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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在国外工作的时候，有一
个刚进公司的小伙子叫鲍勃，刚刚从
学校毕业，人很不错。他有个习惯，每
天早上都要来找我聊天，但每次他来
过之后，我的心情就不太好，可我一直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来有一次，我无意中看见一本
有 关 positive energy（正 能 量）的
书。这本书里说，我们每个人都带着
正、负两种能量，如今大多数人都在
释放负能量，比如抱怨政府不好、经
济压力大等等，反正都是一堆坏消
息，只能越说越无奈，越说心情越不
好。负能量会将身体的正能量全部
耗尽，并且传播给周围的人，就像病
毒的传播一样。

于是，我就明白了为什么鲍勃与
我谈话之后的我心情会不好，因为他
是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人，谈论的都是
负面的话题，他与我聊天时，无意中将
他身上的负面量传给了我。有一天我
实在受不了了，就指着房间里面的垃
圾桶对他说：“如果你要倒垃圾，请倒
在垃圾桶里面，不要倒在我身上。”

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关注正能
量，并且注意到很多成功人士都具备
很强的正能量，他们不仅取得了事业
上的成就，而且活得很开心。于是我
很快就有了一个决定，就是毕生以修
炼正能量为目标，而且要将正能量传
播给更多的人。

要让自己充满正能量，首先要找
出一些正面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因
人而异，只有自己最清楚，就是当你做
这个行为的时候，你的心情最好，做事
的效率最高。以我为例子，只要一运
动，我心情马上就会好起来。音乐对
我也有同样的效果。1995年是我职业生
涯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但我幸运地遇上了
UFO乐队，那个时候几乎每天晚上都和他
们一起弹吉他、唱歌，逐渐将负能量转化
为正能量，最终渡过了这个难关。

既然能量是会互相传染的，那就
要和充满正能量的人交朋友。有些朋

友会像鲍勃一样，整天将你作为垃圾
桶，向你传递负能量，如果你没有能力
改变他，那就要果断远离他。相反，有
的朋友能够帮助你发掘自身的正能
量。我年轻时候不太爱笑，脸上的表
情总是很严肃，但我的女朋友（现在的
太太）是一个爱笑的人，动不动就笑，
所以跟她在一起就是开心，我也跟着
笑起来。她后来告诉我其实我讲话很
好笑，我才知道原来我还有幽默感，但
以前从来没发觉。又或许是因为和爱
笑的人在一起，慢慢将幽默感也发掘
出来了。

要提升正能量，还要注意自己说
话的用词。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叫自
我暗示，我们说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在
不断地给自己暗示。有些词语会给你
负面的暗示，那你就要找一个意义相
似，但能给你正面暗示的词来代替。
比如“问题”这个词就有负面暗示，我
就用“挑战”来代替；“不足”就用“有改
善空间”来代替。如果实在避免不了
负面的词，那你一定要用正面的词来
结束一个话题。当然，发掘自己的正
能量还有很多种方式，我会在书中详
细阐述。

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各种负能
量，当你状态不佳时就很容易让负能
量入侵，这就是你需要修炼的时候，要
尽量缩短将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的时
间。如果你是经理，是CEO，你就是船
长，当船碰到风浪，所有船员都看着
你，需要你来指挥。作为船长，你要坚
信你能带大家平安脱险，因为肩负着
这份责任，你已经没有“自我可怜”的
权力，必须将负能量转化成为正能量，
勇往直前。

事实上，每个人的身体中都潜藏
着巨大的正能量，只不过我们没有重
视它，反而让负能量占了上风。负能
量是迷路的正能量，我们每个人都有
能力疏导自己的负能量，找回自己的
正能量。发掘自己的正能量，你准备
好了吗？

女性的容貌往往决定着她们的命
运，美女固然能嫁入皇家、豪门，享用
权力和荣华富贵，但也可能引发悲剧，
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学者陈云发的
新作《历史误读的红颜》，通过对19位
古代著名“权女”、“美女”、“才女”、“侠
女”的史实考证，以通俗叙述还原了她
们真实的身世，在解构她们命运的同
时，纠正历来对这些红颜们的误读。
掩卷而思，我唏嘘感叹：在古代，女性
不论有多么美艳、才华，但大多逃不出
历史给她们准备的悲剧命运，真是红
颜多薄命呵！是谁造成了她们的悲
剧？读后，我掩卷沉思不已。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男权社会，妇
女总是处于同等地位男性的下层，由
男性决定她们的命运；若沦入乐籍妓
门，更会被打入社会的十八层地狱，美
貌和才华就都明珠暗投了，其命运也
可想而知。在《历史误读的红颜》中，
陈云发对众多名垂青史的红颜美女的
身世沧桑做了研究，让我们看到这些
历史红颜的不同出身：有的生于贫苦
家庭，食不果腹；有的虽出自于官宦，
但因父母双亡失去怙恃；有自小被人
掠卖，不知亲情为何物，凡此等等。她
们因卑微而找不到出路，不得不被出
卖身心或寄附于男权来立于世间。与
此同时，她们向往着有一天能被心仪

