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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迁怒”

何剑平

锅碗瓢盆交响曲

宁宏翎

志敏和完生的革命情谊

方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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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与万年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

的情缘，特别是对胡完生这位学弟的牺牲，一直认定是自

己的责任而耿耿于怀， 演绎了一段志敏与完生真挚革命

情谊的佳话。

开展万年农民运动

1920

年秋，胡完生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

应用化学专业。 在甲工读书期间，作为学弟的他先后结识

方志敏、赵醒侬、袁玉冰、曾天宇等革命先进分子，并积极

参加革命活动。

1923

年

3

月，胡完生参加江西“ 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1924

年春，加

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6

年春，经曾天宇等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26

年秋， 为推动江西农民运动的发展， 学习毛泽

东、彭湃等同志开展农运的经验，方志敏等在南昌创办了

江西农民运动训练班，培养了胡完生在内一批农运骨干。

几个月内， 全省加入农民协会的会员增加到

50

余万人。

万年因胡完生的推动， 成为追随方志敏开展农运较早的

县之一。

创建中共万年支部

1926

年

11

月， 胡完生等受中共江西地委和省农协

会指派，回万年开展组织建党和工农运动。 行前，方志敏

交代胡完生：“ 办农民协会和工会，领导革命运动，首先必

须成立党的组织，依靠工人阶级，发动贫苦农民群众，然

后成立农民协会。 ”

胡完生和黄士彪等遵照党和方志敏的指示， 在深入

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中，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并着手培养

党员对象，筹建党支部。

12

月，发展了青年教师黄金南为

中共候补党员，随后秘密成立了中共万年第一个支部，胡

完生任书记兼宣传委员，黄士彪任组织委员。

在胡完生等共产党人的正确引导下， 万年大革命运

动得以蓬勃发展，革命力量也迅速壮大起来。 据不完全统

计，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在下湾、乐源吴家、杨家岭、对家

坂、鱼湖山徐家、天井丘、武山石、松岗岭、陈营、石镇、白

马、麻畲、苏桥、江彭方等

20

余村镇建立了工农协会，全

县发展农协会员

3700

多名，工会会员有

260

余人。

真挚的革命情谊

由于国民党右派活动猖獗，革命斗争日益艰难，

1927

年

3

月

26

日，方志敏同志又一次与胡完生会面。 胡完生

曾经在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比方志敏低一年级，

在“ 驱赵风潮”中，他表现得“ 最勇猛，最敢挺身而出”，方

志敏非常欣赏他，只要提到万年，他就会下意识地夸赞学

弟胡完生。 谈话中，两人交换了开展工农运动的经验。

“ 一个革命者决不能怕死，但也不能只有匹夫之勇。 ”

