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去乡下小住一段， 过几天“一箪
食， 一瓢饮” 的简单日子。 在收拾行李
时， 吃的用的， 这样那样， 捡收起来， 就
是一大堆。 本想简单， 就是简单不了。

前人说， 天地简单， 复杂的是人， 是
人心。 是啊， “人心弯弯曲曲水， 世事重
重叠叠山。” 天地并不复杂， 浩浩乾坤，
只有日月星辰， 只有苍穹中的几个圆圈，
几根线条。 人心就不同了， 人心难测。 顾
城诗云： 我一会儿看你， 一会儿看云。 我
看你时很远， 看云时很近。 简单与复杂，
就如此迷蒙。 有的人清似一口井， 有的人
云山雾罩。 这人之心， 就是因了人际往
来， 因了虚名浮利， 便有了你高我低， 有
了书剑情仇。 又因了文化的浸润， 浸染着
各自的城府与世故。 让一个人的内心， 有
如拉响在生命深处的胡琴， 整日咿咿呀
呀， 有着挥之不去的嘈杂与迷惘。

人在穷时还简单， 富了就复杂。 人一
复杂起来， 就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地追求
更多的钱， 追求更奢侈的享受。 追求落英
缤纷的人间天堂， 追求顶尖消费的娱乐方
式。 没完没了的你追我赶， 竞逐繁华。 这
点点滴滴， 无不在消耗着我们有限的生
命， 灼伤着我们脆弱的心灵。

简单的人，也在往复杂里衍变。因了命
运的沉浮，因了人情的冷暖，简单的过程，
跌宕起伏。也日渐复杂起来。因为在人的心
里， 总是希望有所得， 以为拥有的东西越

多，自己就会越快乐。所以生活之鞭，驱使
自己去追寻，去获取。直到有一天，忽然惊
觉：身为物累，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与我们
的要求无关，因为我们渴望拥有的东西，都
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复杂
的过程，都与生命无关。

我们的生活，就是在简单和复杂之间，
交替着，纠结着。 我们希望简单，却又渴望
着富有。 就像古老故事里说的那个富翁与
渔夫。 在海滩上， 富翁看见渔夫躺着晒太
阳，便责备他说：“大好时光，你怎么不去打
鱼呀”，渔夫问：“我要打那么多鱼干吗？”富
翁说：“卖钱啊。很多年后，等你有了很多的
钱，就能像我这样，快快乐乐，在这海滩上
晒太阳了。 ”渔夫反问道：“很简单的事，说
得要那么复杂干吗？ 我现在不正是快快乐
乐在晒太阳吗？ ”

其实， 我们都接受了富翁的观念， 都
在打鱼， 都想打很多的鱼， 赚很多的钱，
想等将来在海滩上晒太阳。 我们所追求
的， 正是渔夫所摒弃的， 我们所忽略的，
正是渔夫所拥有的。 我们是按照富人的思

维， 在安排生活， 放弃简单， 追逐复杂。
现代人的生活，讲究档次，讲究品位，

互相攀比，要求精致华美，使不少人感到紧
张。但生活需要轻松，精神需要调剂。需要
像渔夫那样， 在海滩上晒晒太阳， 放松自
己，淡泊一点，守住简朴，能做到简单，其实
是最不简单。简单需要智慧。

天地有大美， 于简单处得之。 人一简
单才快乐， 一复杂就痛苦。 快乐的人寥寥
无几， 痛苦的人比比皆是。 人只有活得简
单， 像海滩上的渔夫那样， 才能通达， 知
足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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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命名遣词的形象和精准令人惊诧！
老家那条绕村而过的小溪竟然被称之为庞
桶江。

庞桶， 是农村用来装米盛谷的器具，
以之冠名， 比喻整条溪的水一个庞桶都能
装下， 可见溪流小到什么程度。 用“江”
取代“溪” 不是乡里人的夸张， 而是表达
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山民们对“江” 的渴
望， 就像九寨沟将所有大大小小的水面都
称为“海” 一样。

