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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尔简陋清寒 我自优雅淡然
□ 任蓉华

不能遮风避雨，那就吟风诵雨。持
外撷英”等五个篇章，收录了梁实秋的 89
酒一壶，斟茶一盏，翻书一卷，蜗居陋舍、 篇散文。从阅人到处事，从品菜到读书，
清苦日子却被梁实秋写出了别样美丽和
从乡情到旅外，一桩桩世俗琐事，一经梁
雅致，这是《雅舍小品》给我的感觉。抗
实秋写出来，便顿觉兴致盎然。面前仿
战期间，梁实秋迁居重庆北碚，所谓“雅
佛坐着一位闲拉家常的老先生，他语速
居”实为砖柱木架、瓦顶蔑壁的破旧平
不急不慢，内容虽是信手拈来的身边事
房，老鼠肆虐、蚊聚成雷，
“ 有窗而无玻
物，却不由让听者心向往之。
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
梁实秋的散文亲切温厚，别具生活
雨来则渗如滴漏。”然而，物质上的简陋、 况味。在《雅舍》中，他写“雅舍”的雨季：
荒凉并没有让梁实秋发出“长夜沾湿何 “细雨蒙蒙之际，
‘雅舍’亦复有趣。推窗
由彻”的悲叹，相反，他在书中说，
“ 纵然
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
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 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
有个性就可爱。
”
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
《雅舍小品》中的不少散文，描述的
大如盆，继而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
正是梁实秋在“雅居”时的境况。这本颇
突然崩溃，如奇葩初绽，砉然一声而泥水
具梁氏风格的散文集，分为“雅舍品人” 下注，此刻满室狼籍，抢救无及。”在《放
“雅舍品世”
“ 雅舍谈吃”
“ 雅舍忆旧”
“海
风筝》中，他写道：
“ 人生在世上，局促在

一个小圈圈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
而对于饮食，梁实秋不羡山珍海味，
高飞一下的。出门旅行，游山逛水，是一
尤喜市井滋味。他写《栗子》：
“ 不是干
个办法，然亦不可常得。放风筝时，手牵
炒，是用沙炒，加上糖使沙结成大大小小
着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
的粒，所以叫做糖炒栗子。烟煤的黑烟
空，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 扩散，哗啦哗啦的翻炒声，间或有栗子的
俯瞰尘寰，
怡然自得。
”
爆炸声，织成一片好热闹的晚秋初冬的
诙谐幽默，妙语连珠也是梁实秋散
景致。”他写《莲子》：
“一般酒席上偶然有
文的一大特色，这在《雅舍小品》中多有
莲子羹，稀汤洸水一大碗，碗底可以捞上
体现。他讽刺溺爱孩子的现象，
“我一向
几颗莲子，有时候还夹杂着一些白木耳，
不信孩子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
因为我亲
三两颗红樱桃。从前吃莲子羹，
用专用的
见孩子到处在做现在的主人翁。”他点破
小巧的莲子碗，
小银羹匙。我祖母常以小碗
寒暄握手的秘密，
“如果你和他很有交情， 莲子为早点，
有专人伺候，
用沙薄铫儿煮，
不能
久别重逢，情不自禁，
你的关节虽然痛些， 用金属锅。煮出来的莲子硬是漂亮。
”
我相信你会原谅他的。不过通常握手用力
在梁实秋的笔下，
简陋之居所、
悲悯之
最大者，
往往交情最浅。
”
对于旧式结婚典
境遇、
繁琐之日常，
亦能掘出独特幽默和雅
任尔简陋清寒，
我自优雅淡然。
礼的繁文缛节，
他说，
“假如人生本来像戏， 兴。所谓：
结婚典礼便似
‘戏中戏’
，越隆重则越像。” 《雅舍小品》，
很恬淡，
很随性，
很惬意。

海东作家杨廷成荣获第三届中国（佛山
佛山）
）长诗奖
□ 时报记者 雪归
近日，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学艺术
委员会指导，广东省佛山市作家协会、佛
山市禅城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区文联
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长诗公益品鉴暨
中国（佛山）长诗奖颁奖典礼在佛山图书
馆隆重举行，李自国等 11 位全国知名诗
人斩获本届长诗奖。海东籍作家杨廷成
创作的长诗《可可西里之魂》荣获第三届

中国（佛山）长诗奖。
据悉，前两届长诗奖颁给了吉狄马
加、叶延滨、北岛、欧阳江河、陆健、杨克、
洪烛、高旭旺等名家，形成较大反响。中
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
《诗刊》原主
编、著名诗人叶延滨说，佛山市和禅城区
宣传文化部门此举颇具远见和胆识，长诗
公益品鉴与长诗奖的颁发，地填补了我国

长诗奖项的空白。
杨廷成系海东市平安区人，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供
职于青海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出版文学作品集《大自然的萧音》等
5 部，主编出版诗歌集《青稞与酒的歌谣》
等 5 部。诗歌集《乡土风语》获首届青海
文学奖。



