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极为特殊的历史转折期，物质文明发展到这一步注定了整体的精神(信仰)缺失，灵

魂空虚，物欲横流，人们的精神堕入虚无主义，只能沉浸在金钱物质欲望和肉体感官刺激中，

有各种不安和痛苦。多少年轻人也失去了纯真的理想和纯美的爱情。这绝不是我们这个星球

上的生命的悲剧，而是任何一种生命在发展进程中注定的悲哀。《重大人生启示录》正是展

现永恒的人性与世界，揭示人与人生命运的出路，指引我们如何获得安宁的一生。 

第一部分 

1 

  我们生活在比较之中，有黑暗才有光明，有恨才有爱，有坏才有好，有他人和他人所做

的事我们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做什么。一切都在比较中才能存在，没有丑便没有美，没

有失去便没有得到。同样，我们总害怕死亡，而如果人真的可以永远活着，我想人们同样会

像害怕死亡一样害怕永恒，或厌倦永恒。 

  2 

  人生就是由欲望不满足而痛苦和满足之后无趣这两者所构成。生命没有终极意义。 

——不要轻易去否定。我们需要在最沉痛的世界观里重新审视当下总让我们痛苦的欲

望。 

 

  人所执迷的欲望是如此虚妄、空洞、无聊，但我们却并不容易不去执迷它。人诞生在这

个世界是被迫的，生来就有的俗世的道德与竞争意识注定了我们的不自由。一种理想主义的

人生观是：生命的长度无需受制于肉体自然的衰败，它应该是受你的心灵、你的快乐的需要

而去自主选择。 

  3 

人具有死亡的权利。我们应当主张快乐人生，就是但凡在你活着的每一时刻你都是安

宁与快乐的，如果你受到了生命中的重创，你评估这种创伤是难以挽回的，你可以自由地选

择死亡。死亡并不是邪恶的、可怕的，它是自由的象征，没有什么比它更为高尚，更为美丽。 

  如果这个世界接受“死亡权力”，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活着会显得轻松愉快、安详。它将击

垮一切陈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每个人也都因此真正平等！ 

生命如艺术品一样，不论其长短，都在生命的过程中彰显着属于他的奇妙意义。我的

这段生命也许只是为了一段旅程，也许只是为了一段风景，也许只是为了一段爱情，这正是

生命的伟大意义之所在。 

  如若这样，我们会发现，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处处充满了生机、美和喜悦。 

4 

人生就是由欲望不满足而痛苦和满足之后无趣这两者所构成。 

  有一个年轻人在森林里的伐木场工作，却在都市里租下房子居住，每天奔波于两地，他

说他喜欢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那让他觉得生命的激情和炽热，他的理想是做一

名上流社会的人。金钱和名色的欲望已经让他疯狂了。我告诉他：你所想象的事物被你蒙上

了神秘的光环，实际等你拥有它的时候，它会和你此刻握在手中的杯子一样朴实。而他不能

听从我的建议。他深陷入欲望中，由此偏执，不能自拔。 

  欲望的事物是一个发光体，充满神秘和迷惑性，这是人们痛苦的根源。 



5 

  最困扰我们的欲望，其一是爱情，其二是爱情中的性。而当我们所渴望的事物真的变成

现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它并非那么华丽，有时还让我们觉得充满了极强的欺骗性。 

——所有真实的都是朴素无华的。所有激情的渴望和热爱如果能给我们带来快乐，那

我们可以去抱有那份欲望。如果它给我们带来了痛苦，我们一定要警觉它的虚幻性！ 

6 

  所有人的人生都是极度平凡的，你所看见的那些你未得到、你渴望得到的所谓的幸福，

也极度平凡，不要被自己的欲望（想象）所欺骗。 

7 

自从我深入洞察到欲望的欺骗性，几乎不再感受美色与物质带给我的嫉妒和占有欲。

我很轻易便能爱上一个人，赋予她优美的光环，即便她在常人眼里如此平凡。我的爱不会妥

协、厌倦，我像对待爱本身一样虔诚，无关金钱、名誉、地位、美貌和年龄。 

这样的心态与我崇尚“死亡权利”也有莫大的关系，也许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在这个世

