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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来森世说新语

风雅静坐

年龄渐老，越来越喜欢一个人静
坐。静坐，要在一个“静”字，若然，再得
一个“雅”（环境）字，自是更好。

静坐何为？或者说，静坐有什么好
处？蒙田说：“应该给自己保留一个后客
厅，由自己支配，建立我们真正自由清静
的隐居地。”而静坐，就是在为自己构建
一个心灵清静的“后客厅”。窃以为，“静
坐”可以得之三点：一是“思”，二是“闲”，
三是“独”。

“思”，实则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在一
个人身上的某种体现。不管你相信不相
信，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固有的文化氛围
中，儒家思想，注定要渗透进你的血脉之
中，而且，还往往会于不知不觉中，践行
之。我亦不例外。虽不能像圣人那样

“吾日三省吾身”，或者，如古人所言“静
坐常思己过”，一定要做一番自我检讨反
省，但总还是“有所思”，而且，也应该“有
所思”。这似乎也是一种必然性。

比如，想一想自己的亲人、朋友，可
都安好？想一想自己做过的事情，得失
何在？想一想未来（哪怕就是最近几
天），有何事可做？想一想，所做之事，有
没有对不起别人的（真正是“思己过”了）
地方，等等。不过，我想得特别多的，还
是读过的书，和书中的内容；一“思”之
下，书中内容，便如电影一般，在大脑中

“放过”，也就加深了对书之内容的记忆，
同时，亦可再次享受一下阅读的美好。

思绪翩翩——远山近水，海阔天空，
思古之幽情，亦时或有之。

不过，那其实，就已然进入“闲”的境
地了——静坐，很重要的就是要得一份

“安闲”。
红尘滚滚，俗事缠身，于“静坐”中，

得一份安闲，或者说，养一颗安闲之心，
是一件快意的事情。这一方面，我最是
倾慕古人了。倾慕他们的“静坐”，常常
是在“人、境、情”三者浑然相融的状态
下，得以实现。

唐·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
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一个人，独坐竹林，林深竹密，无人
打扰，只有林木萧萧，只有明月相照，浑
然融入自然之中，安静极了，幽秘极了。
这样的环境，太是适合于一个人静坐了，
你可以自由地去“思”，游目骋怀，思接千
载；你也可以忘情地去做你喜欢的事情，
如王维，弹琴、长啸，情思飞扬，何其潇
洒？那份闲逸之情，真是发挥至淋漓尽
致矣。

读清代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每
有默然心许之处。

此书，记有《此坐》一文，即是描绘
“静坐”情景的。文曰：“一鸠呼雨，修篁
静立。茗碗时供，野芳暗度。又有两鸟，
咿嘤林外，均节天成。童子倚炉触屏，忽
鼾忽止。念既虚闲，室复幽旷，无事此
坐，长如小年。”

此文描绘，宛然一幅“静坐风情图”，
静谧、优雅的情景氛围，历历如在眼前，
叫人不胜羡慕。最是那“无事此坐，长如
小年”一句，把静坐之美好，之享受，写尽
了——要的，就是这份“无事”的悠闲，就
是这种“长如小年”的慢时光的萧散、自
在。

“独”，是指孤独——于“静坐”中，享
受一份孤独，甚至于，养一份“孤独”。

或许，有人会说：“本已年老，够孤独
了，还养什么孤独？”那是因为你还不懂
得“孤独”。晚年的孤独，会使你远离尘
嚣，远离世俗，远离欲望；“养”一份孤独，
你就养就了一份晚年的“浩然之气”，你
就养出一身晚年的铮铮铁骨。生命，则
在“孤独”中，彰显出一种更高的境界。

古代有几个丑女虽然容貌丑陋，但
是，其实她们是很美好的女子，她们的美
是内在之美。

嫫母是古代最出名的丑女人，汉朝的
王子渊在《四子讲德论》中说：“嫫母倭傀，
善誉者不能掩其丑。”意思就是说，嫫母是
一个很丑很丑的女人，谁也无法说她不丑。

但是，嫫母虽然长得很丑，她却为人
贤德。

屈原在《九章·惜往日》中写道：“妒
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为此，黄
帝娶了嫫母为妻。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传说黄帝
打败了炎帝，杀了蚩尤，都是因为嫫母这
个贤内助的有力相助。

战国时期，齐国的无盐县（今山东省
东平县的东部）有一个丑女人，名叫钟离
春，因为她是无盐县人，而且丑名远扬，
所以，连她的家乡无盐县也跟着出了名，
人们把钟离春又称为“钟无盐”，后来，人
们常用“貌似无盐”来形容那些丑女人。

