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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诗词中寻找“精致生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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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被 “假精致” 掏空的年
轻人》 一文走红， 年轻人超越自身实
际的高消费、 过着 “假精致” 的生活
引发热烈讨论。 那么， 怎样的生活才
能称为真正的 “精致” 呢？ 一些古诗
词中折射出纯朴真挚、 高雅恬淡的生
活情趣， 彰显真正的精致生活。

欣赏自然 。 诸如 “绿树村边合 ，
青山郭外斜” “一水护田将绿绕， 两
山排闼送青来” 等诗句， 朴实隽永如
同一张素描画， 诗人观察描摹自然风
光的细腻笔触以及醉心山水的闲情雅
致跃然纸上 。 日升月降 、 花谢花开 、
潮涨潮落、 寒来暑往， 历经沧海桑田
依然周而复始， 大自然变化万端， 同
时又有其内在的规律性。 大自然是人
类的老师， 人类以欣赏的姿态对待它，
就能探索它的无穷奥秘、 掌握它的运
行规律， 从而顺应自然， 更好地利用
大自然的丰厚馈赠， 与自然和谐相处。
更为重要是， 人们可以从大自然的变
化无常， 乃至一朵花从大红大紫绚烂
之极、 转眼逐渐褪色凋谢、 直到零落
成泥辗作尘的过程， 悟到人事更迭的

必然性， 进而摒弃功利浮躁， 既能积
极进取又可随遇而安。

享受平淡。 无论是 “妇姑相唤浴
蚕去， 闲看中庭栀子花”， 抑或 “人间
有味是清欢”， 还是 “松花酿酒， 春水
煎茶”， 无不流露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
生况味与生活哲思， 实乃人生洗尽铅
华的经验结晶 。 或许每个人的一生 ，
都会有高潮、 有辉煌、 有星光灿烂的
时刻， 然而这些不会长久， 因为高潮
终会退潮， 辉煌总要黯淡， 随着黎明
的到来， 星光不得不退隐消逝———平
淡是生活的常态， 辉煌只是生活的佐
料。 就像我们喜欢喝各种颜色各种味
道的饮料， 但自始至终， 唯有淡而无
味的纯净水对身体健康最为有益。 享
受平淡， 我们才会戒除贪欲， 舍弃对
物质的过度占有欲望， 将 “广厦万千，
夜眠不过三尺； 家财万贯， 一日仅需
三餐” 理念扎根心灵， 最终平安度过
一生。

笑对坎坷。 苏轼 《水调歌头·明月
几时有》 一出， “余词尽废”。 “人有
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

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从少
年外出求学至今， 有多少个中秋， 无
数的人在深情朗诵这首诗词， 跟随诗
词感情的跌宕起伏， 人们渴望与亲人
团聚却不得的心灵获得无上温暖慰藉。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 命运多艰， 难能
可贵的是， 他并未悲观消沉一蹶不振，
而是将不幸与坎坷的沙子沉淀于心 ，
并磨砺出不朽华章的珍珠， 在文章与
诗词方面都登临时代的高峰。 苏轼在
完成自我救赎的同时， 也给千千万万
后世子孙贡献了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
与文化财富。 几乎没有一个人一生一
帆风顺， 面对坎坷与不幸， 自怨自艾
不仅于事无补， 还会消磨斗志； 然而，
当我们看淡它、 看轻它， 一往无前拥
抱生活追寻梦想， 生活必将迎来 “沉
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的
开阔气象。

传统诗词闪耀的人生智慧可谓博
大精深， 我之所言只是一孔之见。 但
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传统诗词中
汲取人生智慧， 得到精神鼓舞和思想
启示， 应是毋庸置疑。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午后。 手术结
束后， 我与一帮相好的同事打算到对
面的小饭馆聚餐。

经过地下桥的时候，有人拦住了我
们。仔细一看，一对农民模样的老夫妻，
五十岁上下，手里拎着个蛇皮口袋。

两人扭扭捏捏地挡在我们的面前，
斜着身子， 眼神飘忽不定。 当时我们
肚中饥饿难耐 ， 便不大高兴地问道 ：
“你们干嘛的啊？”