界死去了，世界变得寂静、幽暗、安详，不再有活着和死亡，灵魂变得像婴儿一样，世界变

得纯粹，对异性充满崇拜，希望得到她温柔精致的关怀，深陷恋母情结的幸福之中，而当她

柔弱时，我又像高山海洋，融化她，她就是自己最小的女儿。是如此容易感受到纯粹的美好，

感受到温暖的温暖，爱的爱，对融化孤独、寂寞的爱有着强烈的渴望，而世俗的爱因美貌、

青春、富有、利益等而得来的偏见在心灵里荡然无存。原本内心所有执着的情结都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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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爱 

真爱。有一个护士，对每一个将上战场的士兵说：我爱你。而他们都勇猛作战。 

真爱。有一个护士，对每一个痛苦的伤兵说：我爱你。而他们都不再痛苦呻吟，平静。 

真爱。有一个护士，对每一个即将死去的伤兵说：我爱你。而他们都不再绝望哭泣，

安详。 

真爱。有一个护士，对每一个俘虏的受伤的敌人说：我爱你。而他们都不再痛苦呻吟，

平静。 

真爱。有一个护士，对每一个俘虏的即将死去的敌人说：我爱你。而他们都不再绝望

哭泣，安详。不害怕死亡，没有了绝望。 

  9 

面对你爱的人，不要去习惯他（她），不要去拿他（她）和别人做比较。你爱他，是

你全部的世界，你的心中若生出对他（她）爱的懒惰，便告诫自己你犯了错误，然后心中重

燃起炽热的情愫，像初识他（她）那样，珍惜他（她），爱他（她）。 

 

  10 

真性情的人都喜欢爱情这么回事，它是美与艺术的产物。 

它是无私的付出，而绝对不是占有。 

  爱情中并没有痛苦与争执，没有比较和沮丧，没有得到和失去，没有经验和执著的记忆，

没有克制和纵欲。有的是纯真的心灵，你接近它便受到了它的信仰般的美的回馈。你必然要



占有它，那么你必将失去它。它不能被占有，只有在你纯真的时候融入它，成为它的一个朴

素的化身。 

  11 

我们可以对两个或以上的异性付出我们的爱情吗？ 

当然可以。我们完全可以对多个异性付出自己最纯粹的爱情，只要这爱情是洁净的，

那就是伟大的事情。 

未来，人们越发崇尚精神的自由，爱情会像一件艺术品一样。一个旅行的人大可在不

同的旅途中爱上不同的女子。爱情不会再附带那些俗世的东西，它是创造，艺术创作，是灵

魂最大的喜悦。而自然，我们也可以为我们所爱的任何一个异性奉献自己的生命。 

  12 

献给最爱的人（一） 

  如果我没有眼睛，我也一定可以看见你迷人的美丽； 

  如果我没有耳朵，我也一定可以听见你动听的欢笑； 

  如果我没有鼻子，我也一定可以闻到你芬芳的气息； 

  如果我没有手，我也一定要用整个身心拥抱你； 

  如果我没有腿，我也一定会匍匐着走向你； 

  如果我是傻子，而这是我最纯净的爱； 

  如果我只有魂魄，我也一定会化成一阵风，膜拜在你的红裙下； 

  如果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永远地死了，我的骷髅也会在地下开出一朵野玫瑰，在你路过

我的头顶上那时，开在你的脚下。 

  献给最爱的人（二） 

  我用我躯体里所有沸腾的鲜血来热爱你，即使你是我的敌人，我也会爱你，我会尽情地

接受你射向我的毒箭，尽情地接受你戳穿我的眼睛而使我再也看不见你的美丽，尽情地接受

你砍断我的手脚而使得我再也无法靠近你，我仍然爱你。如果我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宁愿我