贵族男子把自己赎“取”回去。但是，
这种“美好”期望给她们带来的往往不
是攀龙附凤的荣耀，而是从良不遇成
为“剩妓”，或跳入另一个火坑。美丽
而又有才华的薛涛，曾被唐朝权臣韦
皋垂涎，但韦皋连收其为小妾都不
屑。变成乐籍官妓的薛涛，不得不接
受韦皋的半包养，此后又苦恋元稹落
空，最后终身未嫁，走向孑然寂寞的人
生终点；艺妓李香（君）虽邂逅得明末
著名才子侯方域，并在金陵享受过甜
美的爱情，但媳妇总要见公婆，当李香
踏进侯门之后，因她的妓女身份暴露，
便马上被逐出家门，怀孕的李香被安
置在城外侯府柴草园居住，她产子数
月后即抑郁而死。董小宛恃才色在高
傲中寻觅幸福，历经数年艰难追婚才
被才子冒襄收纳为妾，但一朝社会凌
替，美貌又给她带来了灾难。她为保
护丈夫，被迫以身伺虎，洪承畴不惜将
她献给扫荡江南的清军统帅豫亲王多
铎。有才有色的妓女柳如是与才子陈
子龙偷偷在松江南楼同居，但在陈子
龙妻妾们的强烈逼迫下，她与陈子龙
只好劳燕分飞。失望之下，23岁的柳
如是嫁了60岁的老头子钱谦益，总算
有个无奈的归宿。这些处于社会下层
的女子，妓女的身份总是时刻压迫着
她们，枉有聪颖美丽，却注定了过不上

贵妇人生活。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男尊女卑的

男权社会，女人充其量只是男人的附
属品，没有独立生活的社会条件，也没
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众多的美女成了
供帝王将相诸侯腐化享乐的消费品，
甚至变成了男人的礼物，被送来送去，
她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谁占有她
们谁就掌握着她们的命运。楚楚动人
的王昭君被送与单于；沉鱼落雁的西
施被送给吴王；文采盖世的蔡文姬被
送往匈奴又被赎回；美丽的甄后原本
嫁袁绍之子袁熙，曹丕随父曹操参加
对袁绍集团的战争，胜利后曹丕便将
甄后作为“战利品”占有。盛唐的武则
天和北魏冯太后曾被视为女性成功的典
型，她们毕生追求皇权，但实践路上充满
荆棘、险恶，为了巩固权力、地位，遂高举
屠刀无情铲除异己，连兄长侄甥乃至亲
生儿子都不放过，最终，历尽千辛万苦创
建的女皇统“政制”还是被迫放弃。

咀嚼着一页页苍白的历史，掀开
这些红颜悲剧的幕帘，让我们看到她
们被摧残的人生和被扭曲的灵魂。在
惋惜她们被扼杀的才华之余，读者内
心只有长叹：失却了尊严和权益的美
女们，她们的人生怎能不滋生悲剧？

生不逢时，可惜了历史上那些才
貌双全的美女们！

在我的心里，十个哲学家也顶不
上一个美食家。

对美食家如此尊崇，除了因为我
生于饥饿年代，还因为我一向认为，美
食家体现了人类普遍缺乏的美德——
分享的精神。一个真正的美食家，一
旦遇上了好吃的，如果不逢人就推荐，
不拉上一堆人去饕餮一番，估计会疯
掉。

一个真正专业的吃客，口味不但
不刁钻，还很大众化。

在朋友圈里，好吃的人颇多。比
如，有一位朋友专吃一些冷僻的东
西。有一年在乡下任职时，他的手下
投其所好，到山洞里掏了一堆蝙蝠回
来，让他剥皮红烧后，装在脸盆里大啖
其肉。多年之后，他还经常咂嘴回
味。另一位朋友，则号称从未遇上真
正让他觉得辣的东西。即便是那种让
人喘不上气的海南小黄椒，他嚼起来
也不动声色。他毕生的美食愿望，就
是能真正辣上一回。

