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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改琴

人们都说环境能影响人，为了儿
子，我每天都要看30分钟的书。不知
不觉，我坚持了一个学期。我发现读
书时间是那么宁静、温馨和从容，就
是伴着这份宁静从容，我读完了英国
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 《傲慢与
偏见》。虽然上学期间读过这部小说，
但也只是走马观花，一味追求故事情
节，这次细细品读，才发现它的真正
魅力，让人久久回味。

英国女性作家简·奥斯汀出生于
18 世纪的英国乡村小镇，她没上过正
规学校，但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

《傲慢与偏见》 讲述了四桩不同
的婚姻，展现了奥斯汀的婚恋观。在
她眼里，其中的两桩婚姻是不幸的：
一是伊丽莎白的好友夏绿蒂、表兄柯
林斯的婚姻，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之
上；二是伊丽莎白的妹妹丽迪雅与威
尔的婚姻，完全建立在颜值之上。夏
绿蒂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却接受了自
高自大、愚蠢的柯林斯的求婚，只因
家里没有多少财产。对于婚后生活，
夏绿蒂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样的

婚姻状况在现代也具有现实意义，我
认为单纯的以物质为基础的婚姻是没
有生命力的，在感情淡而无味的婚
姻里，生活的乐趣何存？夏绿蒂固
然可以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但
是她的精神世界永远是苍白的，她
安排与柯林斯每天见面的时间只有
几分钟。她是多么聪明，又是多么
可悲！一个无财产的女子就这样成
为一个时代的悲剧。

伊丽莎白的妹妹丽迪雅是另一种
情况的婚姻。在五姐妹当中，她行为
最放荡，每日只知与军官调情。她贪
恋威尔的容貌，冲动地跟威尔结婚，
还在家人面前炫耀幸福，是一个自私
自利的女人。嫁给了一个伪君子，可
想而知婚后生活如何拮据，全靠伊丽
莎白与达西救济。

奥斯汀所推崇的是后两桩婚姻：
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婚姻、吉英与彬格
莱的婚姻。美丽而文雅的吉英与活泼
机智的伊丽莎白对待婚姻的态度是理
智聪明的，她们的婚姻建立在爱情基
础之上，但也不排除物质与相貌的因
素。达西在初次见到伊丽莎白的舞会
上，并未对伊丽莎白的外貌产生好

感，也反感她家人的低俗无知。但是
随着越来越多的接触，他发现了伊丽
莎白的可爱之处。伊丽莎白也在越来
越多的接触中发现了达西的美德，消
除了对达西的偏见，成就一桩美满姻
缘。尽管他们在门第与教育上存在差
异，但婚姻生活依然是美满的。

在奥斯汀的笔下没有惊心动魄、
激情四射的爱情故事，更多的是理智
与道德，所以，奥斯汀的爱情观是理
智的。在我看来，爱情是美好的，以
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能经受住婚后油
盐酱醋的平淡，真正的爱情是日久生
情，而非一见钟情。

《傲慢与偏见》 在对人性的描写
上也是深入的。傲慢与偏见属于人性
弱 点 。 出 身
高 贵 、 财 产
雄 厚 、 地 位
高 高 在 上 的

“上流人”最
容 易 染 上 傲
慢 的 习 气 ，
对 贫 穷 、 粗
俗 的 人 瞧 不
上 眼 ， 达 西

就是其中的例子。而地位低下、财产
少而又有强烈自尊心的人在面对优越
者时则以偏见对抗，这是另一种扭曲
的傲慢，伊丽莎白就是一个典型。伊
丽莎白最初看不惯达西的傲慢，受风
度翩翩的威尔的蛊惑，更对达西的人
格产生严重偏见。但随着深入了解，
才发现误会了达西。但是她能勇敢地
纠正自己的观点，摆正自己的态度，
这一点是值得尊重的。而达西在初次
求婚遭拒的情况下，敢于正视自己的
缺点并积极改正，才成就这桩美满姻
缘。