的生命在你的暴力下死亡，让那绝望的痛苦来洗礼我对你的爱情。我想我会因爱你而得以永

生！ 

13 

有一个地方叫爱乐园。 

它在一个风景幽雅的地方，在生活中遭受悲伤的人都可以去居住。爱乐园里布满花卉，

有各种游乐设施，有很多具有宗教般情怀的“爱你志工”。在爱乐园里能体验到生的快乐和自

由，能无偿得到“爱你志工”所给予的包括爱情在内的最真挚的情感。 

爱乐园也是终极世界。痛苦的人们想离开这个世界，爱乐园会为他提供最温柔的终极

关怀。一切在爱和温暖中进行。你就像一个孩子，感受母爱，或者你像一个恋人，感受恋人

的爱。 

爱乐园，爱每一个悲伤的人。 

14 

其实这个世界只有“我”，这个世界是我所创造的，这是我的世界，我是孤独的王者，我

能感觉全世界都是忧伤的，也能感知全世界都是快乐的。我若死去，我的世界也会崩塌寂灭。 



15 

历经过死亡的人会得到这些启示：对物质的兴趣大大降低，更加肯定爱和温暖的价值，

看到的人世有豁然开朗的感受，他获得了自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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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沉浸在自杀意念中的人的体会：只有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生命才觉得轻松一些，在

渐将入睡的迷蒙阶段，猛然惊醒，他意识到一个足够让他觉得恐怖的事实：自己到底是谁？

是谁让他活着？他觉得自己的活着，这一堆在呼吸的欲望肉体是极为突兀的可怕的怪物，活

着没有经过他的意愿，而在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自己又不能自由选择死亡。自己似乎只是一

个被某种力量支配的傀儡。 

活着到底意味着什么，该如何安排这个肉体的命运？人类活着的意义是不关乎任何意

义的繁衍本能，这是原动力，我们所附加在生命上的所有意义都是假象，都是原动力在不同

环境下的诡变的理由。我们该如何安排这个肉体的命运呢？否定原动力的意义之后，生命就

成了海市蜃楼，而我们就是要在这纯粹的虚妄里追求纯粹的精神领域的自由的快乐。于是活

着的意义将成为：追求当下的、理想的快乐。生命不再是自然的全局的客观的，而是当下的

片段式的主观的。就如同你曾做过的那一段段的梦一样。 

想让人类的生命获得解放，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个世界所要改变的实在太多了。所有

的道德伦理都需要朝向这样的意义目标而改良。 

2 

何谓孤独，何谓寂寞，它们有什么区别？一个爱智者说：两者起先都是“客观不能”造成

的，但孤独成为习惯后就有享受的成分，而寂寞则更多的是抓狂和哀伤，孤独渴望的是哪怕

一个灵魂的交流，而寂寞渴望的是世俗欲望的满足。两者不在一个层次上。孤独产生于个人

精神世界的充盈，而寂寞产生于个人精神世界的空虚。其实，孤独者未必孤独，“孤独”只是

旁观者的以为。孤独其实是一个人精神的狂欢，因为他可以借此与伟大灵魂对话或内在交流。

而寂寞也是美丽的，寂寞让人高贵。 

3 

待葬的姑娘 

我梦境里才有的草原野花山坡 

风 

谁在牧放 

你安睡在花架上 

白色的裙幡 

温柔漫卷 

带着我的灵魂 

看到天国的真相 

所有的野花都是你的记忆 

所有的云彩都是你的温柔 



我是路过的旅人 

在迷路的远方 

为你暂留 

4 

我年轻时曾落魄在一个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大都市。 

  有一日暴雨，我无奈地走进一个电影院避雨，买了廉价的门票。那电影院充满了糜烂的

气息，它的客人主要是社会最低层的人群，而所放的电影几乎都是色情的。那日，人不多，

我独坐在一角。 

  突然，在昏黄里，一个美妙的披着乌黑长发的女子走来，她竟坐在了我身边，随后更让

我吃惊的是她抱着我的腰，依靠在我身上，而她的另一只手则伸到我怀里抚摸，她的身上散

发着芬芳…… 

她的模样是憔悴的，她问：“要不要？” 