史书上说，钟离春“四十未嫁”“极丑
无双”，她长得“凹头深目，长肚大节，昂
鼻结喉，肥顶少发”，而且，她“皮肤烤
漆”，相貌真的很丑。

但是，钟离春却关心国家大事，她曾
自己去谒见齐宣王，当面指责齐宣王在
执政中的失误。齐宣王十分感动，立钟
离春为王后。

钟离春做了齐宣王的王后之后，她
更加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时时处处为老
百姓办好事，深受人们的爱戴和敬重。
元朝时，人们还将钟离春的事迹编成了
杂剧，赞扬她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百
姓疾苦的精神。

家喻户晓的成语“举案齐眉”中的女
主人公孟光也是一个丑女人。

孟光是东汉贤士梁鸿的妻子。当时，
孟光和梁鸿结婚后，她随梁鸿到吴地做富
豪家的佣工。梁鸿每次回家，孟光每为梁
鸿具食，举案齐眉，以表示对丈夫的敬
重。但是，孟光这位贤惠的女人却长得奇
丑无比，史书上说，孟光“肥丑而黑”，能

“力举石臼”。梁鸿未婚前，名气就很大，
许多人家都争着要把女儿嫁给他，他都不
答应。孟光未嫁时，有人给她做媒，她都
不肯嫁，说是她必嫁梁鸿。夫妇结婚后的
第二天，孟光就脱去了新娘子穿的绮罗之
服，换上了粗布衣衫，开始操持家务。

后来，孟光随着梁鸿隐居在霸陵山
中，男耕女织，吟诗弹琴，夫妇唱和，过着
清贫而和谐的生活，留下了千秋美名。

古代德美才佳的丑女人还有诸葛亮
的妻子黄硕（另传名为黄月英）。

诸葛亮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美男子，
但是，他却娶了黄承彦家的以丑闻名的
女儿黄硕为妻。《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
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
八尺，容貌甚伟。”刘备在隆中第一次见
到诸葛亮时，诸葛亮“身高八尺，面如冠
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眉聚江山之秀，
胸藏天地之机，飘飘然有神仙之概。”黄
硕的容貌却是“黄发黑肤”。当时，黄承
彦自己找上门来问诸葛亮：“闻君择妇，
身有丑女，黄头黑发，而才堪相配。”诸葛
亮立即就同意娶黄硕了。

王吴军佳节词话

古代另类“美”女

其实，黄硕不仅才华横溢，精于用木
头制造机械狗，她还擅长绘画、植树种
花。黄硕到诸葛亮家后，亲操杵臼，兼顾
农桑，里里外外的粗活与琐事，都处理得
妥妥贴贴。不止是诸葛亮本人受到了这
个丑媳妇无微不至的照顾，就连他的朋
友也时常在隆中诸葛亮的家里盘桓，受
到黄硕的亲切照顾，人人都有宾至如归
的感觉。

不仅如此，每当春花盛开或秋月皎洁
时，黄硕还能出言不俗地与诸葛亮娓娓清
谈。诸葛亮六出祁山，威震中原，发明了
一种新的运输工具，叫“木牛流马”，解决
了几十万大军的粮草运输问题，又发明了
连弩这种新式武器，出敌致胜。这些都是
黄硕教的。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记
载：“汝南入相传，诸葛亮居隆中时，友人毕
至，有喜食米者，有喜食面者。顷之，饭、面
俱备，客怪其速，潜往厨间窥之，见数木人
椿米，一木驴运磨如飞，孔明遂拜其妻，求
传是术，后变其制为木牛流马。”

李宝百味书斋

读书四品

嗜笋，是一辈子味觉的宿命。“最好餐
餐笋烧肉”，试想这是何等的快事！如今，
又到吃笋芽儿的好春光，这句子便自然浮
现在脑海。

几场春雨过后，竹笋就钻出地面，“呼
呼”往上长，竹笋是世上长得最快的，夜阑
人静，笋壳爆裂的“啪啪”声，四野皆闻。
此时挖出的就是“春笋”。春笋清新甘鲜，
爽口脆嫩，含丰富植物蛋白、胡萝卜素及
维生素，纤维素与氨基酸的含量更高，被
誉为春天的“菜王”，连《诗经》都有“其蔌
维何，维笋及蒲”的诗句，古人早将鲜笋、
嫩蒲作为春季时鲜美馔。

在众老饕中，苏东坡一句“要想不俗又
不瘦，天天笋烧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说到笋烧肉，以春笋为佳，水灵，鲜嫩。大
地破冻，柳条吐黄，酥绵绵的春雨下过几
场。竹林里，猫腰找高耸耸的裂痕——蛰
伏一冬的笋在地底下使足劲往上顶。小心
扒开，就可见鹅黄笋芽，像刚孵化的小鸟，
张着小嘴嗷嗷待哺，小心挖起，一支三四寸
长。春笋是瘦物，极吸油，因此烧笋的肉要
肥。略炼出油后，搁姜片、料酒、加笋块调
味后开煮，滚透。笋块嚼起来嚓嚓有声，鲜
嫩的纤维伴随浓厚的肉香不断撞击味觉，
一块接一块，嘴巴腾不出空来说话。