少小离家， 职场打拼， 谋生的地方离
家乡愈来愈远， 浓浓的乡思被无情的时空
稀释得清淡清淡， 唯有那条九曲十八弯，
仿若玉带式的庞桶江却清晰地储存在记忆
深处， 抹不去， 赶不走。 它如同网络上的
“百度”、 “搜狗”， 童年的趣事、 先人的传
说， 远古的轶闻， 通过对它的点击都能迅
速地弹出页面。

老家地处雪峰山脉的深处， 周边群山
环抱， 绿树掩映， 山的伟岸、 树的婀娜将
侗家山寨装扮得分外妖娆。 那满眼的翠绿
在柔风的吹拂下上下摇曳， 绿荫包裹着的
农舍在苍翠的摇曳中时隐时现。 一年四季，
景随时移， 令人神往！ 若止于此， 显然是
美的缺失。 好在造物主给了那方土地以完
美， 在山抱翠拥的村落前制造了一条小
溪———庞桶江， 小溪如彩练般从山涧飘然
而出， 绕村而过蜿蜒流向远方。 溪水晶莹
剔透， 像油样柔软光滑， 溪底的贝壳、 砂
砾清晰可数， 虽然没有大江大湖“沙鸥点
溅秋波， 锦鳞跃腾水面” 的壮观景象。 然
而， 溪中鱼虾互逐， 嬉戏逗闹， 平添了生
命的动感。 清澈的溪水在河石的碰撞下翻
腾出一朵朵千姿百态的浪花， 如同含羞少
女般楚楚动人。 一群群麻鸭、 白鹅悠闲的
漂浮在溪面， 时而将身体倒悬于水中， 敏
捷地捕猎食物， 时而引颈向天， “嘎嘎”
的呼唤空中的鸟类。 更有那勤劳的村妇，
三三两两相邀， 就着清澈的溪水， 一边用
棒槌“嗙、 嗙、 嗙” 捶打浆洗的衣物， 仿佛
要将生活中的不如意捶进溪里， 用纯净的
溪水漂洗得干干净净； 一边用哈哈的笑声
掀开那羞涩的面纱， 尽情宣泄男人们听了
也脸红的粗话， 或嘀嘀咕咕唠叨那些永远
也唠不完的张长李短。 那份恬静、 怡然的

农家生活， 是任何丹青妙手都无法临摹的！
庞桶江， 是侗家男女打情骂俏的山歌，

是风雨桥上热恋情人的悄悄话。庞桶江对于
我那偏僻闭塞的故乡， 犹如湘江之于长沙，
缺了它就缺了灵性，少了它就少了秀美。

童年的记忆里， 最大的诱惑是那汪日
夜哗哗流淌、 闪着粼粼波光的溪水。 初夏
来临， 风里还裹挟着一丝凉意， 我们这些
顽童就迫不及待的过上了一半岸上一半水
中的生活， 我的狗爬式游泳， 启蒙老师就

是那条庞桶江。 那时最喜欢帮家里做的事
是放牛和放鸭， 因为放鸭可以和鸭一起在
水里漂浮， 放牛可以与牛一起在氹中翻滚。
牧童们你推我一掌， 我按你一头， 直折腾
得一个个眼睛红盼盼的， 一些调皮的牛会
趁我们玩得入迷之时， 蹿上岸， 对着肥嫩
的禾苗饱餐一顿， 其结果轻则被母亲唠叨
一番， 重则还要受到来自父亲的皮肉之苦。

随着孩提时代的结束， 我慢慢意识到，
庞桶江不应该只是一处玩乐的场所， 不应

该只是一处风景的点缀， 应该赋予它生活
的内涵， 为饥肠咕咕的乡亲们提供一些物
质享受。 于是， 我们便打起了溪中鱼虾的
注意。 我们几个灵泛一点的孩子合计， 采
取围堤排水的办法， 即在小水凼的上游和
一则筑一条“7” 字型的堤， 将溪水导向水
凼外,然后将水凼里的水淘干， 鱼虾蟹蚌悉
数捕捉， 这种方法虽然费力， 但效益很高，
多则可捕十几斤， 少则也有三两斤， 隔三
岔五的围捕一个水凼， 也就基本保证一年
四季鱼虾不断， 维持了我们身体成长、 智
力发育的起码营养需求。