  我需要强调的是那一种声音和她的那种表情，似乎是一个女子面对自己深爱的而不爱自

己的男人，哭诉自己的悲伤，而且哭得久了，显出累来。 

  她人美，很温柔，声音也很美。正值青春。 

  我突然明白她憔悴的样子，那缘故一定是：她是吸毒的。 

  我很不坚定地说：“不要。”这时她把唇伸到了我颈脖，轻吻。“要，好吗？很便宜”她又

说。 

  我还是不坚定地说：“我……不要，你看，这样不好……”我清楚我终不会要，而我的犹

疑“大抵”是消磨时间，想享受她的柔情，免费的风情、柔情、暖暖的体温和她身上的芬芳…… 

  她哀求和像小猫一样撒娇的声音，再次希望我答应。我最终未允。她站起来，落寞地走

开去，那身影是柔弱而单薄的。之后，我看见她坐到了我前排一个中年男子的腿上，大抵也

是这样的说法了。最终她与那中年男子一起离开了，那柔弱的身影逝去了…… 

她的香气还在我的脸颊，我突然觉得失落、寂寞、悲伤了。 

这事已过去多年，也许那个女孩现在已经死了。八九成吧。 

5 

对于一个深刻洞悉世界没有信仰而呈现出一派空旷、冷寂、荒凉、纯粹的虚妄的男性

而言，他是深刻孤独着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深深沉浸在带有强烈母性的情爱里，获得安全

和充实，对于他来说，异性给予他的母性之爱是这个虚无世界唯一货真价实的实在。包含对

母性的眷念和征服欲。这不仅表现为他对某个女子的爱慕、臣服和攻击性，也投射到自然世

界里去，对于大地、森林、湖泊也具有这样的情结。他不只想把自己性器放在充满母性的那

个女子的口腔里去和深深进入那个唯一具有实在宗教性的幽暗的生命通道里去（获得生命底

层的安全感），也渴望大地、森林、湖泊对他有同样的爱与庇护，并且对大地、森林、湖泊

也具有这样性的攻击性。大地的曲线、森林的幽深黑暗、湖泊的深邃宁静都给了他性幻想。

于是女子躺在大地上，周围是黑暗森林，森林的深处有深邃而迷人的湖泊是他最佳的爱与施

暴的组合，施暴的缘故是他的诞生让他失去了安全感，世界没有信仰，他的存在是突兀的，

孤独的，他要惩罚、攻击让他诞生的“母性”。那些腐烂的树叶、动物的尸体都刺激了他的欲

望，他对死亡充满恐惧，进而在母性里获得慰藉，在对母性的攻击性里获得宣泄。通常男性



的恋母情结只是一般性的情结，而这样的恋母情结具有深重的哲学内涵。我们可以在无信仰

的世界里否定一切，却无法否定母性的实在性，而这正将是未来遭遇重大信仰挫折后的人类

（男性）活着的精神支柱。 

女性则与之相反，恋父情结，相比男性的爱、臣服和攻击性，则表现为爱、造人情结

（类似上帝）、被攻击性。 

未来，人类重返（精神）母系社会，女性将主导世界。 

6 

仙湖 

当仙女座垂落在天幕 

午夜，唯有你的呼吸 

有时细细，有时沉重 

偶尔，表面的平静下 

汹涌，汹涌的爱 

潮汐灌进我童年砌下的城堡 

你的温柔 

埋葬了我的记忆 

湖面泛起的磷光 

是你的梦呓 

梦呓里呢喃，那是传说里的大蛇 

抒情地游动 

蛊惑我，沉迷你的深邃 

双手掬起一捧仙湖的水 

在指缝里渐渐渗下，细细的，光莹夺目 

正如你柔软的肌肤 

我亲吻你沉醉的快乐 

浩瀚、深邃，抒情的 

你是午夜的仙湖[1]
  

