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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入爱河

四川文艺出版社

《
你
那
么
懂
事
，

一
定
很
辛
苦
吧
》

阿莫学长著（1）

本书以
成长故事为
主体，关乎
青春、生活、
成长的各个
方面。不靠
标新立异，
也不兜售成
功学，书中
那些在困境
中 坚 持 梦

想，在泥潭中努力拼搏的人却能像
“强心剂”般给在追梦路上、爱情路
上受挫的读者以温暖和鼓励。

努力合群
却找不到归属感

如果说，人之所以成群而居是
因为一个人太过孤独。那么，一个
人若因为太过孤独而强行融入一
个圈子，这一刻他的表现，我们便
可以称之为孤独的最高级。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一群
人出来聚会，谈及某个话题，你原本
有很多话想说，但每个人都只想说
自己的故事。于是你放弃了倾诉，
一边听着大家所讲，一边只想着要
找个角落一个人发发呆，慢慢地消
化属于自己那份无人理解的孤独。

你变成了群体中最孤独的那个
点。在群体中，有时你感受不到融洽。

刚到一个陌生环境，第一件事
情当然是认识身边的人。

前段时间公司里新来了一个
小女生，性格乐观开朗，很活泼也
很善良。她会帮大家集体打水，会
帮所有人去楼下拿快递，手脚勤
快，任劳任怨。

但是很快，她有了很多苦恼。
因为至此往后，大家一有什么

事情就会找她，打印文件也好，做
点工作之外的小事也好，她忙东忙
西，顶多就换来一句“谢谢”。

她发现大家都有自己手头上
的事情要忙，她的的确确是融入了
这个公司的群体，但她每天都感觉

不到开心，因为她是孤独的。
她和大家的联系建立在日常

的琐事上，她很忙很累，但也不会
有一个人去关心她，依旧让她跑东
跑西，她甚至于不敢拒绝别人的请
求，因为她小心翼翼，害怕自己的
拒绝使得这个关系链断裂了。

她的努力换来了一次收效。大
家在一次部门聚餐的时候叫上了她。

结果呢？她坐在桌子的一角，
插不上话，大家谈论工作，谈论生
活，偶尔提及她几句，她敷衍一下，
很快又沉寂下去。她是孤独的。

所以你看，努力合群，可能只会
让自己很累，并且找不到归属感。

而另外一个例子则恰恰相反。
我们知道，大学时期，舍友之间

可以升华感情，但有时候，舍友之间
也会衍生出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一个朋友从大二那年就开始搬
到外面住，离开了对她而言的是非
之地。问她为什么。她说宿舍里的
人跟她合不来，没有谁对谁错，价值
观不同导致了她被孤立。但她并不
打算融入她们的圈子里面。因为就
算融入了，可能明面上是一种状态，
背后又是另外一种状态。

你的主动融入并不能使她们
把你当作真正的朋友，相反，会多
一些其他的利益瓜葛，然后彼此开
始无休止地争吵对峙。

她会就此而深感孤独吗？并不会。
搬出来外面租房住不久，她和

住在楼下一个单间的女生很聊得
来，她们都喜欢画画，于是，更多的
人开始冒出头来，她们一群人聊
天，一起嬉笑打闹，一起野餐，一起
游玩，融洽得不得了。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
句多。大概就是这么个情景吧。