拙与守拙
□ 弓长
陶渊明有诗云：
“ 羁鸟恋旧林，池鱼
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守

拙，不是五柳先生的首创，老子曾说过大
巧若拙。陶潜以后，也有“文以拙进，道
以拙成”
“ 天 下 之 至 拙 ，能 胜 天 下 之 至
巧”，
讲的都是对守拙的推崇。
齐白石年过九旬，发现自己画功不
如以前，便每天苦练描红，临摹历代名画
经典。儿子不解：
“ 您早就盛名于世，怎
么想起描红这般初级的东西？”旁人更是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但不管人多
人少，中国人或外国人，老人或小孩，男人
或女人，只要是人——都一样的。有人能
自我管理，有人不能；有人会反省，有人从
来不会。所以世上的人，其实只有两种：
有人懂得怎么活、如何活，命运操纵在自

己手里。有人刚好相反，他只是活着，不
知活着为何？糊涂一生，莫名其妙地来到
人间，又莫名其妙地离开人间。
这就是智者和愚者的区别。其实，
有谁生下来就是智者？人两手空空来到
世上，每个人都一无所有，然而只要肯学

戏为“呆拙”。描红乃初学者入门功课，
是“小儿功”。而这位书画名家，却临池
不辍，焚膏继晷，从最基础的一笔一画，
虔诚砥砺，法度严谨，回炉作业。这个世
上，雄鹰和蜗牛都能到达金字塔顶。守
拙，归根结底是要当老实人、做本分事，
遵循客观规律，信守天地良心，以拙立
身，
以拙创业，
以拙求进。

智者和愚者
□ 隐地
习，不停地学习，我们就会从愚者逐渐移
向智者。

每天穿同样衣服的人更有超凡魅力
□ 孙 珺

三浦展在日本一直从事社会动向、
消费动向和城市动向的研究。30 多年
来凭借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提出了很多
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下流社会》
《第四消费时代》等代表作都曾在日本
引起强烈的反响。日前，三浦展又出版
了最新作品《极简主义者的崛起》，以其
敏锐的洞察力关注着日本消费社会的新
生现象，
并精准定义。作者借助对新现象
和新名词的整理和梳理，
去洞悉消费领域
的迭代升级，
发现消费行为的最新变化。
这本书读起来特别有趣，因为很多
现象也正在我们身边出现，三浦展在书
中展现了一位学者的严谨和犀利，同时
又做出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点评，这种
反差让这本书显得尤其真实、生动。

比如，他观察到，拥有不太多的物
品，在房间里只摆放喜欢的物品，而且
尽可能地使用天然物品的人正在增
多。三浦展把这些人命名为“简单一
族”。在他看来，东西很少却能感到富
足才是真正的简单一族。这与日本泡
沫经济时代之前，东西的数量和尺寸都
很足量的生活方式相比是大不相同
的。他认为简单一族的典型行为有：使
用天然食品，认真做饭，不使用合成洗
涤剂，用天然成分的洗涤剂打扫卫生、
洗东西，吸取传统生活中的优点，不开
空调，洒水降温，不追捧新产品，会使用
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留下来的东西，并
对这些东西心怀感念，
长年坚持使用。
三浦展的观察丰富而犀利，简直事

无巨细。他在说到已故的苹果公司创
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总是穿着同样的衣
服时，没有随大流地认为，这是因为精
英人士没有时间考虑穿衣服这些琐事，
而是认为“这是一个不买东西的人反而
常常显得更精致、更酷的时代”。他举
例，日本知名编剧向田邦子从 45 岁后也
只穿同样的普通衣服了。她会一口气
买下了店里所有不同颜色的同款棉毛
衫，每天穿同款衣服却显得精致。基于
此，他认为，比起每天穿衣服换了又换
的人来，每天穿同样衣服的人更精致、
更酷、更有超凡的魅力。同时他又萌萌
哒地提醒大家：
“需要注意的是，这和每
天穿着深灰色西装去公司的人好像完
全不是一回事。
”

银河铁道之夜
书名：
银河铁道之夜
作者：
[日]宫泽贤治 著
出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推荐理由：
一个名叫乔邦尼的男孩，有一
天在山丘上睡着了。在睡梦中，他
搭上了一趟开往天国的银河铁道
列车，和班上他最喜欢的男孩康贝
瑞拉一起来到了天国。然而当他
醒来，发现这不过是一个梦。但当
他跑下山丘回家时，却听到了一个
几乎让他不敢相信的消息：康贝瑞
拉在河里淹死了。
这是日本作家宫泽贤治创作的
童话，叙述一个贫苦而孤独的少年
在梦中和好友乘坐火车畅游银河
的故事。
作者以其神妙之笔建构了一个
繁华似锦的银河世界，美不胜收的
景致下又隐含了一个悲哀孤独的
情感世界。
宫泽贤治被誉为“日本代表性
的国民作家”，短短三十七年生涯，
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经典作品。在
日本，他的作品家喻户晓，长期以
来被编入日本全国中小学国语课
本，
是真正的国民级文学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