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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爱我，就不要想太多》中有个情节，女二
号丽娅为躲避妈妈催婚，谎称和大学教授成家了。为
遮盖谎言，要求新结识的律师冒名顶替。母亲是小学
老师，听说女婿是文学教授，非让他讲《红楼梦》中的
黛玉葬花，讲红楼十二钗。这一追根究底的情节，让
律师尴尬，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读《红楼梦》时的懵
懂。当年只当一部言情小说来读，电视剧的启发，激
起我加入重温《红楼梦》的行列。

《红楼梦》以贾、史、王、薜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
宝玉、林黛玉这对叛逆者的悲剧为重要内容，深刻揭
露和批判封建礼教的各种黑暗与腐朽，创下一本书形
成一个学派——“红学”的奇迹。重读《红楼梦》确实
感到它是一部“中国小说难以征服的顶峰”！《红楼梦》
如一幅千里江山图，缓缓展开巨大的五彩锦绣。作者
天才性地运用祖国书
法、绘画、雕刻、诗词、
音乐等等一切优秀传
统手法，表现了宝黛共
读、宝钗扑蝶、晴雯补
裘、宝琴立雪、黛玉焚
稿这些浸透肺腑的人
文情结。有精神，有情
感，有思想，有神性。

曹公在《红楼梦》
里刻画了人世间各种
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抛开结局不说，其中最动人的
莫过于宝黛之间的恋爱。阅读中，合目思之，宝玉知
其不可为而为之后的真性情；黛玉无可奈何、可望而
不可即的寂寞心，历历在目。黛玉第一次进荣国府约
六七岁，宝玉一见即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彼此
之间那么亲近，好像前世有什么夙缘一样。宝玉身边
有各种各样的女孩子，很怜香惜玉，表面上看，他和女
孩子们都相处得很好，但是，不知不觉中，他就把最深
处的那份惦念给了黛玉。

宝玉一向对家中大小事情不甚上心，元春被晋封
妃位这样轰动当世的大事，都没让宝玉开心，大家嘲

笑他越发痴傻了。这样一个“痴傻”之
人，心里只储存着对黛玉最独特的情
感。黛玉重回大观园，宝玉的“细
细思量”，胜过了千万句“我想
你”：“品度黛玉，出落得越发飘
逸了。”“从别后，忆相逢，几回
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
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相信看过《红楼梦》的人都
对二人桃花树下共读《会真记》

一幕念念不忘。贾府有才的女子
很多，不止黛玉一个。

但是为什么他只和黛玉一起读呢？这大概就是灵魂
伴侣吧。宝钗也很有才，她读了很多书，但并不能引
起宝玉和她交流的欲望，宝玉对宝姐姐一直都是尊敬
有加，不会随便造次。这大概就是三观不合？黛玉是
一个比较随性洒脱的女孩，她没有所谓的“女子无才
便是德”、督促男子醉心功名的那些心思，这才是她能
深入宝玉内心的原因。宝玉相信黛玉，所以才会和黛
玉分享《会真记》，和她一起走进书中人物，一起去体
味别人的喜怒哀乐，这本身就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
情。

《红楼梦》特别温暖的一章是《情切切良宵花解
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宝玉跑到黛玉的屋里和她
玩闹，坚持要枕黛玉的枕头，给他别的枕头就说“我不
要，也不知是哪个脏婆子的”。与之异曲同工的是，北

静王初见宝玉，将圣上亲赐念珠转赠宝玉，宝玉拿回
来送给黛玉，黛玉却看也不看：“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
不要它。”连皇帝也骂了。可是有一次，宝玉支开袭
人，安排晴雯拿了两块手帕去看黛玉，黛玉明知是旧
手帕，却能用心揣度：“情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
也丝。”原来送手帕落在一个“思”上，转达了宝玉对黛
玉的“思念之情”。黛玉拒收皇帝的信物，却毅然收下
旧手帕，足见他俩是何等多情、何等达悟之人。