不难想象，如果达西在初次求婚
遭拒后依然傲慢，如果伊丽莎白在了
解真相后没有面对达西的勇气，那么
他们之间永远都会存在一条不可逾越
的鸿沟。人与人之间，总会有摩擦、
有冲突、有误会，但只要你勇于面对
自己的不足，积极改正自己的缺点，
削去自己的棱角，往小处说，能达到
人人和谐、群组和谐，往大处说，达
到社会和谐、世界和谐。

洞见人性的弱点与魅力
——读《傲慢与偏见》有感

□张尽善

海河小区的居民，尤其住一楼
的，喜欢种石榴，种在门前或者养盆
栽、盆景，树枝伸出院墙，枝繁叶
茂，生机勃勃，品种有大红甜、月季
石榴，更好看的是“黑金刚”，先紫
后红，甚是美观。

“五月榴花照眼明”，石榴最美的
季节莫过于五月。火红的石榴花挂在
枝头，流光溢彩，赏心悦目，给小区
增添一道别致的风景。

石榴花虽没有玫瑰的娇艳欲滴，
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也没有栀子花
的芳香四溢，但它总给人热情似火的
感觉。海河小区的居民爱种石榴树，
不仅因为石榴花养眼好看。石榴是古
老的果树，中国传统文化视其为吉祥
物，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带
回了葡萄、核桃、石榴、胡萝卜等。
路途遥远，石榴是怎么带回中国的
呢？当时，采用插条法，把石榴枝插
入缸内的泥土里，一边生长一边运
输，在漫长的时间里保存其生命。

盛开的石榴花，在初夏时节，酝
酿着一个成熟而丰盈的梦。它不仅深
受寻常百姓喜爱，更引得古往今来文
人墨客为之吟诗作词。白居易为其写
出“日射血珠将滴地，风翻火焰欲烧
人”的佳句，描绘石榴花在阳光下、
在夏风中，如血珠滴地，如火焰烧
人。苏东坡也在诗中赞叹道：“石榴
半吐红巾蹙。”而元代御史中承马祖

常，辞官定居潢州，曾写下《折枝石
榴》云：“乘搓使者海西来，移得珊瑚汉
苑栽。只待绿荫芳树合，蕊珠如火一
时开。”不仅道出石榴的来源，更赞美
了其存本求真、适时而发的品格。

八月是石榴成熟的季节，沉甸甸
的石榴压弯枝头，雨后再经曝晒，石
榴皮最易爆裂，恰似红颜女子的笑，
露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齿。记忆中，
小时候每到中秋，父母总会买些柿子
和石榴，并说，柿子解热消暑，石榴
是化食的 （意为助消化）。吃上几颗
石榴，其籽儿酸甜可口，回味无穷。

人们喜爱石榴，不仅是喜欢观赏
红花，品尝美味果实，还有着深长的
寓意。它花开不争春，五月才显红；
它富有激情，花红似火；它无私无
求，把花的绚烂奉献给自然，把丰盈
的果实奉献给人类。

郭沫若在重庆领导抗日文化工作
时，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石榴》
是他写的散文《丁冬草》中的一篇，收
入《沫若文集》第九卷，后编入中师语
文二年级课本。他对石榴评价道：“石
榴有梅树的枝干，有杨柳的叶片，奇崛
而不枯瘠，清新而不柔媚，这风度实兼
备 了 梅 柳 之 长 ， 而 舍 去 了 梅 柳 之
短。”这一评价赋予石榴质朴、纯真
的品格，以及似火燃烧的激情和无私
奉献的精神。当时，郭沫若先生用状
物抒怀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情操，
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我爱漯河，爱海河小区，爱小区
的石榴树，因为它有不寻常的品质。