志敏不待完生回答，自顾自地接着说。

“ 首先要组织农民，带领他们与土豪劣绅斗，这样才

会有力量；第二要对农民宣传，使他们不受土豪劣绅的欺

骗和利用；第三要随时掌握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事先做

好应付事变的准备； 第四不可树敌太多， 要做好分化工

作，重点打击农民最痛恨的土豪劣绅。 ”围绕革命和革命

同志的安危，两人聊了很久。

“ 县农民协会成立了，一定要有武器，以便进一步开

展对敌斗争，你们可以直接找县长要枪。 ”志敏最后说道。

胡完生同志回万年后，与黄士彪等遵照省农协“ 推翻

旧的都团，一切权力归农会，参与县政，清剿土匪等”的指

示，来到县政府找县长潘涛要枪，遭到潘涛的拒绝。 第二

天上午， 胡完生等再次找县长潘涛交涉此事，

11

时左右，

由国民党右派买通的洪江匪徒突然将胡、 黄二人进行绑

架，秘密押往陈营喜子岗庙内，残酷审讯拷打，要胡、黄二

人“ 悔过自新”。 面对敌人地威逼利诱，胡完生表现得异常

坚强，他慷慨激昂地说：“ 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事情，革命

必定会成功！ 你们这些反动分子终究要死在工农群众的

手里。 ”当天晚上，胡、黄二人即被敌人秘密杀害，焚尸灭

迹。

清明那天，方志敏得知噩耗，他异常气愤，当即决定

采取果断措施，狠狠打击万年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 经

省委、省农协研究，决定加强万年革命的领导，指派省农

协常委陆智西为特派员，与卢桃先、陶士杰等到万年指导

农民运动。

4

月

6

日，省特派员陆智西等带领

70

人组织

的武装队伍，从鄱阳来到万年。万年人民群情激昂，

100

多

名农协会员与武装队会合，向万年县城开进，迅速打退国

民党右派的进攻，占领了万年县城。 陆智西等在县城大圣

殿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

500

人大会，对胡完生、黄士彪

两烈士进行悼念。 此后，党组织领导下的万年农民自卫军

先后四次惩办匪首。

因为省委、省农协的及时反击，形势虽然逐渐朝着好

的方向发展，但胡完生的牺牲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志敏

的心在滴血啊！ 即使是在

8

年后，在南昌身陷囹圄的方志

敏忆起这次事件，罕见严厉地作了自我批评：

“ 组织训练工作，也做得十分不够，农民协会的工作

方式，也是带着官僚主义的，如我在省农民协会时，除开

会外，就只批批各县来的‘ 等因奉此’的官样公文，连南昌

近郊的农民运动，也没有很好地进行”；“ 尤其重要的是农

民武装———农民自卫军没有积极地去组织和锻炼———这

些都是使农民协会不能有真实的力量的原因。 ”

这“ 农民自卫军没有积极地去组织和锻炼”指的就是

大革命时期万年革命血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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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的天气多变， 总会有大雨滂沱，

翻滚的浓云，压低了风的眼睑，感受那种

将至的宣泄。 目光所及之处昏昏暗暗，仅

仅一个瞬间，迅疾的雨就会席卷天地的明

亮。夏天，总是有那么多匆匆过客，让我们

来不及转身道别，就像这急雨，短暂疯狂

之后就消失不见。

风止雨停云开之后，光阴寂静，断然

不像先前那般热烈、喧哗、咄咄逼人。水雾

笼盖四周，给人一种清凉的感觉，庭院里

的绿植显得更加清新喜人，枝叶轻轻摇摆

着，想必也是欢快舒畅的心情。 大雨刚过

的青草地，会惊起夏虫无数，慌乱的跳跃，

阐释着生命是多么活力四射，从一片草叶

闪到另一片花瓣。 偶尔有点点水滴落下，

如珠如玉，美好直抵心灵，滋润着酷暑下

干涸的大地，呼吸之间，清新，透彻，有无

数深情。

门前的铁树， 在风雨中傲然挺立，绿

意盎然，有着不可企及的气韵和风姿。 它

新长出的嫩叶，素瓣层叠，似观音坐莲，静

美坚定。 叶子上残留的雨珠，风轻轻一吹

就滴落而下， 落在黛青色的陶盆边沿，滴

答、滴答……不疾不徐，宛如一曲动听的

旋律，也似一段幽幽的梵语，有着净化灵

魂的力量。

也曾在老屋聆听过雨声，惹人心生幽

思。 雨水顺着屋顶的瓦片向下流淌，经房

檐滴滴答答，滴入大水缸，一滴两滴，涟漪

圈圈，声声入耳 ，此景如诗如画 ，如歌如

诉，既有清美意境，亦有灵动的韵味，总归

已是深入我心，让我今生心心念念。

也喜欢在夜晚听雨，淅淅沥沥的细雨

声，不似大汉高歌，也不似美人低语，只是

有一份感觉，幽幽地走进了柔软的心底。

宋代词人蒋捷的一首《 虞美人·听雨》描述

得淋漓尽致：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

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

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

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这首词，轻轻不过一丝一线，落落竟

如一月一箫，写尽沧桑人生，让我懂得了

零落与盛开，喧嚣和平静，别离和伤感，失

落与彷徨，失去和拥有。这样的思绪里，让

灵魂沿着雨声一字一句在铺设的道路行

走， 与芸芸众生在一声赞叹里相遇后停

留，隐于山谷，问月修禅 ，幽居不问人间

事，闲与素琴谱落花。

或许，雨天适合想念和忧伤，一个听

雨的女子，伫立在寂寞的时光里，静默孕

育优雅的灵魂，在雨滴温柔的轻和下，听

着王菲的歌声《 轻风细雨》 ，空灵的声音

像是雨中飞扬的雨丝，带着特有的气质，

随着凉风穿窗而过，悄悄地落在呼吸间，

它清凉柔美、轻盈纯净，直抵内心和灵魂

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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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我是一个“ 甩手掌