而将庞桶江称之为母亲河， 是那方土
地上的祖祖辈辈因之恩泽而得以繁衍生息。

庞桶江发源于雪峰山脉的密林深处，
沿岸都是茂密的丛林古木， 雨水经过枝叶、
根茎的过滤后吸收进山体， 再从山体里、
石缝间汩汩渗出， 汇合成溪。 由于源头及
两岸植被保护得很好， 这条江也就一年四
季保持着均衡的水量。 除了骤降暴雨而偶
发洪水外， 春不泛滥， 秋不干枯， 沿岸村
民得以享受年复一年的安澜。 “一方山水
养一方人”。 祖先垦荒造田大都以灌溉为先
决条件， 因而我们村的农田都以庞桶江为
轴心向两边展开， 不同的农事季节， 从山
巅俯瞰沿江梯次叠嶂的田园， 就是一幅幅
色彩不同、 极富动感的图画。 其他地方的
水利建设要修水库、 筑山塘、 挖渠道， 一
年下来， 握锄的双手脱掉了几层茧。 上天
却对我们村里的百姓特别眷顾， 所谓的水
利建设只是在落差较大的庞桶江上用锄头
掏出若干条横埂， 稍微抬高一点水面， 然
后将水引入两岸的稻田， 上坵流到下坵，
层层浇灌， 要多省事有多省事。 而且， 再
大的旱灾， 庞桶江也流量不减， 不论是旱
年还是涝年， 都不会影响收成。 历朝历代，
我们那里不仅没有外出逃荒的， 还从口中
匀食救济苦难苍生， 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
很多逃荒者， 形成了今天人丁兴旺、 姓氏
繁多的大团大寨。

与湘江、 长江这些大动脉相比， 庞桶
江充其量不过是根不起眼的毛细血管， 但
这根毛细血管却不间断输送充沛的血液润
泽着那方青山绿水， 哺育着那些黎民百姓！

庞桶江， 我心中的江， 我梦萦的江！

250年来， 中国古典诗歌选本中， 影
响最大、 传播最广的应首推 《唐诗三百
首》。 其选编者为清代的孙洙， 刊行于乾
隆十八年 （1763年）， 共收唐代77人的作
品310首， 问世后誉声四起， 一版再版，
老幼咸知。 此书既是启蒙的最佳“家塾课
本”， 又是习诗者不得不读的范本。 而今
我早过花甲， 此书犹时或翻阅。

随着岁月流变， 我们对这个选本也就
有了遗憾， 一是过于熟悉它而导致阅读的
倦意， 二是近五万首 《全唐诗》 中， 还有
许多好诗值得重读和传播， 应该有一个全
新的唐诗选本问世。

已过古稀之年的著名诗评家元洛兄，
选编了一本名曰 《李元洛新编今读·唐诗
三百首》， 由岳麓书社出版， 在2013年岁
首响亮登场。 蒙他青睐， 此书快递而至，
读之顿觉春风满座。 我又将孙洙选编的
《唐诗三百首》 （称之为“孙本”） 与元洛
兄之选本 （称之为“李本”）， 进行了比
较， 以识二者之间的异同， 其喜何如。

在选目上， 李本所选唐人诗作330余
篇， 与孙本一样仍可视为 《唐诗三百首》
的格局， 但李本所选无一首与孙本相同，
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 这与元洛兄对
唐诗的博览与苦研有关， 他曾出版 《唐诗
之旅》 一书， 便是明证。 李本入选诗作，
思想性、 艺术性俱佳， 从中可看出他不同
流俗的器识和眼光。 孙本中李贺、 罗隐等