1 

每个人都没有绝对的道德底线，只是诱惑不够。——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是否受

到了鼓舞？人们通常对揭露人性丑恶的事物是受到某种精神鼓舞的。 

人们总是喜欢犯这样的错误：对他人的道德要求苛刻。 

没有人能经受住集体的道德审判。 

一个在爱情方面遭到抛弃的人更容易悲观地发现：爱情的虚伪，婚姻的虚伪。我们也

确实得承认，尤其在这个没有信仰的物欲横流的世界，“爱”非常脆弱。而能如何？我们还得

去爱，获得我们寂寞孤独的心灵所渴望的温暖。 

2 

爱欲中的嫉妒之痛 



西西里爱上了他的女神，她是西西里的雪山、森林和湖泊，她的身体就是西西里的仙

境。他的心哭泣着倾诉：“多少人真情假意，爱过你的美丽。爱过你迷人的青春，唯独一个

人爱你，是朝圣者的心。”但他的女神并不在意他，而和一个在西西里看来除了有钱而一无

是处的富家公子在一起。西西里知道他难以得到他的女神，难以得到那片仙境，难以得到她

发底的无限沉酣的温柔、无法在她纯净的眼眸里看到自己和自己过往所有的孤独和悲伤，无

法在她的高山峡谷上冒险，无法在她的平原腹地自由嬉戏，无法在她幽暗的森林里像一个孩

子一样无限期待而又惧怕地探及另一个神秘的世界，无法得到她的整个海洋般让人窒息的温

柔。夜晚，西西里知道她已走进一个“陌生人”的房间并将她的身体都交给了那个陌生人，把

她所有温柔都给予了陌生人，那个情敌在西西里的仙境里施虐。西西里嫉妒得要死去，他的

血从嘴角流淌出，他想杀死那个侵犯他的女神、他的美丽信仰的人。但，他知道这样并不能

得到他的女神。秋天，西西里在郊区租了一栋房子，他在哀求中邀请来了他的女神，他将他

的女神软禁了起来，他渴望占有她全身每一处地方散发的温柔，而最终他一定会毁灭那片仙

境，并把自己埋葬其中，他的计划很顺利。而当他在完全彻底地占有他的女神的时候，他吃

惊地发现，那些想象中的仙境一下变成了俗世，那些让人窒息的温柔也平凡无奇，他察觉那

情欲的释放也是如此机械和原始。他的仙境破得粉碎。他明白了： 

原来嫉妒是如此虚无，那些想象中的温暖幸福和美妙抒情都是超越我们世俗真实之上

的理念，它绝对不可能在世俗世界里得到实现。 

如果你还在历经嫉妒的炼狱，只需让自己保持安静，闭上眼睛，循着“理念与世俗”去醒

悟。 

不能得到的和已经失去的人对我们有极强的蛊惑性。情结也对我们有着很强的蛊惑性，

每个人在爱欲中都有着情结，比如恋父、恋母情结，对方越符合情结则越能激发我们的爱欲。

有的人过于在乎情结需要，而情结需要真的那么重要吗？它同样会庸俗起来，而且心灵具有

广阔的包容性，不符合情结（何况你判断的可能只是表象）同样可能会因其他的美德而日久

生情，同样会因为这日久而生出的情感而觉得温暖和幸福。 

人是伟大的，生活是平凡的，我们要学会宽容、谅解、妥协、温和和友善。善待你已

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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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抑的爱欲 

每个人都渴望邂逅，渴望浪漫的没有道德和责任约束的自由的片段化爱情。每个人都

渴望把爱、爱欲当做艺术来体验。这是小资情结，也是崇高的审美。它本身就是诗歌。我们

无需去鼓励它，也无需去批判它，只要它是纯洁的、真挚的。它也是人类未来的趋势。未来

的人类生活越发趋向精神审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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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子爱上了爱丽，宁愿为她付出自己的生命，让爱丽深深感动，但爱丽并不爱他。

