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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尼采
祛下了尼
采的胡髭，为世
人展示出他的
真实面目。这样
才能重新给予
尼采生命和完
整的声音，超越
尼采解读史上
难以避免的错
误，使尼采回到
尼采本身。
—
——《尼 采 词
典》出版

你的博客有人来吗？ 三十而立

烧名片

选合适的鞋

王涛

孙志昌

南晴

潘玉毅

一天，我跟一位朋友聊天，正
好聊到博客，朋友面露难色地问：
“
你的博客有人来吗？ ”我说：“有
啊，不过不是很多，总点击量不到
一万。 ”朋友吃惊地看着我，痛苦
地说道：“我开博都快一年了，点
击量还不到一千。 ”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于是
安慰他道：“甭在乎别人来不来，
我不是经常去你的博客吗？ 你的
博客其实挺有个性与特点的，很
独特，你自己喜欢就行。 ”
现在这样一个人人玩博的时
代， 博客已经不再是什么稀奇的
事物， 空闲的时候， 建个博客玩
玩，其实也没有什么，有时还的确
能够陶冶自己的情操， 打发一些
生活中的无聊时光， 有时还能给
心理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比如
烦闷时，打开博客，听听自己上传
的音乐， 往往能够让自己的心情
得到释放，慢慢地变好。
面对博客的点击量时， 许多
人是不能够坦然的， 他们总是希
望有 无数 的 人来 关 注 自 己 的 博
客。 然而我倒是认为，即便没有什
么人来你的博客， 也不是什么坏
事， 你也不必难过， 毕竟自己建
博，主要还是给自己看的，又何必
那么在意别人呢？ 这不是自己给
自己找不自在， 自己跟自己过不
去吗？
你还在为你的博客没有人来
而烦恼吗？ 我想大可不必，因为你
自己就是它的常客，再者，建立博
客，本就是为了自娱自乐，自己热
衷于此， 并能从中得到乐趣，足
矣！

三十而立，立不起来，那四十
而不惑就无从谈起。 普通意义上
讲，在三十岁的时候，要有一定的
成功，有能拿得上桌面，且能讲出
来的东西，这样，在同龄人中，自
己才能站得住脚， 不能说风流倜
傥，也可以说比较风光了，你自己
也有 了 将 来 发 展 的 立 足 点 与 基
点。
这句话不是虚无缥缈的，而
是有着真实的人生含义。 首先要
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努力的方向，
也就是说自己一辈子要干什么？
其次，具备了一定的责任感。 有了
为之负责的对象， 这是最客观的
现实，也是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还要有一套适合自己的行之有效
的健身方法。 认识到这些实际意
义，就会感到生活有目标。
另外， 拿三十而立来要求当
今的年轻人，也不现实。 因为古代
人的寿命都很短， 三十岁已属中
年， 而现在30岁的男人不过是刚
刚成熟， 后面还有30年左右开疆
拓土、大展身手的黄金岁月。再者，
当今社会，实现人生的途径不是单
一的， 一生中会多次转换职业，每
一次转换都是人生的一个风景。一
个人的价值实现是绵延终生。
人生最完整的结局， 生命最
美妙的境界便是知道自己想到哪
里去，又能找到一条最近的路，也
就是说， 三十岁的人不一定非得
干成什么， 只要是明白自己真正
需要什么，自己的努力方向，也就
很不错了。 三十，不是一个衡量成
就的刻度，而只是表明，你正行进
在创造自己命运的中途。

对不起啊李经理，这次烧到的
是你，刚烧了陈经理、郭经理、王经
理、蔡经理等等。 要退休了，你们这
些老朋友、同行，躺在名片盒里，怎
么样都不好处理。 丢到垃圾堆里让
你们腐烂，该是大不敬，随便放在哪
个角落让你们灰尘满面，更是不好。
李经理，我们初次见面，你还
是个业务员。 后来见面你进步了，
是部长，再后来你更进步了，是副
经理，最后你成了总经理。因此，你
的名片在我这里就有业务员、部
长、副总、总经理，名片不同人却是
一个。你进步了，步步高，同时也是
责任大了，更大了，从年轻小伙子
到有了白发，笑脸依然，却是不一
样的灿烂。
我们这些做业务的名片发了
一盒又一盒， 版本换了一个又一
个，接触的人是一批又一批。 你看
看，我现在焚烧的名片就有三十几
盒，家里还有十几盒。 跑市场业务
20多年，这些是朋友也是业绩。
我们的名片担负着的是责任，
是一个厂一个公司可否有订单，生
产任务是否饱满，是一个企业兴衰
的广告语。我们这些手拿名片从公
司出发，跑遍全中国，跑向全世界，
传递的正是龙腾的消息。没有我们
中国不可能成为制造强国， 所以，
朋友们，名片该发还是要发。
不过朋友们，我到站了，退休
了。 你们继续啊！ 不要怕烧了你们
的名片，就失去了联系，其实，该留
存的都留在了通讯录里。号码在手
机里，情谊在心里，来到身边的时
候依然把酒话往昔今朝， 呵呵，看
世界和人生进步与否？