柜”，从不沾染家务活。主要是

因为公务繁忙。现在我从一线

干部岗位上退居二线了，单位

上没有我什么事了，时间明显

宽松起来了， 除却喜欢读书、

写作以外，我成为了一个家庭

洗碗工。 可谓右手笔墨，左手

烟火，在岁月的长河里把洗碗

当成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因为在锅碗瓢盆交响曲

中，我是一个快乐的音符。我

把洗碗当成是一种享受 ，原

来妻子从不让我洗一个碗 ，

是为了支持我全身心地投入

工作， 避免家务事拖我的后

腿。 现在我主动承担一日三

餐的洗碗家务活， 每当孙女

玥玥宝 贝积极响应光盘行

动， 一声“ 爷爷， 我吃干净

了 ”，我就会笑脸如花 ，不仅

仅是表扬孙女好棒， 而是要

为天伦之乐点赞， 为今天的

美好生活而歌！ 在我的人生

经历中，我曾经当过四年兵，

在部队服役时， 我经常去厨

房帮炊事班干活， 部队行话

叫帮厨，在摩托班里面，我又

争抢碗盆洗，由于表现积极，

我连续三年受到连嘉奖 ，存

在于我的人生档案里面。

洗碗，也要用心去做。 首

先要收拾碗盘， 判断有多少

碗盘数量，有多少油腻程度，

然后决定用多少洗涤液的分

量，与清水配好比例。而说到

洗涤液，我还是最喜欢用“ 立

白”牌洗涤液，这个品牌真的

是除污强，不伤手，泡沫多的

像是棉花一样柔软， 令人舒

适。讲起来是缘分啊，鄱阳湖

城商会会长程水龙就是“ 立

白”的鄱阳总代理，由于市场

监管部门的职责所在， 我从

事打假维权工作十余年 ，同

时也维护了“ 立白”等名优品

牌的市场秩序。 有一次我在

芝山公园偶遇程总， 程总仍

热情地说：“ 感谢老领导维护

市场，感谢多年的支持！ ”我

回说：“ 打击假冒伪劣， 保护

名优品牌 是职责 ， 应该做

的。 ”其实倒是我要感谢程总

哦， 由于年龄关系退居了二

线，离开了维权岗位，脱下了

执法制服， 我也是一名普通

的消费者了，保护名优品牌，

实则是保护了我自己的合法

权益。感恩生活，善待你的工

作，善待别人，最终善待的是

你自己。 赠人玫瑰， 手有余

香。 立白：清清白白为人，干

干净净做事。做好本分事，踏

实。 持平常心，淡定。 做实在

人，从容。 做到这三点，我就

能心安，把自己照顾好，同时

也能把自己身边最至亲的人

照顾好。

洗碗时， 先用洗涤液除

污一遍，碗盘、筷子、匙子类，

再用摩力擦与水冲洗， 待水

过滤干后， 分类存放在消毒

柜里。 最后用抹布或厨房专

用纸擦干净洗碗池， 厨余垃

圾要按照垃圾分类的要求用

一次性塑料袋专门收纳处

置。 有一句公益广告语是这

样说的：“ 垃圾分类是一种新

时尚。 ”我天天将垃圾分类处

置，追求着新时尚生活。我是

于去年“ 五一”节开始洗碗家

务活的， 从此开启了天天劳

动节的节奏， 现已累计一年

多了。洗碗，是一家人在一起

聚餐的善后家务， 外面的世

界再精彩， 也比不上与家人

在一起重要哦。

在生活平淡的烟火气里，

日复一日， 努力活出些快乐。

往后余生，在锅碗瓢盆里唱响

一曲自己喜悦的旋律。当我系

上围裙，不仅仅是保护洁身自

好，把日子打理干净，关键是

当我系上围裙就体现我是主

人。 所以说，洗碗是一种别样

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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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迁怒”，出自《 论语

?