海河小区的石榴海河小区的石榴

□邢俊霞

澳门的“澳”原指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
地方。据说澳门最早记录于明朝史书，当
时叫作“蚝镜”，意为海湾如明镜一般，后来
海湾停船数量不断增加，又称作“蚝镜
澳”，即船只停泊的地方。澳门因为沿岸
填海造地而一直扩大，面积由 19 世纪的
10.28平方公里逐步扩展到32.8平方公里。

我是从香港坐车，经港珠澳跨海大桥
到的澳门。办理好入住酒店的手续后，外
面已是灯火阑珊，璀璨一片。

出得店门，沿街漫步，夜晚的澳门，
霓虹灯下的幻境把花花草草映照得亦虚亦
实，如在红尘之中行走的人生一般。

澳门很小，导游甚至说，景点与景点
之间无须坐车，步行即可。大三巴牌坊是
此地著名景点之一，原是一座教会学院，
在大火中烧毁，仅有教堂正面的墙壁遗存
下来，成为如今地标性的建筑，其形状类
似于国内的牌坊，只是图案雕刻有异域风
情，非常精美，也很壮观。此建筑不仅吸
引着世界各地的来访者，想必也承载着澳
门人彻骨的记忆。

进入威尼斯人酒店，除了震撼我实在
无以表达。酒店威尼斯建筑风格，楼高39
层，总建筑面积95万平方米，到处锦绣繁
华，如鎏金闪耀。因为旅行团时间安排，
我只游览了三层。一层大厅的赌场人头攒
动，状如过年时的集市一般，用摩肩接踵

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下注的、发牌的，
筹码移动、易主间无声无息，少有喧哗。
三楼是酒店的购物中心，被一幅人造的天
幕覆盖，在电脑的操控下，抬头可见天幕
上的蓝天白云、日月星河，身居其中，难
以分辨是在室内还是户外。而纵观三楼，
有一处景观似曾相识，酷似家乡小城，之
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小城有沙澧河穿城而
过，俗称沙南和沙北。而这里面积奇大，
据说有10万平方米，像一座室内小城，中
间也有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只不过这条河
的两岸是各种品牌带的专卖店。一条小船
在河面上徐徐而行，撑船的船夫来自意大
利威尼斯，着意大利服饰，唱意大利民歌。
小船中，几位游人兴致勃勃观看两岸景色，
殊不知他们也成为岸上游人眼中的风景。

澳门虽小，但小有小的妙处，从纸醉
金迷到市井街巷，有时候只需要一个转
身。从游人如织的大三巴牌坊下来，转身
就进入一条街道，街道窄窄的，石子铺
路，属步行街。走在上面，仿佛脚底下就
是澳门岁月变迁的历史，每一粒石子都承
载着一段难忘的记忆。

少了汽车的通行，街道并没有安静下
来，熙熙攘攘的游客充满一条街，南来
的、北往的，一眼望不到头。我且走且
看，一不小心和对面的游客撞了个满怀，
两人相视一笑，各自走开。街道两边的楼
房看起来年代已久，外墙斑驳，透着岁月
的痕迹、沧桑的味道，与数步之隔的繁华
比起来，这里似乎是被时光遗忘的角落。

阳光洒落下来，在石子路上流连，
热气蒸腾，但有细细的风在阳光里散
步。在一处街角，我发现楼房的阳台上
有花绽放，枝条伸向外面；阳光堆于墙
壁，堆于花的枝条，使得枝条伸展，想要
抓住什么——也许是澳门小渔村时的寂
寥，也许是如今的金碧辉煌。

站立街角，忽然觉得我像风一样在澳
门这块土地上飘过，蜻蜓点水般的接触、走
马观花似的游览。不过这一切都没关系，
澳门还在发展，填海造地还在进行，澳门之

“澳”也会蜿蜒不绝，成为延伸出来的一道
靓丽海岸线。到那时，海水弯弯，一路喧
哗，奔流向前，拥抱澳门璀璨的明天。

在沧桑与繁华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