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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停不到二日，便喜欢上了梅州。
喜欢的理由，是足可让你排出长长的

一列。
我是冬日来到梅州的，当天地一片凛

冽的时刻，梅州的冬日，满眼都是青绿和
无边的秀色，连绵起伏的山岭间正有山花
开得烂漫，那些客家白墙黛瓦的民居装点
其间，别有一番韵致。

梅州的民居，是会让你过目不忘的，作
为客家人音乐史诗般的围龙屋， 撒落于梅
州大地，与福建的龙岩，江西的赣州仿佛像
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一般，引吭高歌，雄
浑壮阔，震撼人心，共同描绘客家人建筑的
辉煌史诗，不愧是中华建筑的奇葩。

如果要说梅州的奇葩，还当推客家的
山歌。 在梅州， 我有幸第一次观看山歌剧
《合家欢》，它的音乐有如山野之风，时而狂
放，时而清丽，时而激越，时而舒缓，它的音
韵有如九曲山溪，时而婉转，时而奔腾，时
而飞流直瀑，时而涓涓细流。它的田野的气
息，它的草木的芬芳，别开生面，独树一帜。
难怪诗界巨子黄遵宪评说：“瑶峒月夜，男
女隔岭唱和，兴往情来，余音袅娜，犹存歌
仙之遗风，一字千回百抑，哀厉而长。”

梅州不仅有歌仙遗风，而且客家话的
遗韵也会让你感受这个族系的历史的绵
长，它在千百年的迁徙和发展中，不折不挠
地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客家话”，这个特
有的称谓，我们在聆听其说的过程中，至少
会有最鲜明的感受， 客家话在其形成的过
程中，是吸取、融合、变迁了多种语言而形
成的。它有变化但又有固守，在客家话的语
言中，你不难听到遗留的古音古韵，这在中
国各种语言体系中，是为数不多的。

梅州还有区别于喧嚣世界的一份宁
静和一份清新， 这是用金钱所难以换来
的，梅州还有崇文重教的风气，它将祖先
的遗训一以贯之，使之俊才驰骋，群星灿
烂……梅州还有许多让你历数种种让人
过目不忘的优秀历史。

然而我此次的梅州之行，感受最深的
却是一个“慢”字。在当今社会“快”与“高
速”这些体现时代特征的字眼无处不在之
时，“慢”仿佛是为时代所鄙夷的字眼。

梅州的慢，既有其历史的蕴蓄，也有
其现实的观照。 我在梅州大地穿行之时，
就深深感悟到，梅州的慢，耐人寻味，回味

无穷。如果你煮一壶梅江的水，泡一壶梅
州的“慢”，在细细的品味之中，你会兴会
际遇，思绪万端，品出梅州慢的韵味，品出
梅州慢的真谛。

梅州的慢，是生活的闲适，是节奏的
舒缓，是心情的放松。梅州为之提供了必
备的条件，它有满目的青山，它有妩媚的
秀水，它有安静的城市，它有恬谧的乡村，
它有清新的空气，它有诱人的美食。由此
我想起瑞士的琉森，这个欧洲慢生活的典
范，梅州的慢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慢生
活让人从精神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从而获
得一种自由的状态。慢生活，是一种品质，
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接近人性本质的生活
状态。但这种“慢”，绝非只是一种外在的
速度的表达，它在人与自然的协调之中找
到和谐的规律。“快”与“慢”实际上是一种
速度与长度的抗衡，梅州人已经将自己的
生活状态提高到哲学的层面。当我在梅州
短短的几天中， 在不断地深入客家人迁
徙、生存、发展的历史中流连时，当我一片
片翻检这块土地充满无数感人故事的瓦
当时，面对先贤，触摸历史，审视现实。我
对梅州的慢，有了一种新的体悟。

梅州的慢，决非是老态的蹒跚，更不
是无为的消极，品读梅州的先贤，我从他
们的血液中读到了一种从容与淡定。我在
拜谒“诗界革命”领袖黄遵宪的故居时，在
“人境庐”徜徉之时，就不能不感叹黄遵宪
的那一份从容与淡定。“百日维新”失败之
后，黄遵宪回到故乡，“人境庐”表面上是
取归隐之意， 但黄遵宪并不消沉颓唐，而
是致力于家乡的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他耕耘于百年大业。使此后家乡的东
山书院人才辈出，英才遍布华夏。不操之
过急，不急功近利，而是从容淡定地积沙
成塔，黄遵宪可谓是杰出的代表。他的《日
本国志》50万字，历十年而成，此间，黄遵
宪历任驻日参赞、驻美领事、驻欧洲使官，
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刻苦钻研，广泛收
集，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完成中国人所写
的第一部关于日本国家的历史。正是这本
书的诞生，掀开了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
动”和“戊戌变法”的历史篇章。这种精神，
正是客家人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平和改良
主义的风格， 而非狂飙突进式的革命。正
是因为不激进，不奔突，而是渐进式改良，