雍

也》篇。 鲁哀公问：“ 弟子孰为

好学？ ”孔子对曰：“ 有颜回者

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意思

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懂得

控制情绪， 不让愤怒的情绪

发于人。“ 不迁怒”， 说者容

易， 但要具体到个人身上就

非常难了。 孔子曾把“ 不迁

怒”纳入“ 好学”的品质。李泽

厚在 《 论语今读》 中曾解释

道：“‘ 好学’是为实践行为和

心理修养。 ”可见，“ 不迁怒”

非随意修为就能达到的修养

和境界。

常言道：“ 人生不如意事

十之八九。”我们难免会遇到

一些不顺心的事， 情绪表达

是人的本能和天性，但“ 不迁

怒 ”，控制好情绪 ，则是本事

和修养。 通常修养好的人会

做情绪的主人，反之，则是情

绪的奴隶 。 《 资治通鉴》 记

载：“ 唐懿宗因女儿同昌公文

生病去世， 迁怒于翰林医官

韩宗劭等人。 二十多位医官

及亲眷， 共三百余人， 或被

杀 、 或被贬 、 或被关进大

牢。 ”这是典型的帝王一怒，

血流成河。 弱者听任情绪控

制行为，而强者则控制情绪。

迁怒除了让事情变得更糟 ，

一无是处。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表现

出谦谦君子、温文尔雅，但一

遇到失意、失利之事，就很难

做到宠辱不惊、从容不迫。 事

实上，很多人的美好前程往往

是在发怒的那一瞬间而毁灭

的。 一味地产生负面情绪，迁

怒无辜，只会伤人害己。 心理

学上有个有趣的说法叫“ 踢猫

效应”。 一位父亲受了老板批

评， 回到家把孩子臭骂了一

顿。 孩子心里窝火，狠狠地踹

向身边打滚的猫。 猫逃到街

上，正好一辆卡车开来，司机

赶紧避让，却把路边的孩子撞

伤了……这说明迁怒这种情

绪会传染。当我们迁怒于他人

时，若他人也迁怒于人，最终

陷入恶性循环。 培根曾说过：

“ 寻求报复的人使伤痕常新，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伤痕早就

痊愈了。 ”

《 菜根谭》中有句话：“ 躁

性者火炽，遇物则焚；寡恩者

冰清，逢物必杀；凝滞固执者，

如死水腐木，生机已绝；俱难

建功业而延福祉。 ”这些由内

心的戾气而产生的怨恨 ，都

是导致人生糟糕的源头。 而

糟糕的情绪都是自己在有意

或无意间“ 培养 ”的 ，如扎西

拉姆

?

多多所说：“ 有人尖酸

地嘲讽你， 你马上尖酸地回

敬他。 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

起你，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

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 ，你

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 有

人对你冷漠， 你马上对他冷

淡疏远。 看， 你讨厌的那些

人， 轻易就把你变成你自己

最讨厌的那种样子。 这才是

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 ”人生

即如此，控制好情绪，就能把

控好局面，就能把握好人生。

不迁怒， 孔门弟子三千，

真正能做到的仅颜回一人而

已。 看世间人与事，一个人的

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

而是他计较的少。 有的时候

情绪不好，是自身涵养不够，

不能多视角看待事情。 如把

心放宽、把事看淡，则会拥有

大智慧、好修养。王阳明弟子

徐侃在花园中除草抱怨道 ：

“ 为什么好东西很难长出来，

坏东西长得到处都是？ ”王阳

明回答道：“ 天地生意， 花草

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

观花， 则以花为善， 以草为

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

矣。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境

不同，情绪不同。王安石也在

《 礼乐论》 中写道 ：“ 不迁怒

者，求诸己。”只有自己修炼好

内心， 保持内心坦然安宁，既

放过了他人， 也成全了自己。

即使偶尔情绪上来，也要懂得

及时收敛，看得开、想得开，保

持平和的心态，如此生活便舒

坦、身心皆安。

世界就犹如一面镜子，你

对它发怒它也发怒，你对它笑

时它也笑，善待别人，就是善

待自己。 安东尼

?

