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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朱光潜 《厚积落叶听雨声》

以美的态度对待生活

用自己舒服的姿势生活

散文

随笔

□张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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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落叶听雨声》 是美学大师
朱光潜经典作品精编。 之所以取这样
一个书名， 应该与朱光潜在 《看见》
序言和 《巨流河》 中提及的一则轶事
有关。 有学生到朱光潜家拜访， 看到
院子里积了好多落叶 ， 欲替老师打
扫。 朱光潜拦住学生， 说： “我等了
好久才积了这么多层落叶， 晚上在书
房里看书， 可以听见雨落下来， 风卷
起的声音”。 “厚积落叶听雨声” 是
一种便捷而珍贵的 “生命美学”。 世
界太过喧嚣， 我们常常迷失在纷繁复
杂的琐事中 。 那是我们心灵负重太
多， 从而迷失在世俗的纷扰中， 我们
缺乏的是一种处世的练达与平和。

朱光潜在谈美， 也是在谈人生。
本书虽然篇篇从美学入手， 但篇篇都
不局限于美学。 “一切美的事物都有
不令人俗的功效。 人生， 就是要赋予

生命美的品质 ”， 朱光潜在谈美学 ，
也在谈人生之好、 生命之美， 淋漓尽
致地体现了大师的 “生命美学” 观。
比如关于生命， 他说 “就顺着自然所
给的本性生活， 像草木虫鱼一样”。

朱光潜美学家的显赫名声， 掩盖
了他作为散文家的地位， 其实他的散
文也是一流的。 朱光潜的散文虽以美
学为主，却没有学术著作的晦涩难懂，
语言通俗易懂、文辞简洁，事例也非常
生活化，谈人生理想，聊衣食住行，忆
友人旧事，雅俗共赏，却意味隽永。 在
《厚积落叶听雨声》中，选编了朱光潜
的《生命》《慈慧殿三号》《后门大街》等
经典散文佳作， 这些作品完美地体现
了他的散文风格。 如在《花会》中，朱光
潜写道：“逛花会不尽是可以凑热闹，
买玩意儿，祈财求子，还可以趁风和日
暖的时候吐一吐城市的秽浊空气”，充

满了浓浓的市井生活气息。 在《慈慧殿
三号》中，“古庙、煤栈、车房、破落户的
旗人， 北平的本地风光算是应有尽有
了”，没有浓墨重彩地渲染，只是用一
种朴素简洁的白描手法， 就把当时北
平荒凉画面真实地再现出来了。

书中还收录了60幅东西方艺术名
作， 有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 梵高、
莫奈等西方画家的经典作品， 也有郑
板桥、 齐白石、 徐悲鸿等中国画家的
名作。 赏心的文字， 配之以这些精美
的名作， 翻阅此书， 无时不是一种美
的享受。

以美的态度面对生活， 看最卑微
的野花都有意义 。 《厚积落叶听雨
声》 这本书， 是一座云梯， 让寻美的
人， 在朱光潜先生的指引下， 拾阶而
上， 一步一步发现一事一物的美好，
进而发现， 人生的繁花似锦。

□黄健

向右看齐 □郭任坤 摄

□杨金坤

鼓正敲

一面鼓是一种表情
千面鼓是一世风景

京西的汉子
用鼓的肤色擦亮天空
人随鼓
鼓缠人

咚咚的鼓声
汇成天地万物的音符
渲染生活的太平

鼓的舞蹈伴着鼓的语言
一招一式
一吼一鸣
叩击永定河300万年的历程
一脉活水在鼓声中荡气回肠
万朵浪花激溅

古幡闹

寂寞的古幡
一进入正月
便按耐不住兴奋
凝望
一个庄严神秘的仪式

风格古朴地
把自己穿在五米高的竹竿上
两锣开道
灵官旗， 地名幡， 窑神幡……
幡幡带着朴素的意愿
在京西上空尽情飞舞
舞出古村落的欢乐祥和

手托， 肩扛， 头顶
祈求皇天后土的馈赠
京西的汉子柔肠百转
与神幡共舞
一夜定情

逛庙会

来不及欣赏
古刹， 奇松， 怪石， 异卉
我只是个香客
头包黄布
喊一声虔诚

渴了饿了

随意走进一领草棚
喝碗舍粥吃个馒头
以一个香客的身份
把香举至额头
三拜许愿

期待我的诗歌
妙如峰山

（组诗）
上个周末跟几位驴友出游，上午8

点出发， 骑行四个小时之后到达目的
地。 这是一个小县城，古色古香，走在
街上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古代， 能叫人
一下子忘掉疲惫。 午饭就在街边小摊
上，一盘土豆丝，一盆疙瘩汤，烧饼随
便吃。大快朵颐之后，其中一位驴友揉
揉肚子发自肺腑地说了一句：“舒服！ ”
然后找到自己的“驴”拿出一个垫子坐
在树荫下小憩，那神态赛过活神仙。我
们这几个驴友都是性格相投的同龄
人，上有老下有小，工资不多不少，刚
好养家，得机会“骑驴”出游我们都视
为一种享受。 减压的最好办法莫过于
回归到大自然中让自己累到极限，吃
点可口养胃的饭食， 地做床天做被睡
上一觉，这种感觉要多舒服有多舒服，
与此同时，压力自然烟消云散。

如今， 人们习惯追问自己是不是
幸福， 我觉得 “幸福” 是个笼统的概

念， 总有点飘， 不如 “舒服” 来得实
在。 你吃得舒服吗？ 你睡得舒服吗？
你穿得舒服吗 ？ 你上着班身心舒服
吗？ 你回到家眼里看到的、 耳朵里听
到的舒服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
不是幸福是什么？

我有个朋友爱泡脚。 在她的家里
光泡脚盆就有十多个， 去做客必请你
泡脚。 她说泡脚能治百病， 我说我不
信 ， 但是我承认 ， 泡脚的确让人舒
服， 仿佛身体通透了一般。 她说， 有
舒服就足够了， 舒服就是一剂治愈任
何疾病的良药。 其实， 任何疾病都和
你的心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找到
舒服的感觉就离健康不远了。 想想也
是， 前不久看到这样一则新闻： 英国
妇女苏尔·皮卡德去年2月被医生确诊
患上晚期宫颈癌， 医生断定她最多只
能再活18个月。 47岁的苏尔眼见生命
进入 “倒计时”， 于是决定尽情享受

生命中剩余的时光 。 然而今年9月 ，
当苏尔再度到医院检查时， 却被医生
告知她体内的癌细胞已经全部消失
了。 我想， 这与18个月苏尔用自己舒
服的姿势在生活不无关系。

假如我们遇到同样的磨难， 或遭
遇打击， 不知道该怎么做， 不妨也让
自己的生活回归到最本真的舒服状
态， 也许问题会迎刃而解， 前景柳暗
花明。 这多半是因为你的心态平和 ，
理性地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法。

当你劳累了一天回到家里 ， 她
（他） 给你兑好了洗脸水， 茶几上放
上一杯热茶， 你像栽在沙发上的土豆
一样， 筋骨都最大限度地放松了， 立
马就觉得身体里循环着一股热流， 这
就是舒服———一种身体上实实在在的
享受。

用一部电视剧里的话说： “舒服
就是幸福！”

京 西
印 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