善良的爱丽决定用自己的身体来弥补他，让他全然地得到自己一次。这深深抚慰了男子的悲

伤。往后两人依然有亲昵的行为，这样男子慢慢抚平了失去的痛苦，不久远离了爱丽。多么

美丽善良的人。冷酷无情会给另一个生命带去巨大的灾难、悲伤、恐惧，应当慎重！ 

5 



生命的终极追求 

曾在北纬 31°.3′、东经 120°.6′出现过一个女子，她叫文娣，这是我所亲历过的唯一一

个美好的女子。她对任何人都充满尊重，她宁愿自己失去也不愿和别人争执利益，她非常在

意他人的感受，她对金钱和物质是如此淡泊，她默然地工作默然地生活并似乎对任何处境都

感到满足。她也默然接受所有爱她的男性，不管那个人是否富有，是否英俊，只需要尊重她

和爱她，她总是如此在意别人的感受，怕别人悲伤，而这一点也给她带来了大麻烦，而也给

爱她的男子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确是她始料未及的。她的存在让我非常震惊，我了解过

她的家庭和成长经历，并没有特别之处，她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与她在一起的时候，感

觉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因为她并不在意金钱与物质，我便觉得这个世界诗意纯美安静，因

为她不在意我的任何缺点，她总是看到美好的东西，于是我便觉得她像是亲人，她能满足你

任何矫情的不合理的要求。最终她选择了第一个爱上她的人，她说这样选择她所经受的内心

谴责相对最小。到现在，我都深深记得她，也许这么多年后她也无奈被暗黑的世俗所污染了，

不管如何她曾经是信仰般的美好，而那时世俗也是暗黑的，她的存在是一个奇迹。她就像土

壤和风一样，是安静的自然。在她之后，我经历了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悲伤，我希望在爱

情中得以消融，但再经历的爱情只不过是相貌、金钱、物质的赤裸裸的冷漠交易。而我想如

果能和她在一起，我们都能给彼此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只因对方而存在。 

当下的爱情，或执迷于表面的外貌，或精心计算物质利益，如此或幼稚或利益化，即

便得到了，而反馈给你的也不过是短暂的快乐和长久的无聊。我们真正觉得自己的爱情和生

命幸福吗？我们的情感中充斥着欺骗和时刻潜在因诱惑而背叛的危险。真正的爱情是彼此纯

粹的，像自然一样纯粹，视对方为骨肉亲情，宽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爱像爱自己的孩子。

人生只要获得一份真爱便圆满了，这是生命的终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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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实验 

西西里趴在一个妓女的身上，他深情地观察她的眼睛，她脖子下的红色胎痣，柔情地

抚摸她的头发，西西里感觉他可以轻易爱上这个女子，当他面对另一个这样的女性的时候他

仍然有这种感受，他一样爱怜她们的身体，她们的眼睛和嘴唇。西西里看到一些可怜的老人

时也会幻想如果那是自己的父亲母亲呢？然后一样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西西里觉得他可以爱上任何人，他想即便身下的这个女子是一个贪得无厌、薄情寡义

的恶魔又如何？那不过是一些不幸的值得同情的遭遇导致的，没有人天生就是妓女。 

西西里开始了他爱的实验，他像一个父亲一样温情地抚摸她的脸庞，亲吻她的额头，

这就是他苦难的恋人。 

西西里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爱上任何人，只要你真挚地去爱，身心投入，你一定可

以爱上。因为在爱时他（她）只是一个鲜活的懂得你的爱的生命体，全身心的爱的那时会消

融所有的欺骗、虚伪、丑陋和邪恶。 

7 

我们应当允许自己的恋人，妻子或丈夫和别的人产生爱慕和身体的交流，只要他（她）

仍然最爱的是你并永远不离不弃。如果他（她）最爱的不是你而离去也没什么需要争执和悲



伤的。我们在爱时要无比的真挚投入，如果离开了也要像友人分别。不管如何他（她）曾经

那么爱过你，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激情全给予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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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追求的理想是什么？富翁？名人？这些荣耀太过简单，当你面对鲜花和掌声并

观察这些沉寂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存在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人们只不过