老两口躲躲闪闪， 妻子推着丈夫，
丈夫支支吾吾， 脸涨得通红。 半晌后
老头才鼓起勇气说： “小同志， 俺们
俩来城里寻亲戚没寻到， 身上的钱又

被小偷刚才偷走了。 你们哪个好心人，
借点路费给我们回家。”

说话其间， 我看见老人拎着蛇皮
袋的手微微有些发抖 。 袋子半透明 ，
里面鼓鼓囊囊的， 应该是一些随身的
换洗衣服。

我来自农村， 对乡下的生活颇为
熟悉。 那塑料袋子是化肥袋， 肥料用
完之后， 乡人把它刷洗干净， 常常用
来装东西。 如果出门， 就当是旅行包。
虽然不好看， 倒也方便。

老人的木讷和塑料袋让我相信他
是真的遇到了困难 。 准备掏钱时候 ，
同事上前阻止了我。

看着我充满疑惑的眼神， 同事小
声地说： “你真傻， 这么轻易相信人。
现在这种骗子可多了。 你看他们的破
绽好多， 现在哪还有找亲戚找不到的，
还碰巧钱被人偷了 。 两个人扮夫妻 ，
说不定是雌雄大盗。 再说， 他也没说
路费需要多少， 八成是骗子！”

同事的一番话让我顿生警觉。 他
提醒得很及时， 看多了新闻， 骗子几
乎无处不在， 实在真假难辨。

见我犹豫不决， 老人颤微微地说：
“要不， 你就借给我手机打个电话回家
也行。”

“瞧瞧， 又想骗手机！ 媒体报道

过无数次， 只要你借给他手机， 他准
掉头就跑！” 同事又在我耳边警告道。

最终， 我们没有人帮助他们。 在
老人极其失望而无助的眼神中， 我们
快速地离开了。

我不知道后来是否有人相信他们，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骗子。

后来我常常在想， 如果他们确实
身处困境， 需要别人的帮助， 而所遇
皆如我们这般的冷漠与不信任， 该是
多么的寒心啊！

很多的时候， 善良的我们也想助
人为乐，可往往因为裹着世俗的外衣考
虑得太多， 就这样与善良擦肩而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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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挥笔
蘸几滴鸟鸣
湿漉漉的意象
醺染农历的宣纸
留白处
阳光熨帖的
已不是春的工笔

蜜蜂的幸福
穿过四月的拐角
在一朵花上返青
蝴蝶是会飞的诗笺
点亮岁月的风情
大地渐次被浓绿倾覆

油菜献出豆荚
桑蚕入驻婚房
一畦畦灌浆的麦穗
在守望的眼眸中铺开辽阔
蛙声依旧
绽放的乡音
滋润乡村的梦
而炊烟， 从不喊苦
默默地偎依着村庄
不知不觉间就把
耕牛反刍的故乡
抬高了几寸

修辞里的故乡

无须证明
当我写下故乡二字
文字里的意象便入木三分

把老屋交给名词， 家
的荣耀与落寞
补缀记忆的缺页
云卷云舒的小叙
成为隐喻章节里的注解
平仄了方言里的乳名

让炊烟进驻动词， 拔节
乡情， 生长心事
泼洒出的恋恋浮世绘
抬高了游子思念的浓度

村庄在白描里陈述憧憬
篱笆墙在比喻里
用影子触摸温馨
落脚于祠堂的姓氏
在顶真里白发丛生
一炷乡愁
被月光渲染
美丽与哀伤， 醉
在今夜

剥莲子
满池青扬潋滟
留下颗颗苦心
去除人间心火
见识平和之人

尝鲜
入夏吃鲜货
天天口福多
青纱帐里过
玉米进蒸锅 菜园

书生初种菜
草盛豆苗稀
东架西畦凑
何时解腹饥

夏夜
天上云戏月
地下风送凉
闲听蛙声语
静心消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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