宝玉和黛玉相处，特别放松，编各种各样的故事逗
她开心，感情在一次次玩闹中不断生根发芽、茁壮成
长，再也没什么能分开这棵连理之树。特别是黛玉听
到宝玉说了“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奇缘”以后，就
很少再对着宝玉耍小性子、拈酸吃醋了，因为这是宝玉
对黛玉最深情、最坚定的告白！宝玉这句话彻底让黛
玉安心了，无论家里长辈怎么想，无论其他人怎么看，
今生的缘分就是彼此。一天天，一年年，从两小无猜到
情投意合，走过漫长的岁月，宝玉给了黛玉安全感。相
互信任，相互期待，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吧。

《红楼梦》中，凡是与宝黛相关的情节，都相当程度
地诗化了。曹公曾用“风露清愁”的芙蓉来代表林黛
玉。林黛玉 父母早亡，只身投靠

荣国府。人生如寄，
难免惆怅失落，一身

不食人间烟火的脱俗和一缕带着幽芬的诗意，与代表
宝钗的牡丹花形成鲜明对比。多愁善感的黛玉在孤苦
无援的情况下，与宝玉的爱情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
宝黛是以不情之物为有情，无物不情，无处不情。黛玉

“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
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
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正如鲁迅说的“爱博而心
劳”。可惜，“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
没奇缘，今生偏又遇见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总虚
化？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
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身世的悲愁，相思
的情愁，高洁者与世的疏离之愁，让林黛玉那颗玻璃一
样脆弱的小心脏，屡遭重创。本来就靠着不断修修补
补负重前行，直到那一天听说宝玉成婚，黛玉将文稿绢

子往火盆上一撂，心阒
然而碎。紫娟见黛玉
两颧红赤，肝火上炎，
找宝玉不得，叫来李
纨、探春，三人听黛玉
直声叫道：“宝玉，宝
玉 ，你 好 ……”说 到

“好”字，便浑身冷汗，
不作声了。只见黛玉
两眼一翻，呜呼，“香魂
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

入梦遥”!黛玉的不甘、惆怅、迷惘，令人心碎。此时，越
剧影片《红楼梦》宝玉与紫娟的对唱，仍然萦绕在我的
耳畔：“问紫娟，妹妹的诗稿今何在？”“如片片蝴蝶火中
化。”“问紫娟，妹妹的花锄今何在？”“花锄虽在谁葬
花？”“问紫娟，妹妹的鹦哥今何在？”“那鹦哥也知情和
义，世上的人儿不如它……”一声声血泪的控诉，让夜
不能寐的读者感怀之余，心中越发憎恨如今揪出的贪
官污吏、权色交易，哪里还有人间的情谊？

向经典致敬，对《红楼梦》的时代意义，不可呆
看！应该像读《诗经》“赋比兴”中的“兴”那样，理解作
者“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那托情言志的
奥妙，探索《红楼梦十二支曲子》《情榜》《好了歌》对

“情”这一主题不断升华的意蕴。
《红楼梦》不愧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规模

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具有很高的思想
价值，寄托了作者的人格美、精神美、理想美。法国文
学家撰文称赞这部世界名著的作者：“曹雪芹具有普鲁
斯特敏锐的目光，托尔斯泰的同情心，缪塞的才智和幽
默，有巴尔扎克的洞察和再现整个社会的自下而上各
阶层的能力。”曹雪芹之于中国，如同“莎士比亚之于英
国，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歌德之于德国一样”。世界
上所有名著，无不体现“情”这一人类社会的灵性，《红
楼梦》挤身世界名著行列，怎一个情字了得？

□尹其超五味评书

怎一个情字了得怎一个情字了得

□刘玉兰心香一瓣

人生自有诗意人生自有诗意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贴窗
花点鞭炮，回家过年齐
欢 笑 。”过 年 ，回 家 过
年。无论你身处何地，
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骑摩
托，都要回到那个温暖
的家与亲人团聚。家里
的老人从腊月十几就开
始进入紧张状态，杀鸡
杀猪蒸馒头还得抽空烫
个头发。记得小时候，
一走进院子，晾衣绳上
挂着一串串腊肠，烟囱
里冒着袅袅的白烟。奶
奶总要炸上一锅的刀鱼
和鲅鱼，等着过年的时
候招待客人。最激动的
就是年三十，上午贴春
联，下午包饺子。全村
的人比赛谁先下锅煮饺
子，为新的一年能争个