这样的家伙，我认为，只能算是吃
客中的异食癖或毒理家。比如，那位
有名的辣叔叔，后来我听说印度有一

种“断魂椒”，比普通辣椒的辣度高
100 万个单位，我就希望辣他一下。
后来又听说，美国有一位科学家提炼
了一瓶辣椒精，是“断魂椒”辣度的几
千万倍。这瓶举世无双的辣椒精，只
要在泳池里放上一滴，然后再用一只
筷子蘸一下里面的水，你的舌头就会
立即感觉“像被锤子重重地敲了一
下”。我又希望辣叔叔能碰上这只“锤
子”。不能怨我心坏，实在是这位辣叔
叔心狠，只要遇上他点菜，大家就得鼻
涕一把眼泪一把。

我认识的黄橙，就从不点什么稀
奇古怪的东西。他擅长的是，在最普
通的食材中，提炼味蕾的精细感觉。
这就像最优秀的司机，往往善于慢慢
穿行于闹市之中；最出色的哲学家，喜
用最平淡的故事阐述真理一样。

美食家中庸的另一个特征，是不
能太有钱，也不能太没钱。一掷千金，
天天山珍海味，吃燕窝像喝稀粥，吃鱼
翅像捞粉丝，这样的人什么都能吃到，
其实只是在吃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
家里穷得叮当响，一块白水豆腐蘸酱
油，也吃得稀里哗啦，只能说他有美食

家的特质，要当美食家，先把肚子混饱
再说。像黄橙，一个都市白领，无非是
借助休假时间，天南海北游逛，他的

“舌尖之旅”谁都能玩，只要你有一点
闲有一点钱，有几分情调就行。

美食家最大的本事，是能够调众
口之难调，就餐地点、点菜等都有讲
究。如果“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
疲于奔波之后，谁还有胃口？另外，男
三女五还是女三男五，就有点菜的不
同；荤多素少还是素多荤少，就更有讲
究。这个荤素，指的是座中有无善言
辞的吃客。如果围坐一圈的，有一半
是闷嘴葫芦，这顿饭品质再好，也食之
无味。

与黄橙共享过无数美馔佳肴之
后，常常会生出一种幻觉，仿佛餐桌前
坐着的这个家伙，是那童话中的花衣
魔笛手。在笛声的逗引下，一支色彩
斑斓的美食队伍，列阵在唇齿之间舞
之蹈之，歌之咏之。其中的精妙，只有
在他的引领下，才能看得懂，听得清。
吃客当到这个境界上，天地间那些献
身于人类的飞禽走兽、鱼虾蟹贝，应该
不会委屈了吧。

>>书海畅评

本书以轻松、诙谐
且颇具诗意的语言介绍
了各地的“倾城”美食。
无论是具有致命诱惑的
异国美味，还是麻辣冲
天、倾城鲜香的巴渝食
林，以及经岁月凝练后
本味清雅的广东风味，
都在本书中淋漓尽致地
展现了出来。此外，本
书还提供了城市档案、
美味旅程指南、旅游资
讯攻略等实用旅游资
讯。

十个哲学家也顶不上一个美食家
□晓 坡

是谁造成了她们的悲剧
□林 影

《倾城美味》
作者：黄橙
定价：39.80元
译林出版社

褒姒、西施、王昭君、
蔡琰……这些纠结于国
兴国灭的千古“红颜”；陈
圆圆、柳如是、李香君
……这些牵绊着英雄是
非的风流“祸水”，无一不
才情无双、色艺兼备。她
们曾光芒四射，艳绝一
时，但身前身后，也引来
过千夫所指，骂名无数。
个中缘由，因滚滚历史的
洪流，裹泥带沙，到底莫
衷一是！本书运用大量
史料和全新的观点进行
颠覆性研究，纠正了许多
常识性谬误。

《历史误读的红颜》
作者：陈云发
定价：35.00元
文汇出版社

发掘自己的正能量

褒姒、西施、王昭君、
蔡琰……这些纠结于国
兴国灭的千古“红颜”；陈
圆圆、柳如是、李香君
……这些牵绊着英雄是
非的风流“祸水”，无一不
才情无双、色艺兼备。她
们曾光芒四射，艳绝一
时，但身前身后，也引来
过千夫所指，骂名无数。
个中缘由，因滚滚历史的
洪流，裹泥带沙，到底莫
衷一是！本书运用大量
史料和全新的观点进行
颠覆性研究，纠正了许多
常识性谬误。

