的细节，琢磨着将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有时在师傅完
成工作后，也会自己上手照猫
画虎进行分解工作。再后来，
我与师傅成为搭档一起分解
阀体，可是无论我怎么加快速
度，总有一两个零件来不及分
解，慢师傅半拍。我又问师傅
原因，师傅这次笑着回答道：

“你慢慢干，没事的，咱们是搭
档，搭档就是互相帮忙的，我
们又不是在比快慢。方法你
已经学会了，现在就差手感
了，剩下的交给时间好了。”

听着师傅的话，我暗暗
想，坚决不能心浮气躁地完成

工作，而是要脚踏实地、稳中求好地学好
本领、练好技术、做好工作！

慢慢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工人日报》202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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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铭
骏

1936年 6月，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冲破国民党
的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写出系列报道
和《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世界介绍红色中国

的真实情况，轰动了世界。
斯诺到陕北苏区后，红军为他配发了马、步

枪、一套崭新的军服和一顶红军八角帽。带着这
身装备，斯诺开始了他非凡的旅程。在苏区，斯
诺获得了一般新闻记者所没有的“特权”：多次
同毛泽东彻夜长谈，采访了红军领袖、普通战
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各种人物。1936年 8
月下旬，斯诺完成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
采访，准备去宁夏前线，临行前向毛泽东告别。
毛泽东平时穿着很朴素、随意，拍出的照片朴
实、自然，真实反映了毛泽东的率真个性和苏区
人人平等、同甘共苦的民主政治新气象。但是
毛泽东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斯诺希
望给毛泽东拍摄一张“神气的”“官方的”的照片，
可惜一直未能如愿。

当天，看到毛泽东身穿整齐的红军蓝灰军衣，
神采奕奕地站在窑洞前，斯诺提出为他拍一张照
片，毛泽东微笑着同意了。毛泽东一向不喜欢戴
帽子，那时头发又比较长，显得有些乱。斯诺请求
毛泽东戴上军帽。毛泽东说：“我的军帽多日不
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斯诺坚持要毛泽东戴军
帽，就向周围的人借，结果发现，斯诺自己的军帽
最新，“品相”最好，就把自己头上的八角帽摘下给
毛泽东戴上，按下快门，拍摄了那张经典照片。

1936 年 11 月 14 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率
先发表了斯诺对陕北苏区的访问报道，刊登了
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大幅照片。《东方杂志》、美
国《生活》等有影响的国内外刊物也纷纷刊登这
张照片，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传
遍世界。 （延安学习平台 2022.1.20）

红军的八角帽
□高娜

欧洲的“啃老之王”是克罗地亚，年轻人平均
要到 32.4 岁才能独立生活——“英年早婚”的中
国年轻人，孩子应该都会打酱油了。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论“啃老族”在
青年人口中的占比，第一名是土耳其，占比
26%，而西班牙排名也很靠前——占比 12.1%。
可以说，一向以“独立”闻名的欧美年轻人，现在
变成“妈宝”了。

先去西班牙看看。伊万·罗塞罗今年 22岁，
他最近和父母相处得不好。不过他坦率地承
认，自己仍然和他们住在一起，因为这个西班牙
小伙既没意愿也没钱搬出去。

按照当地标准，罗塞罗不能算是“不求上
进”。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大多数西班牙人

要到 30岁的而立之年，才能从父母家里搬出去，
比整个欧盟的平均年龄（26.4岁）晚了足足 4年。

具体来说，在西班牙，年龄在 25岁至 29岁的
人中，有 64%与父母同住，这个数字仅次于意大
利、希腊和一些巴尔干国家，是英（25%）法（17%）
德（30%）的两三倍。

孩子赖在父母家不走的原因很多，最明显的
一个是钱。西班牙的失业率一直高得吓人，
2008 年金融危机和 2010 年欧债危机余威尚在，
新冠肺炎疫情又雪上加霜。2021年 8月，西班牙
的青年失业率冲至 38％的全欧盟最高水平，侥
幸找到工作的年轻人中，也有一半以上签的是
临时合同，26%是兼职合同。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西方国家的年轻人一

旦到了 18岁，大都会离开父母独自生活。以前的
西方人，尤其在英美等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的确
如此。如果孩子 18岁还没自立，家长甚至会担心
他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只是，现在事情悄悄
起了变化，在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年轻人

“自立门户”的时间越来越晚，和父母住在一起的
时间越来越长。

疫情没完没了，被压倒的“英雄汉”越来越
多。 2021 年 2 月的数据显示，在美国，18 岁至
29 岁的成年人中有 52%与父母同住，这一比例
超过了上世纪的大萧条时期。在英国，20 岁至
34 岁的单身青年中，有近三分之二——也就是
350 万人现在与家人住在一起，这个数字还在
不断增长。 （《Vista看天下》总第544期）

“啃老”明显 西方发愁
□亦博

“海玉，在干什么呢？”
“一天待着没事干，也不能

出去，就拿手机消遣。”
“那你还有吃的吗？”
“有呢，社区工作人员每隔

两天都会来送菜。”
“那，过年真的回不来了？”
“嗯，回不来，也决定不回来

了，等疫情过去我再回家看你和
娃娃们。马上过年了，该买的就
去买，给娃娃们还有你自己买点
新衣服和好吃的，双方父母那里
你也多跑跑，我给你转钱。”

……
这是延安市安塞区市民雷亮亮与

她在西安务工的老公张海玉的视频
对话。

临近过年，这样的视频对话每隔两
天就要重复一遍，雷亮亮和张海玉都想
给对方轻松的话题，可聊着聊着，就有
了一些感伤……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
节日，一家人团团圆圆坐在一起吃年
夜饭，那这个年才算过好了。然而近
期疫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形势依然
严峻，众多城市号召“异地过年”“就地
过年”。在西安务工的安塞人张海玉
只能在西安过这个年了。

“今年一共回家 3次，想多挣点钱，
就是对娃娃们有些亏欠，常不在家不
能陪伴。”张海玉说，“今年后半年一直
在西安雁塔区做活，封控前一天还和
另一个工地说好，准备第二天去干活，
没想到早上起来，整个城都封了，一直
到现在。”

张海玉和雷亮亮二人，一个手脚勤
快，常年奔波在外赚钱养家，一个贤惠
温柔，照顾一家老小。张海玉每年年初

不过正月十五就背起行囊去往西安、榆
林、咸阳等地务工，因为做活认真细致，
得到众多工地老板的赏识推荐，在别人
找不到活干的时候，他总是工期排满，
有时还能承接一些小工程。

去年，张海玉在西安一干就是一
年，即使距离延安不过三四个小时的车
程，他也鲜有时间回家，每天伴着星辰
回去躺在宿舍床上，通过视频看看家人
孩子，就觉得一切努力都值得。

“疫情防控，说不能回就不能回，这
是关系到自己、家人和他人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的事，马虎不得。”张海玉只能
把回家过年的愿望藏在心里，反过来安
慰妻儿老小。

雷亮亮在照顾家庭的同时也没闲
着，她开了一个服装店，挣点零花钱，给
张海玉减减负。

“家里都收拾好了，娃娃们也乖，你
也买点肉吃吧。”雷亮亮笑着对视频中
的张海玉说，可是避开手机摄像头，她
还是没忍住擦了擦有些发红的眼睛，她
怕张海玉看见难受。

思绪万千，竟一时凝噎。“希望过了
年能疫散团圆。”“一定能！”疫情终将散
去，深情定能当面诉说。

（《延安日报》2022.1.22）

异地过个年 疫散再团圆
□刘彦 郝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