名家作品居然遗珠， 而李本中却能堂皇入
选。 对于李白、 杜甫、 白居易、 王维、 杜
牧、 李商隐等已有定评的诗人， 各有众多
的作品传世， 李本除避免与孙本选目相同
之外， 尤重将其特色鲜明、 风格独异的作
品入选。 比如杜甫三十多岁时所写的 《饮
中八仙歌》， 元洛所选的理由是“一首短
短二十二句的七言古诗， 竟然集中了八个
人物， 而且每人仅仅二或三句， 这是杜甫
的独创”， “其笔墨之精简， 甚至令小说
家和画家都自叹不如”。 又如卢仝的 《走
笔谢孟谏议寄茶》， 一直被视为中国茶文
化的重要篇章， 并衍生出成语“卢仝七
碗”， 凡学人论及茶道皆引之为证， 李本
中将其收录， 最快我心。 李本既选名家之
名作， 也选非名家之佳作， 还选“从未进
入过古今任何选本之佳作； 适合本书选旨
与栏目之其它佳篇” （李本“自序”）， 真
是名花野卉， 流光溢彩； 巨树小草， 顾盼
生姿。

孙本的选篇意旨， 是以儒家“温柔敦
厚” 的诗教为准绳。 而李本则“所选诗作
直面社会、 人生与普遍的人性”， 既强调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坚守， 同时又注重对
现实生活的观照与切入， 是一个与时俱进
的选本典范。 李本没有采用以体裁分类或
按诗人生卒年代先后为序的传统编排方
式， 分为“社会”、 “自然”、 “人生”、
“艺术” 四大篇目， 每个大篇目各设七个

小目。 如“社会篇” 中， 小目为： “为
政”、 “农事”、 “工商”、 “外事”、 “贫
富”、 “贪腐”、 “讽喻”。 “自然篇” 中，
小目除“时空”、 “山水 ”、 “田园 ”、
“天时”、 “植物”、 “动物” 之外， 还有
“环保”！ 以小目“贪腐” 为例， 收有李
峤、 罗隐、 王昌龄、 韦庄、 张谓、 杜荀
鹤、 白居易、 陈璠、 万彤云的诗作十一
首。 李峤的 《钱》 写道： “九府五铢世上
珍， 鲁褒曾咏道通神。 劝君觅得须知足，
虽能荣人也辱人。” 对于那些不以正途敛
财的人， 无异于当头棒喝！ 陈璠是唐末徐
州走卒， 凭借结交权贵成为宿州刺史， 是
个民怨鼎沸的大贪官， 终被判处死刑， 他
临刑时所作的平生仅有的一首 《临刑诗》，
曾收入 《全唐诗》 中： “积玉堆金官又
崇， 祸来倏忽变成空。 五年荣贵今何在？
不异南柯一梦中。” 读之令人警醒。

李本在每首诗后， 设六百字左右的赏
析文字， 作者简介、 疑难字句解释、 题旨
阐发及与之相关的古今中外诗篇、 诗句，
各有侧重熔于一炉， 个性与文采互衬， 是
具有散文风味的学术小品的体式， 非大手
笔不可为。

读过孙本 《唐诗三百首》 的诸君， 不
妨再读读李本。 正如贾岛在 《戏赠友人》
中所云： “书赠同怀人， 词中多苦辛。”
一是感知唐人的诗有别才， 二是体会选诗
者的独到眼光与良苦用心， 幸甚矣哉。

幽兰吐芳
———读朱德、 陈奇涵

兰草诗有感
□吕运涛

走进江西兴国县将军园纪念馆， 兴国
人民为共和国建立的丰功伟绩令人振奋。
翻开 《陈奇涵传》 一书的第十八章“心地
芝兰有异香”， 朱德元帅和陈奇涵将军爱
兰颂兰， 以物咏志的故事引我入神， 令我
感佩， 让我敬仰。 遂记之。

一位功勋元帅
一位开国上将
结伴重上井冈山
追忆金戈铁马的往昔
抚慨地覆天翻的变迁
峰峦巍顶登高凝望
茅屋竹园倾述衷肠
会心情结芝兰
携手觅寻幽香

元帅挖开乔木下的幽兰
将军捧起丛林中的芬芳
友谊乔林吐秀
情义洒满山冈

巍巍井冈山
铸就了元帅平仄的韵律
“纵使无人见欣赏，

依然得地自含芳。”
涛涛赣江水
融绘着将军诗词的情怀
“三三幸会逢知遇，

淑人君子美胜收。”