本书是前思科大中华区总裁林正
刚先生以自己三十余年的职业经历和
心得为基础，为职场人倾力打造的一堂
职场能量课。

当人们埋头钻研各种职场潜规则、
办公室读心术时，作者却告诉我们最简
单最实用的职场能量法则：能力=心
态×沟通×知识；当人们的脑海渐渐被
权力、金钱和欲望占领时，作者提醒我
们被众多职业经理人遗忘的品格：pro-
fessional是一种态度。

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看作者如何把
“需要”的事变成“喜欢”的事；每天都很
忙，但还是做不完工作？总裁亲自教你
时间管理的技巧；说话碰钉子，同事不待
见？请参见沟通高手的四个特征……

《正能量：职业经理人的养成》
作者：林正刚
定价：36.90元
浙江人民出版社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怎么开的》

作者：范晓春等著

定价：30.00元

东方出版中心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怎么
开的》由范晓春、易春秋、李祥营
等著，本书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的
结合，有重点地选取党的全国代
表大会中人们高度关注的一些
视角，进行分门别类梳理、分析
和阐述，以求通俗易懂地介绍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知识。作为一
本兼具理论性和通俗性的读物，
本书极具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
性。

>>好书推荐

>>精彩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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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力量》

作者：薛金福、詹志方

定价：59.80元

电子工业出版社

《货币的力量》介绍了货币
除了是财富，还是什么？公平与
正义，本是人类赋予货币的单纯
使命。

是什么点燃了英国的工业
革命？美国是如何夺过了世界
经济权杖？欧洲各国又是如何
踏上超越国家主权的欧洲复兴
之路的？大国兴废与货币之间
到底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货币
又是如何破解经济繁荣与危机
背后的金融密码的？细心的人，
总会去历史中追寻答案，也一定
可以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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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卓越》

作者：（美）吉姆·柯林斯，莫滕·
T·汉森著，陈召强译

定价：49.00元

中信出版社

《选择卓越》提出的问题是：
为什么有的公司能够在充满不
确定性乃至混乱的环境中实现
蓬勃发展，而有的公司则不能？
作者在全美国2万多家公司中进
行了11层筛选，找出7家安然度
过产业逆境与动荡的企业。基
于长达9年的研究、严格的分析
和极具吸引力的故事，柯林斯和
他的同事莫滕·汉森列出了在一
个不可预测的、动荡不安的、瞬
息万变的时代打造一家真正卓
越企业的原则。

《艰难一日》

作者：（美）马克·欧文、凯文·莫
勒/著，杨保林、张宝林、王蕾/译

定价：39.00元

中信出版社

在这部作品中，一名前美国
海军海豹六队队员化名为“马克·
欧文”，详述了其全程参与击毙
本·拉登的“海王星之矛”行动。

在本书中，欧文也将读者带
到美国无时不刻不在进行的反
恐战场上，详细记述了美国这支
精英部队的人员挑选和严苛训
练。欧文通过毫厘毕现的细节，
记录了此前从未被报道过的每
一次军事行动的细节，展示了海
豹突击队队员的生活和工作。

（本栏书目由东方书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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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

作者：何建明

定价：38.00元

作家出版社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和自信，
其中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是，这
个国家的公民无论走到哪里，遭
遇灾祸或事故时，都能得到自己
国 家 政 府 积 极 有 力 的 保 护 。
2011年中国政府组织的利比亚
侨民大撤离绝对值得历史铭记。

利比亚内战炮声起，战火延
绵，流血冲突和暴力抢劫每分每
秒都在发生，身处利比亚的3万
余名中国公民随时都会遭遇生
命危险。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
亿万民众热切关注，一场撤侨行
动拉开帷幕……

5
《重生手记

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

作者：凌志军

定价：35.00元

湖南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个癌症患者从身陷
绝境到逐步康复的亲历记，也是
一位著名记者对当今中国癌症
医疗体系种种利弊的观察和剖
析，更是一部充满智慧、勇气和
乐观精神的人生励志书。

2007 年，凌志军被诊断为
“肺癌，脑转移”，即“肺癌晚
期”。北京、上海两地名医会诊，
判定他活不过三个月。他调整
心态，积极搜集诊疗信息，甄别
真伪，走出适合自己的康复之
路。五年了，他不仅活了下来，
还活得越来越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