把荣耀的桂冠颁给了一个象征物而已，它远远比不了和相爱的人做与爱有关的事情要迷人、

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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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精神的四个层次 

从低至高的排列顺序是：攻击层、社会道德层、审美层、信仰层。 

攻击层：以自我为中心，希望通过获得足够多的物质（名誉）从而到达对他人的征服

快感。 

社会道德层：希望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审美层：具有某方面的审美情结，如文学、艺术、小资情结、旅行等，努力追求美的

境界，获得美的快感。 

信仰层：具有信仰。 

在没有信仰的社会里，多数人都处在最低的层次：攻击层。原始欲望表现得特别强烈，

主要体现在对金钱物质的渴求，进而获得对他人的征服快感，对于男性尤其表现在对女性的

攻击性征服欲上。 

社会道德层的人如果不是基于信仰或对死后可能存在的世界的恐惧，则一定基于名誉

的需要。 

没有信仰的人生是痛苦的人生，而信仰的获得却基本来自客观环境，并不由自己主导。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最尊贵的精神层次是审美层，或迷恋于诗歌、音乐、艺术，或迷恋于一种情绪，包括

小资情结、怀旧情结等等，只要精神迷恋的内容能产生强烈的美感，且快乐主要来源于这个

精神因素。在这个层次里最美的类型是爱情，几乎每个人都领略过它的美，但其间所引起的

美及快乐的程度差别却是非常大的。有的人粗粗领略，然后觉得不过如此，而有人的能在其

间体味到巨大的快乐、美和极限幸福体验，这需要人具有崇高的精神追求和非常出色的爱人

的能力，还需要对方默契营造。它最基本的要求是真爱，纯洁的爱情。显而易见，只有极少

数人能感受到爱情的巨大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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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充满虚荣也同时充满嫉妒的时代，男人们渴望的是征服更多女人的肉体，用

金钱物质的方式，女人们则陶醉于这种被金钱物质征服的快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获得一

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最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他们必然都要承受心灵空虚的痛苦，而他们

仍然要在这虚荣和嫉妒中过活。这就是当下这个时代的全部写照。这使我如看到一具具骷髅

欲火焚烧地交媾。我们是热爱这种征服带来的邪恶快感的，而我们更加热爱的是美景恋人，

最大的快感是朝圣情结，他（她）能免除我们对死亡的恐惧。 

11 爱的箴言 



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 

不管怎样，你要原谅他们 

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可能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 

当你功成名就，你会有一些虚假的朋友 

和一些真实的敌人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取得成功 

即使你是诚实的和率直的，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 

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有人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营造 

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他们可能会嫉妒你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快乐 

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 

你看，说到底，它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 

而决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当一个从未谋面的女子在电话里为我朗诵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如感受到夜空里女

神的爱。后来知道这是特蕾莎修女的箴言。当然她的美德是因为宗教给了她力量，如果一个

人不具有信仰而具有这样的人格与修养呢？这样的精神境界非常让人痴迷，这是人格所抵达

的最高境界，温和、低调、宽容、美好。这样的人是少见的，更多的人总是想征服他人获得

快感，充满嫉妒、欲望。前者的一生会获得更多货真价实的快乐，并：不恐惧终究要到来的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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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人在爱情中在乎来自外表的感受，那会给他（她）带来爱的激情，而当他（她）

的情感成熟的时候就不那么在乎了，更在乎对方的精神内涵。如果有人爱你，不要以貌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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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愿意相信你的身体和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后，爱你的人仍然会爱你，不离不弃？

社会中无数的爱情实践告诉我们：我们无法让世俗爱情承担过高的道德。虽然也有那么一小

搓“她/他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那么值得人爱”，这种爱对爱的人的要求太过苛刻，她/他要

么具有崇高的道德或超越世俗的情操；要么他们之间有深邃的共同的精神世界，他人无法进

入；要么他们共同拥有死亡洗礼过的爱情，而这让多数人难以达到。我们不得不宽容别人的

自私，就像宽容我们自己的自私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