连载

前几日， 为要去长辈家里吃
饭，我特地换了一双未曾穿过的皮
鞋。 穿之前先试了试大小，觉得虽
然有点紧，但还能凑合，下午去上
班的时候便穿了去。 谁知坐下来不
到半个小时，就隐隐觉得鞋子有点
硌脚，似乎还有种塑料的味道。 但
是比了比尺寸，鞋子的尺码比我的
脚只大不小，也不知是不是新鞋子
才磨脚。
俗话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
知道。 如今，连试过的鞋子都未可
信，眼见的更未必是真了。 正所谓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多走
两步才知道鞋子是不是真的合
适——
—这原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
但是换一件事、换一个人，很多人
就“迷”了。 有些人去买鞋的时候，
心里原是有主见的， 到了店里，架
不住售货员三两句言语下来就没
了主意。 心理防线顿时崩溃。
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鞋子，什么
样的鞋子适合自己，穿鞋的人自己
最清楚，所以别人削足适履式的意
见和建议不必听，像“宁信度，无自
信”这种郑人买履式的荒唐逻辑更
不可学。 人应该有勇气穿自己的
鞋，走自己的路，把一切无关的闲
言碎语抛诸脑后。
两个人的婚姻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也跟脚和鞋子的关系差不多。
常有一些人，为了好看宁愿不要舒
服，让脚默默承受痛苦。 可是，我们
花钱买鞋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让别
人看着舒服啊，就像过日子，人生
是我们自己的， 不要围着别人的
“
标准”打转，要坚持自己的行事风
格，让自己活得有意义。
责编 袁毅 美编 童胤文 校对 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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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面上全是血
但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是一
个踢门入户闯进宴会大厅的莽汉，他瞬
间就打落了一千个太阳，也涂鸦了天空
的蔚蓝，如雨的炸弹便倾盆而下。
邓子儒被巨大的气浪掀倒在江边
的鹅卵石滩上，眼前一阵发黑，他缓过
气来时才发现，刚才欢乐的世界瞬间破
碎进入死亡的深渊。 一架接一架的日本
飞机掠过狂欢的人群，炸弹尖叫着一颗
接一颗地落下，落在江面上的升起冲天
的水柱，落在岸上的红光闪耀，砂石、弹
片到处飞溅。 他看见有的龙舟翻沉了，
有的已经看不到桨手，江面上漂浮着人
头、彩旗、锣鼓、折断的桨片、断肢残臂
和断成几截的龙舟。
在一阵混乱之后，江面上的龙舟重
新调整好了航线，继续往前冲。 鼓声更
加昂扬，彩旗愈发骄傲，一条条龙舟如
同划过水面的利剑，轻快锋利，毅然决