罗宾斯说：

“ 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懂得怎样

控制痛苦与快乐这股力量，而

不为这股力量所反制。 ”遇事

多从自身找原因， 换位思考，

将心比心，渐渐地就会管理好

情绪，修养好自己，就会拥有

开阔的人生。

������

春节前夕，我在自家楼顶打扫卫生 。

三楼的杂物间里， 有许多父母置办的旧

物。 从父亲的木匠家伙到母亲的针线笸

箩 ，从竹编制品到木头箱柜 ，方的谷仓 ，

圆的木桶 ，高大的扬谷机 ，长长的木梯。

这些物品，在我的手上估计是不怎么会用

到了。

在我们农村，这些物件每家都有。 无

非就是一些粗糙的农具， 过时的居家用

品。 年轻人大多外出谋生，耕种的人家日

渐稀少，这些基本都用不上。 同我家一样，

都是堆在犄角旮旯，甚至劈了烧火。

我将它们稍作归置，有一样物品引起

了我的关注。 它是一只锁篮，模样与装稻

谷的箩筐大抵相似，只是竹丝更细，做工

更为精致，多了一个圆盖，装了锁扣。 小时

候母亲还用它盛衣物的， 高高地搁在柜

顶。 搬到新屋之后，这十几年来我不曾注

意它的存在。

我将锁篮提到更为光亮的走廊，将它

里外擦拭一遍。 锁篮是刷过桐油的，表面

虽有些发黑， 但仍可以看到褐黄的竹丝，

丝毫不见虫蛀的痕迹。 篮子上面写了一圈

的毛笔字：民国甲寅年谢履善办。 掐指一

算，这锁篮居然有

106

年的历史。 以前我

倒是听说过，这是母亲的随嫁品。 我母亲

年纪虽大， 算到如今也不过

91

岁， 她

16

岁时出嫁，距今仅

75

年。 而且，我外公姓

周，外婆姓张，锁篮上写的置办人却姓谢，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母亲已去世多年， 我只有去问大姐。

还好，大姐很了解这些事。 因为外婆年老

时经常长住我们家， 她一生的大事小情，

不知道给我的哥哥姐姐讲了多少遍。 只不

过我那时还未出生，自然就无法知道。

外婆出嫁的时候还是民国初期，太外

公家一贫如洗， 眼看定好的婚期即将临

近，女儿的嫁妆却还没着落。 太外婆身体

不好，外婆自己纺线，多年积攒了些布鞋

衣裳，可也不能就打个包袱提过去啊。 愁

眉不展之际，太外公想到了河对岸谢家村

的一个哥们。 他家里状况稍好，女儿尚未

婚配，就已为她备下了一担锁篮留作出嫁

之用。 那哥们倒也同情一起长大的地方兄

弟， 可那锁篮早已刷漆并写上了字号，无

法修改。 管不了这么多了，太外公表示次

年给他家帮工抵债， 将这对锁篮提回了

家，作了外婆的嫁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 动荡不安间杂

着饥寒交迫。 染上大烟瘾的外公早已命

丧他乡， 外婆带着二儿一女离开双明古

塘，借居在娘家大叶。 靠着娘家兄弟的帮

衬，勉强把儿女抚养大。 租了地主家几亩

地，加上开山种玉米，一家人勉强可以吃

饱肚子。又择了块地，盖了两间木屋。日子

好过了些，外婆长年阴翳的脸上终于有了

笑容。

外婆家中三餐不继。 我母亲即将出

嫁，又哪里请得起工匠打嫁妆。 万般无奈

之下， 外婆把自家的衣物取出装进破箩

筐，于是这对锁篮作为母亲的陪嫁，又来

到了我们家。

五十年代末县里修七一水库，我们家

从大叶几经迁徙，最终才在如今的家乡定

居下来。 这一对锁篮与人一样，历经了颠

沛流离。 可以想象，当年住宅狭窄家境贫

寒， 母亲手上为数不多的一些值价衣物，

凭证票据之类，都是装在这锁篮里的。

外婆住在我们家的时候，母亲曾揶揄

外婆，说她嫁了一回女儿，就给了一担旧

竹筐作陪嫁，白赚了我们家的聘礼。 外婆

笑着说：“ 你没见人家呢，连几双像样的布

鞋都做不起，我好歹也给你装满了这两只

锁篮。 ”外婆环顾四周，又说道：“ 你看，你

们家现在不是啥都有了吗？ 可见我给你陪

嫁的锁篮虽旧，却是带着福气的。 ”母亲

说，这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功劳，跟这破篮

子可没关系。 母女俩笑在了一起。

这对锁篮，印象中母亲直到晚年才没

有使用它。 早些年大哥搬家，说这是母亲

的遗物，他要留个念想，拿走了一只，我家

的楼上便只剩这一只了。

这些故事，说给我的儿子听，他们大

概无法理解。 而对于我，却是不能忘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