一句句平仄
将兰的精神书写在峻岭上
一份份执着
将兰的品质播撒在云端里
一腔腔豁达
将兰的境界传导在事业中

兰草的平仄
是幽香的历练
人生的平仄
是胸襟的陶冶

有心与无心
□马军

苏轼为官登州时， 有个下属每次汇报
工作时都是事无巨细没完没了， 听得苏轼
很倒胃口。 那天， 下属又来汇报， 苏轼就
敷衍他说： “我现在没时间， 你晚上再来
吧！” 这要放在一般人， 可能马上就能意
识到， 领导这是推辞， 实际是让你别再给
他添乱了。 可是他不， 晚上又来了。 苏轼
正在灯下静静地看杜甫的诗呢， 心里虽一
百个不情愿， 但是却没有不见的道理。 苏
轼还没等下属开口， 便先问开了： “‘江
湖多白鸟 ， 天地有青蝇 ’ ， 这句诗中的
‘白鸟 ’ 指什么 ？ 是指鸥鹭一类的鸟儿
吗？” 他的本意是想借用嗡嗡不止让人厌
烦的 “白鸟” 来指代和嘲讽不受欢迎的下
属 。 不 想 下 属 想 都 没 想 ， 径 直 答 道 ：
“‘白鸟’， 并非指鸥鹭， 而是指蚊蚋之类
的虫儿。 以此暗喻吸食人血贪得无厌的赃
官， 如今这世界， 君子太少小人太多啊！”
一席话不由得让苏轼刮目相看。 显然， 这
是个有学问的人 ， 更是一个正直的老实
人， 不会或不屑弄巧使诈玩心眼儿， 肚子
里有啥就说啥。 相反， 倒显得苏大才子有
些俗了。

苏轼是有心而问， 而下属却是无心而
答。

前者问得巧。 信手拈来， 游刃有余，
真不愧是大手笔 ； 后者答得拙 。 直来直
去， 自然坦荡， 拿得出， 立得住。

前者奇。 奇思妙想， 出其不意； 后者
正。 君子正道， 一身正气。 正， 可终身持
之； 而奇只能偶尔用之。 守正， 虽常常吃
亏， 但终可积小胜为大胜。 “日日新， 又
日新”。 步步为营， 笑到最后； 用奇， 则
出奇制胜， 但一味用之， 则必然沦入机巧
一流， 机深祸亦深。

所以 ， 老子在 《道德经 》 中才强调
说： “大巧若拙”， 曾国藩也坚信： “天
下之至拙， 可破天下之至巧”。

有心， 无心， 一字之差， 两种境界。
无心是自然流露， 就像云在飘， 水在

流， 鸟在叫， 鱼在游， 是习惯成自然， 是
纯粹的大道。 而有心则是充满了功利性，
目的性， 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打扮和揉搓
世界这个 “面团”。 为让西瓜早上市， 就
注膨大剂； 为猪肉多卖钱， 就喂瘦肉精；
为降低成本， 多赢利， 就掺杂使假， 甚至
不惜图财害命； 为了获得上司的欢心， 可
以强迫自己笑， 强迫自己哭， 强迫自己说
违心的话， 做一个媚若无骨的宠物狗， 甚
至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上去，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 现实生活中， 人们也大多不喜
欢与心眼太多， 心机太深之人打交道， 因
为你根本琢磨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 他究
竟要干什么。

道家说 ： “无心便近道 。” 佛家说 ：
“无心境自空。” 无心状态， 恰是一种本真
状态， 真善美， 天地乾坤俱在其中了！

聚 会
□蒋三立

树影在草坪里
浓缩成熟悉的面孔
我们的青春
树叶一样开始发黄
我看见果实成熟的季节
那些流淌的时光
许多美好的东西
已无法用心丈量
晚钟敲淡了夕阳的余晖
再见的客套
重复成新鲜的陌生
越来越多回家的人
朝着自己的意愿走
或坐上私家车
继续驶向城市深处
只在那些充满诱惑的过道
开一盏照亮黑暗的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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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新韵梦萦庞桶江
□刘宗林

管见集

全新选编 精妙品评
———读《李元洛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

□聂鑫森

简单即智慧
□刘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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