头彩。妈妈只要听见外面有放鞭的，就会催促爸爸:
“快点快点，我们也赶紧下饺子。”我们这一群小孩出
去放鞭炮，整个街道都是孩子们欢快的笑声。晚上，
家里的大人们又开始紧锣密鼓地为半夜十二点的年
夜饭忙活，锅里烧着火炖上鸡，煤气灶上炒个肉，小
小的厨房充满了饭菜的香气和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聊
天声。零点，大人们上炕喝着酒吃着菜，各自讲述着
过去一年的经历和对彼此新年的祝愿，我们听着听
着就在热乎乎的炕头睡过去了。早晨五六点钟，夜
色还很浓，村里的鞭炮就开始噼里啪啦响了起来，期
待着新的一年鸿运当头。我跟妹妹一骨碌爬起来，
美美地穿上新衣，就开始挨家挨户去拜年。

时光荏苒，回想2019年腊月，街上的人明显变
少。大年初一这一天，村口的大喇叭说：“受疫情影
响，请大家配合工作，减少出行，尽量进行电话拜年。”
我相信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无可奈何的
决定。全世界都知道，春节对于中国人的意义，盼望
了一年的团聚因为疫情生生地被停摆了，那是有多不
痛快呀。但是武汉封城的决定让我们意识到事态的
重要性，唯有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我们脱下新
年的战袍乖乖地换好家居服地换好家居服，，通过视频跟亲人举杯同通过视频跟亲人举杯同
庆新春庆新春。。

这一年这一年，，相信很多年后会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相信很多年后会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
记忆点记忆点。。钟南山院士的逆行出征钟南山院士的逆行出征，，那些被口罩勒到那些被口罩勒到
红肿的脸庞红肿的脸庞，，那些印着武汉加油的防护服那些印着武汉加油的防护服，，都是都是20202020
年春节留给我们的镜头年春节留给我们的镜头。。每天一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每天一家人最关心的就是
有没有新增病例有没有新增病例，，期望早日出现拐点期望早日出现拐点。。每一天都被每一天都被
无数个以生命赴使命无数个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的抗疫英雄感用挚爱护苍生的抗疫英雄感
动着动着。。在那段共克时艰的日在那段共克时艰的日子里，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少出门，不给社会国家添乱。为了排解在家的
无所事事，这个以
食为天的民
族 将
自
己
的
长
处
发
挥得淋漓尽致：
自制凉皮、炸麻
花风靡整个朋
友圈，导致后来
大家都期盼疫
情早日结束，要
不可能胖得跟
朋友再相见不
相识了。

我 相
信每个中
国 人 这
时 都
是
拧
成
一
股
绳，心往一
处使。习主
席在二〇二一
年新年贺词中
说道：“平凡铸就
伟大，英雄来自
人民，每个人都了不起！”确实，中
华民族的精神再次被世界所认
可，涓涓细流汇成磅礴之力，每一
个小分子都为国家能够快速恢复
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不
惧风雨，不畏险阻，用乐观向上的
精神战胜疫情。2020 年的春节，
我们以不动应万变，在若干年后
回想起这一年，每一个中国人都
会感动骄傲，这将会成为我们记
忆中的丰碑。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惟愿山河
锦绣、国泰民安！惟愿和顺致祥、
幸福美满！我们这些平凡人将继
续砥砺前行，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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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仿佛第二个世界，当下的年轻人在
这虚拟之世中或自娱——灵动有趣的网络用语

各展风采，或自省——励志深刻的个性签名发人
深省。网络社交的俏皮自娱与个人主页里的深刻
自省，看似是一人的多面复杂矛盾，实则是当代青
年面对喧嚣浮躁之世与繁
重压力之迫下的一种挣扎向
上。他们在自娱中觅得心灵

休憩之所，他们用自省提
示自己清醒前行。

压力繁重之下，
青年人或许需要自
娱为避风之港，在
轻松愉悦中觅得
休憩之处。“我们趋行在人生这个亘古的
旅程里，在坎坷中奔跑，在挫折里涅槃。
我们累，却无从停歇；我们苦，却无法回
避。”正如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所
言，苦难不曾缺席亦不可躲避，而网络
中的自娱却可使“红尘劫”化为清风拂