在水滴石穿的缓慢进程达到目的， 因此，
他便显出了一份从容，一份淡定。

这种淡定与从容，我从梅州大地上诞
生的另一位客家优秀人物的身上也得到
了印证。毛泽东评价其一生用了两句诗来
概括：“诸葛一生唯谨慎， 吕端大事不糊
涂。” 叶剑英可谓是十大元帅中政治智慧
冠绝群雄的人物。中国革命重大的历史转
折关头，他总是用一种从容淡定，以如椽
巨笔，改写历史。尤其是在粉碎“四人帮”
这样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头，他似乎不
动声色，不紧不疾之中，兵不血刃，一举生
擒“四人帮”，这一种淡定与从容，亦是客
家人千百年来一代代培育的品格和作风。

梅州的慢，更是注入了一种客家人的
精神力量和精神品格。你看，客家人历千
年的五次大迁徙，百折不挠、坚韧执着的
精神，不能不让人敬佩。在漫长的寻找家
园的路途中，客家人不沉沦，他们永远高
举精神的火种，每到一地，便照亮那片天
空。优秀的文化，优秀的传统，先进的生产
方式，他永远执着的保留。在今日的梅州
大地上，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我
们留下了无数的文化遗迹，在梅县的“南
华又庐”参观时，获悉这是潘氏在南洋赚
了钱之后回乡所造之屋。一万多平方米的
建筑，历时20多年。不能不说是“慢”，但潘
氏坚持“慢功出细活”，让“南华又庐”修建
得堪称“精舍”，而且这样的“精舍”在粤东
连绵群山之中，屡见不鲜。

更让人震撼的是，梅州大地上客家人
所修建的围龙屋，堪称中国建筑历史上的
“绝响”， 有的圆形巨屋共住几百户人家，
蔚为壮观，而且修建时间之长，也堪称中
国民居建筑之最。正是这种一代人一代人
的延续的修建方式， 使客家人的这种大
屋，不仅仅只是栖身之地，而且是真正的
精神家园。它屹立于群山之间，昭示客家
的子孙们，他们的先辈正是用一种坚韧不
拔、百折不回的精神，创造自己的辉煌。

盘桓于梅州大地，我听到为政者坚定
不移地推行一个“慢”字，这是一种久违的
声音，我从内心里为它欢呼。这是对天地
自然敬畏的必然。我多么希望“梅州慢”能
够成为一种常态。生活的节奏，生活的步
伐，应该随着自然规律的节拍前行，这是
远足者的姿态，未来将无限宽广。

生活的艺术
□紫颜烟雪

生存的艺术便是生活的艺术，张弛有度，有进
有退。

听一位老画家说，就算是不懂画的人，也能一
眼看出中国画和西洋画的区别：西洋画，满；中国
画，空。一张画纸，画得满满当当，不留一点空白
的，是西洋油彩画；一张画纸，寥寥数笔丹青于白
宣之上，是中国画。一处饱满，一处留白。

话说人生，画喻人生。
晋时陶渊明，便如白宣上的丹青，深知修心，

养心。踏入仕途，深感官场险恶，人心不古，又见百
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终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
官退隐，身居山野，不苟且，不屈尊，过着闲云野鹤
般的悠闲生活，以诗章终余生。

千百年后，当我们在朝露戴月的清晨，或者倦
鸟归巢的黄昏， 轻吟着诗人写下的优美篇章。也
许，在那时我们才懂得，什么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什么叫留白的人生不荒芜，不作为却是大作为。

三国诸葛亮，便如满满当当的西洋画，一生勤
勤恳恳，兢兢业业。27岁出山，一败曹军，再败曹
军，三败曹军，从此名扬三国。天下三分，足以流芳
百世，仍事必躬亲，一生遵行着“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诺言，终于病逝五丈原。

武侯祠前， 当我们怀想着先生静坐轮车手摇
羽扇缓缓而来，静思先生背对竹屋大歌“非淡泊无
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们仍心有悸动。我们
懂得，有些人，注定要用行动用心去为这一生画上
一个完满的句点。