春笋还可用来烧肉，鲜肉、咸肉。鲜
肉最好是五花肉，炖或是烤，直到肉的油
都出来了，肥肉一夹就碎就可以了，那肉
味就像东坡肉一样，笋香和肉香混于一
体，美妙无比。

前段时间，乡下姨妈的孙子结婚，特意
请我们去喝喜酒。姨妈住的这个村庄，山
不高，绿意葱茏，一片碧绿如翠的竹林吸引
了我们。“这里有笋子，快来扯”。听到姨妈
的呼唤，我来了劲头，太好了！我还从来没
有见过这么容易发现的笋子，一脚下去就
能踩到笋子，有的地方，好几根笋子如冬天
挤暖和的小娃娃拥在一起，一拔就是一小
把。这种笋比大拇指粗，当地人称之为麻
婆苦笋。我担心这种笋子不好吃，只带回
家一小把。剥去笋壳，笋肉如少女般的手
指般细嫩，我将其一根根用菜刀拍扁，放到
开水中焯个几分钟后，放在冷水里浸几个
小时，去其苦味，然后不用刀切，用手撕成
条状，先下油锅爆炒酸红辣椒丝、肉丝，为
配色，我还加了青椒丝，再放笋子拌炒，略
放点生抽，装盘出来，喷香的。细细品尝，
鲜脆微酸，满口清香，些微苦味后回旋着爽
口的甘甜，竟然别有一番味道。

好笋知时节，笋尽空思量。好吧，赶紧
趁着这万物复苏的季节，给自己给家人煮
一锅营养美味的笋宴吧！

古人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自古以来，人类把读书当作是上上

品级的事情。也出现了很多关于读书的
小故事，如凿壁偷光，精神可嘉，然而细
想起来，似乎不大可能。要是光线穿过
孔洞，进而能照到书籍上，并且还能使匡
衡辨认出上面的字迹，想来这孔洞应是
不小的。试想，房子被凿了这么大一个
洞，邻居会不恼？再者，囊萤映雪，似乎
也不足信。后人偏有好事者，捉得萤火
虫若干，仿车胤之法，其光亮微弱，并不
足以照清字迹。或许古时的萤火虫光芒
甚于现在，竟能普照，未可知也！雪夜里
面读书也是不可行的，那时候想来不会
设置路灯，若说雪反射出光芒，应该来自
月球。然而，雪夜里，月亮会舍得出来
吗？恐怕也正冻得发抖！

这三个小故事的目的是劝人读书，
读书的目的呢？是去做官。因为后来匡
衡做到了丞相，孙康官至御史大夫，车胤
官至吏部尚书。

如果说纯粹是为了做官去读书，那
么这还算不得读书中的上上品。尽管刻
苦如匡衡之凿壁，孙康之映雪，车胤之囊
萤，也只不过算是读书中的上品罢了，乃
念其精神可嘉，且读有所成。

下面，聊且说一说读书的四种品相。
读书之下品，不过囫囵吞枣，不解其

意。这种读书乃是在上受着师尊、家长
的压迫，居中又碍于家庭主妇的期望，于
下又有养儿之重责。所以不得已，埋着
头，在那书里面寻着不知所以的希望。
然而，终究不能够读出黄金屋、千钟粟、
颜如玉，不过多添了一些瞌睡而已。此
所谓读书境界中之下品。不若不读，放
下书，寻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

读书之中品，并不受各方面之压迫，
主动寻些书籍，愿意埋在那故纸堆里。
并且很能记住其中一些精彩章节，例如
赵子龙七进七出长坂坡、许褚裸衣斗马
超、关云长五关斩六将等等。人多处，便
要把话题引到这上面来，滔滔不绝，口若
悬河，仿佛诸葛孔明舌战群儒时的英姿
勃发。或可引来听众惊讶、赞许之目光，
其愿便足矣。似此类读书，其实无大用，
不过聊做游戏而已。

读书之上品，过目不忘，很能得其精
髓。往往在自己的文章里面旁征博引，汪
洋恣肆，气势非凡。常常能借了这些文章，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摇身一变，封侯
拜相。如那个擅长搞土木工程的匡衡、破
坏生态环境的车胤，一个官至丞相，一个官
至吏部尚书，都是从穷小子白手起家，从那

故纸堆里生生弄出一座座黄金屋、几千钟秘
粟、若干颜如玉。读书而能改变其命运者，似
乎可算读书境界中的上品了。

读书之上上品，看过即忘，并不死记那
里面的名言警句，也不购买精美的笔记本
做读书笔记。然而那书里面的精神、思想
却弥散在自家的血肉里面，做大融合。似
有行迹，然又捉摸不透。仿佛化了一道清
流，浸润心脾，涤荡灵魂，使身心得平稳的、
健康的成长。此所谓得其意而忘其形也。
类似于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惟其如
此，方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陆明华写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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