然。 比赛更加精彩，岸上的人们岂肯离去？
健儿们同舟共济， 人们岂能不同生共死？
“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尽管警察吹着哨
子，宪兵挥舞着木棒，想将岸上的人们驱
散开去，但在飘拂的硝烟和到处的哀嚎呻
吟中，人们的呼唤渐渐汇集成同仇敌忾的
呐喊：“划呀，划呀，快划呀，划给小日本看
看啊！ ”
第二轮日机来袭前，邓子儒在江边看
到，“过江龙”和“浪里滚”仍然齐头并进，
“过江龙” 舟头上挥舞锦旗的赵五哥本来
应该背对龙头，面向桨手，用手中的令旗
配合舟尾的鼓手协调桨手们的划桨频率。
但他却反常地挺立在龙头，面向日机飞来
的方向，把绣有“过江龙”三个大字的彩旗
抡圆了舞动， 就像要舞起一江的愤怒，与
天上的日机对决。 在他的头顶前方，一架
日机嘶吼着斜插下来，它的机头直冲着赵
五哥的脑门。 赵五哥昂首龙头，以旗为枪，
绝不矮起，更不拉稀摆带。 赵五哥英雄盖
世的彩旗催快了龙舟的速度，舞动了桨手
的勇气， 煽起了岸上观战的人们的激情。
趴在地上的邓子儒不再呼喊了，他已经喊
不出声来了，只是用手掌一掌一掌地击打
着大地，“雄起啊五哥！ 快啊，快啊快快快
啊……”
天空中传来机关枪“哒哒哒”的爆响，
好似一连串的高升爆竹。 子弹打在水里，
长江淌血， 一排排眼泪喷泉般弹跳而出；
子弹打在龙舟上，木屑横飞，龙在呻吟；子
弹打在赵五哥的头上，脑浆四射，天灵盖
如帽子一样飞落。 但那面“
过江龙”的锦旗
并没有飘落，它还插立在龙头，迎风招展。
赵五哥人倒下了，它不倒，龙舟就继续向
前， 尽管能划桨的人已经不多了。“浪里
滚”上也没有几个人了，它的鼓手就是那
个刚才来闯码头的小子，现在他只有一只
胳膊了，但他还在拼命地击鼓。 鼓面上全
是血啊！ 鼓槌一敲，血珠四溅，鱼龙惊心。
【完】
【明起连载《中关村笔记》】

拳力以赴
邹市明著
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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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吃力的对手是谁
没想到的是， 第八回合意外突然
而至，胜负局势陡然逆转。
第八回合，比赛接近尾声。 我这一
面，觉得自己已经稳操胜券，打算组织
进攻，发起一轮对战小高潮，为后四个
回合的完美收官来一次漂亮的激战。
对手那一面， 看着自己处于劣势就要
战败， 也开始拼命反击， 打算奋力一
搏。 对手疯狂出拳，我也大幅度进攻。
激烈对撞，出拳速度之快，拳套连成一
段彩影。
一轮轮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快速出
击，意外潜伏其中。
“
咚！ ”突然我和坤比七头部相撞，
我血染赛场。
红影蓝影一片激战时， 我的左眼
眉骨被撞。 一阵剧痛，紧接着，有血滴
下来。 我缓一缓，带着伤继续进攻。 这
是我职业拳台上第一次冒血出战。
第九回合开始之后， 面对受伤的

我，坤比七气势更强，进攻更猛。 为了不让伤
势扩大，不给对手可乘之机，我运用了来自
家乡遵义的红色智慧——
—敌进我退、敌疲我
追。 依目前战况而言，带伤死磕肯定会陷自
己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对手士气正盛，“敌进我退”自然成了首
选战略。我收缩进攻势头，稳住防守战线。最
后四个回合，虽然有些被动，但我擅长游击
躲闪的技能，让对手难以取得优势。
十二回合结束。 裁判举起我的手，昭告
天下王者为谁时，我左眼红肿，眯成一条线，
面目可怖。
大起，大落，这场险象环生的比赛终于
落幕，我又取得了一场胜利。 我更加感受到，
每一位让我体会到胜利来之不易的对手，都
值得尊敬。
电影《叶问》里，一个是咏春拳一代宗师
叶问，一个是依靠拉车和在地下赌场打拳为
生的张天志，两人因拳而识，惺惺相惜。 之
后，打出
“咏春正宗”旗号的张天志向叶问公
开宣战。
看到此处， 我的全身热血也开始沸腾。
我相信，只要是拳手，就都会对张天志的行
为心有戚戚焉。 尊敬对手，不等于不敢挑战。
一个打拳好手看到另一个打拳好手时，“打
一场”是心底最原始的声音。
电影中，叶问应战张天志，一个深夜，一
场激战，拳脚之间，两人施展毕生绝技，打得
惊心动魄又酣畅淋漓。 终于，艰难之中，叶问
夺回“
咏春正宗” 的头衔。 张天志输得不甘
却也服气，他亲自打落自己“咏春正宗”的牌
匾——
—这就是两个男人之间“动手不动口”
的君子之战。 打，光明磊落，痛痛快快，绝不
瞻前顾后，拖泥带水，是拳道，也是武道。
邹市明在拳台上应付得最吃力的对手
是谁？ 你一定想不到。
从学拳开始， 二十多年的拳击生涯，从
奥运拳击到职业拳台，队里、省里、全国、世
界，我打过的正式比赛，大大小小，根本不记
得有多少。 每一场比赛面对的对手，来自五
湖四海，个个身怀绝技。
【完】
【明起连载《暗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