想起拜访过的一位乡间先生，一生雕刻无数。
他说，雕刻和人生一样，需要留白，不能任何东西
都追求极致和饱满，适当的沧桑和遗憾，是种更美
的风景。他还说，生命需要雕刻，任何细节之处，都
该把它刻画得淋漓尽致。

中国画也好，西洋画也罢，陶渊明也好，诸葛
亮也罢，他们都是一种生活的态度，都是一种生活
的艺术，孰优孰劣，已难以分辨。只是，人生需要留
白。人生之留白，会让你看起来更为丰富，一个懂
得为自己人生布局的人， 永远都不会把人生塞得
太满，轻轻点点，从从容容。只是，人生也需要雕
刻。人生之雕刻，会让你看起来更为完美，一个懂
得为自己人生谋篇的人， 永远都不会忽略自身的
任何瑕疵，愈挫愈勇，愈走愈远。

也许，生活的艺术，最好的便是饱满与留白相
结合，奋进时，全力以赴，不余遗憾；留白时，放飞
心灵，生活在别处。

金山桥街道桐林坳社区有一远近闻名
的美丽村落，名曰银孔围。

银孔围之美名不虚传，山峦起伏，竹林
环抱，水塘清冽，树木葱茏，农舍精美，鸟语
相闻，俨然世外桃源。观之，如山水画，逛
之，若大公园也。沿青石小路拾级而上，可
登高远眺，良田沃野，阡陌交通，高楼别墅，
尽收眼底。城耶？乡耶？不可辨也。正所谓，
其实不用去远方，风景就在身旁。

银孔围人爱美， 房前屋后之精致自不
必说，瓜棚菜地亦井然有序，厨房厕所之洁
净尤见用心。 栽花植树蔚然成风， 尤以桂
花、茶花居多，饱经沧桑而枝繁叶茂的老树
亦不鲜见，即使隆冬，仍觉春意盎然，生机
勃发。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未有不称道的。有
名家欣然题词“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农民兄
弟毫不例外”。

银孔围盛产南竹，是有名的“竹乡”，曾
为湖南笋竹示范基地，出产的竹笋，手工编
织的竹篮、竹椅等畅销全省。银孔围人因地
制宜，与时俱进，菜园的竹篱笆、路灯上的
五星花篮、垃圾桶上的竹屋、晒衣的竹架、
路边的宣传广告……一件件精美的竹工艺
品应运而生，成为一道道独特的风景。

山川资俊杰，时势造英雄。银孔围地灵
人杰，有着光荣的历史。发轫于此的木马党
支部是湖南最早的地下党支部之一。已故地
下党员肖桂华曾和滕代远并肩而战，与时任
湖南省主席程潜私交甚笃， 新中国成立后，
滕代远以“赤胆忠心”四字相赠，与之共勉。
年逾八旬的老地下党员钟庆祥至今仍在言
传身教、诲人不倦。村民胡丙炎，行伍出身，
豪爽大方，热情好客，爱喝酒、爱干净、爱热
闹、爱动脑筋，一天到晚闲不住，人称“胡疯

子”。 银孔围首创的堆肥池， 对大树挂牌保
护，皆为其点子。“竹”字系列产品，亦为之设
计创作，一残疾篾匠精心加工而成。在其带
动下，银孔围脱颖而出，闻名遐迩，老胡亦名

声大噪，成为红极一时之“明星”。
银孔围为何出名？为美、为竹、更为人。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无他耳。

不知不觉节气已
迎来 “惊蛰 ”，绵绵雨
水骤然而至， 仿佛生
命之水打开了， 滋润
着干涸的土地。

“惊蛰”二字，总让
人想起睡眼惺忪的小
虫子，被远方初始的雷
鸣唤醒了。这时，燕子
要归来了，沉睡的青蛙
醒了， 昆虫要破蛹，蛇
要爬出洞，杨柳枝吐出
芽儿， 风筝飘向了天
空。天道运行，自有其
规，节令就是命令。