因此，不用怕总是一个人独自生活。
生而为人，我们有属于自己的

独立思想，并非一定需要无时无刻
地拥抱集体。很多事情我们更愿
意一个人去做。
下期关注：人生而孤独不逼迫自己

确 实 ，
本杰明还有
很多东西要
学，特别是
要学习如何
选择朋友。
本杰明的辩
友约翰·柯
林斯当时打
算去费城碰

碰运气；因此，当本杰明去罗德岛
的新港看望哥哥约翰·富兰克林
时，柯林斯早早就去了纽约，打算
在那里等待本杰明一起去费城；约
翰·富兰克林委托本杰明帮他在费
城追讨一笔欠款。在本杰明去纽
约和柯林斯会合的旅途中，幸亏一
位善心的贵格会妇人及时提醒，
18岁的本杰明才免于落入两个惯
偷兼妓女编织的圈套。到了纽约
之后，他发现老朋友柯林斯已经变
成了一个酒鬼，并欠下了一屁股
债。他们来到费城之后，柯林斯的
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没有人愿意雇用柯林斯，因
此，他只能依靠本杰明为他哥哥代
为保管的一点钱过活；两个人一直
争吵，最后还打了一架。那是在一
条船上，本杰明把柯林斯整个人提
起来，然后扔进河里。不久之后，
约翰·柯林斯就启程去了西印度群
岛，他欠本杰明的钱也从未归还。
在《富兰克林自传》中，本杰明对他的
儿子威廉说过，识人不清与挪用保管
钱款是他年轻时犯过的另一“大错”。

但是，无论本杰明对柯林斯有
多失望，他还是从基思总督热情地
想要赞助他创业一事中获得了安
慰。在当时的本杰明看来，基思总
督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乐观主义者，
他督促本杰明列出需要购买的设
备和工具清单，并亲自去伦敦检
查所购物品的质量。按照基思总
督的安排，本杰明将乘坐一年一
趟往返费城与伦敦的官方邮船，
该船负责将基思总督的公文与报
告运送给英国当局。基思总督承
诺，他将为本杰明写介绍信，把他
介绍给那些能够鼎力相助并身居
要职的相关人士，并开立用于支
付旅费和设备购买款的信用证。

由于距离那艘邮船返回伦敦的
日子还有好几个月，本杰明就像所
有年轻的单身工匠那样，整日忙碌
于工作。他帮新雇主凯默做的第一
件活计是：为威廉·渥拉斯顿文章的
重印项目进行排字。威廉·渥拉斯
顿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家与伦理学
家。在此期间，本杰明与凯默相处
得不错，但凯默对本杰明与总督基思
密谋的创业计划一无所知。他们两
人经常出去与镇上的女人交际，夜
里也经常出入小酒馆。本杰明的岁
数比凯默小，但他的辩论技巧高，经
常辩得凯默哑口无言。在这种氛围
下，很多志趣相投的新朋友也加入
他们的辩论，并相互进行诗歌比赛。

同样是在这段时间，本杰明对
黛博拉·瑞德展开追求，两个年轻
人最终坠入爱河。但是，黛博拉的
母亲莎拉·瑞德无限期地推迟了两
人的婚事；当她知道本杰明确定要
去伦敦之后，她的态度更是坚决。
黛博拉当时只有18岁，等本杰明
从伦敦回来之后，还有足够的时间
考虑结婚的事情。

1724年11月，带着爱人的分
别之吻与“宽慰之语”，本杰明登上
了去伦敦的邮船。他希望这次的
旅程，能够让他走上发家致富之
路。在开船前最后一分钟，本杰明
的诗友詹姆斯·拉尔夫决定随同本
杰明前往伦敦，去追求完美的艺
术。在确认基思总督的公文都已
运载上船之后，年轻的印刷工本杰
明开始安心享受旅程的愉快时
光。船上有几位尊贵的旅客，其中
一位就是贵格会商人托马斯·德纳
姆；从见到本杰明的第一眼起，德
纳姆就对这个年轻人很有好感。

本杰明后来回忆道：“旅途并不
愉快，大部分时候，天气情况都很恶
劣。” 下期关注：远走伦敦

北成星中心项目业主：
我公司（四川瀚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成都市

金牛区人民北路一段、西至万担仓路、南至新村河边街、
北至西藏饭店的商业、办公、住宅、幼儿园及配套设施
（北成星中心1~4号楼及相应地下室、垃圾用房）项目已
建设竣工，现已进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公示内容张贴
于项目1号楼北侧底层外墙处，公示时间为2018年4月
25日至2018年5月 2日。

特此公告
四川瀚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4月 25 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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