惊蛰一到， 自然
界的声 、光 、色 ，顿时
就有了生气！

不经意间， 路边
土缝中的蒲公英 ，探
头探脑挤出了两朵金
黄小花。 春阳潋滟得

像有声音，地气氤氲上升，远山含烟，村
上人家迤逦散开，有一种平旷的生气，人
亦变得简洁，几只小鸟欢快地鸣啾，二三
只鹁鸪在地面上温文尔雅地走动。

冬日灰暗的天空渐行渐远，蓝天白云，把
天空衬得那么澄澈深远。大地，远山都像刚洗
过，有一份纤尘不染的洁净，人也变得精神多
了，阳光疏疏穿入窗棂，春光真是明媚。

惊蛰，意味着农事拉开了序幕，农谚
云 :“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 。”平静的
乡村，蛰居一冬的人们，舒展筋骨开始忙
碌起来。家乡种植大面积的果树，果农们
要在第一场春雨之前， 把腐烂的果叶当
肥料施在树根旁，为果树蓄积养分，树与
树间的空地上，也见缝插针地种上菠菜、
茼蒿、生菜、小白菜等。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每至惊
蛰，脑海里总浮现家乡田间阡陌，斜斜的
雨丝漫天飘洒，绵密深长。雨天的时候，
母亲不下地，和伯母对坐着，一边闲谈，
一边做布鞋。茶烟日色里，母亲与伯母好
似明清木版书里的插图。 我则喜欢用碎
布缝“春鸡”，用五彩线作尾巴，雨滴敲击
着屋瓦，有一种天道悠然的幸福。

初晨，一缕朝阳斜射在爬满露珠的小
草上，我想起我的恩师，他就像“惊蛰”，唤
醒我多年沉寂的心，“你完全可以走得很
远……”像一声春雷，惊醒了我庸碌的心。

苇岸说：“到了惊蛰， 春天总算坐稳
了它的江山。” 惊蛰，不过是春天的开场
白，好戏在后边。

蚂蚁终于学会了心平气和
它今天就咽下仇恨
放逐纠结和疲累，成群结队
现在就收起风刀霜剑一样的讥讽，迫害，烦恼
在某一个角落溶化，甚至烂掉

就在现在，蚂蚁打算用自己的血
还有体温，去暖人间，去爱树木，花香，鸟鸣
原谅顽童，还有所有的人族

就在现在，阳光冲开栅栏，灌进蚂蚁的诗篇
低处的光抱着高处的光，蚂蚁与自己达成和解
蚂蚁与人们也从此和解

◎责任编辑 杨丹 版式编辑 周鑫
实习版式编辑 张欣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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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的现在
□紫木槿

梅州慢
□梁瑞郴

金山桥街道桐林坳社区有一远近闻名
的美丽村落，名曰银孔围。

银孔围之美名不虚传，山峦起伏，竹林
环抱，水塘清冽，树木葱茏，农舍精美，鸟语
相闻，俨然世外桃源。观之，如山水画，逛
之，若大公园也。沿青石小路拾级而上，可
登高远眺，良田沃野，阡陌交通，高楼别墅，
尽收眼底。城耶？乡耶？不可辨也。正所谓，
其实不用去远方，风景就在身旁。

银孔围人爱美， 房前屋后之精致自不
必说，瓜棚菜地亦井然有序，厨房厕所之洁
净尤见用心。 栽花植树蔚然成风， 尤以桂
花、茶花居多，饱经沧桑而枝繁叶茂的老树
亦不鲜见，即使隆冬，仍觉春意盎然，生机
勃发。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未有不称道的。有
名家欣然题词“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农民兄
弟毫不例外”。

银孔围盛产南竹，是有名的“竹乡”，曾
为湖南笋竹示范基地，出产的竹笋，手工编
织的竹篮、竹椅等畅销全省。银孔围人因地
制宜，与时俱进，菜园的竹篱笆、路灯上的
五星花篮、垃圾桶上的竹屋、晒衣的竹架、
路边的宣传广告……一件件精美的竹工艺
品应运而生，成为一道道独特的风景。

山川资俊杰，时势造英雄。银孔围地灵
人杰，有着光荣的历史。发轫于此的木马党
支部是湖南最早的地下党支部之一。已故地
下党员肖桂华曾和滕代远并肩而战，与时任
湖南省主席程潜私交甚笃， 新中国成立后，
滕代远以“赤胆忠心”四字相赠，与之共勉。
年逾八旬的老地下党员钟庆祥至今仍在言
传身教、诲人不倦。村民胡丙炎，行伍出身，
豪爽大方，热情好客，爱喝酒、爱干净、爱热
闹、爱动脑筋，一天到晚闲不住，人称“胡疯

子”。 银孔围首创的堆肥池， 对大树挂牌保
护，皆为其点子。“竹”字系列产品，亦为之设
计创作，一残疾篾匠精心加工而成。在其带
动下，银孔围脱颖而出，闻名遐迩，老胡亦名

声大噪，成为红极一时之“明星”。
银孔围为何出名？为美、为竹、更为人。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无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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