面，当我们用“南上加南”的戏谑面对生活中

的挑战，心上之重便有所减轻，当我们看到旁人用“小
社畜”自我调侃，感同身受之余亦会心一笑压力稍
解。无数生活压力下的年轻人，躲在各异的ID之下，
在敲击键盘中构建一个自娱的避风港，让伤痕累累的
心停下脚步，觅得休憩之所。

然生活的飞速前进容不得青年过多的徘徊，梁园
虽好却非久留之处，安逸的港湾可能消磨青年的意
志，自娱的同时，青年亦当自省。

挫折的打磨、浮躁的诱惑可能消弥了意志、模糊
了初心，此时，我们当扪心自问，以自省换得内心的
澄明。“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
漓的鲜血。”现实的残酷终当勇敢直面，而个人主页

恰为直抒胸臆明示心曲之处。或自勉之，“做自己是
最美的”，或警示之，“守住寂寞，耐住繁华”，皆为当
代青年自省之写照。无论是探寻内心之志所趋，还
是扪心自问三省吾身，都是以自省之道寻求内心真
正所往。借网络之力，青年以自省在逆风中把握方

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
改颜色的孤星。

压 力 下 无 论 自 娱 或 自
省，皆为青年努力向上的自
我呈现。古有陆放翁“矮纸
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
茶”的闲赋自娱，也有苏东坡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
岭南人”的谪途做乐。曾闻

阳明先生在荒僻农场中反复自省得心学之大道，鲁
迅先生以课桌刻“早”字为自省之明示，而今，我们
的青年当融自娱自省为一脉，疲惫时，寻找休憩之
所为自娱，停歇时不忘保持清醒为自省，在此中求
索前行。

愿你我皆能在重压之下挣扎向上，向自娱觅休
憩，以自省问本心！

向自娱觅休憩向自娱觅休憩，，以自省问本心以自省问本心

□邵远平哲理小簿

投稿邮箱
lifeng@ytdaily.com

不知从何时起爱上了熏香。睡前燃一支，
心顿时静下来，世界也随之安宁。所有的纷扰
消散，看书，或者写字，都是最爱。

洗个澡，浴后的身体散发着类似古龙香水
的味道。这种味道是沐浴液和洗发水里的精
油残留下来的淡香，极其喜欢。

人生可以有很多小欢喜，小确幸。女人是
很容易忘记自己的。有时候，不妨小资一些。
因为生活已经够粗糙的了，如果不生活得细致
一点，这漫长的人生该是多么地无趣。

春天花开了，要走出家门去赏花。无
论怎么忙，都要走出去——
看看盛开之后的玉兰花瓣

是怎样扑簌簌地落下，
看看开得正好的樱花

是怎样如美人似
的娇羞，看

看 徜

徉在花海里的人们是如何的悠闲自在。于是乎，心儿
明媚了起来，脚下的步子轻盈了起来，空气里仿佛飘
逸着爱情的味道，脑海里渐渐浮现出了初恋的情景。
一切美好的，久远的，历历在目。原来，往日的美好并
没有随风而去，它只是被琐碎忙碌的日常，挤压在岁
月一隅。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在一个放松下来的节
点，它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跑出来，与你拥抱，相会……

我曾经在玉兰花瓣飘落的季节，看见两个孩子弯
腰低头，聚精会神地在高大的玉兰树下，捡拾那些完
好无损的花瓣。男孩仔细地将硕大而又肥厚的白色
花瓣，一片一片的，小心翼翼地拾起来，整整齐齐地摞

在一起，直到小小的手拿不了了，然后跑到女孩
面前，仰起一张俊气的小脸，递给高出他半

个头的女孩。满脸认真的女孩仔细
地接过男孩递过来

的玉兰花瓣，
连同自己手

上的一起
放到旁边

干 净 的 石
凳上，然后两

人再分头去捡。
我静静地望

着他们，不由心中感慨：多年以后，在分别的岁月里，
不知他们是否会想起这一幕？在他们成长的记忆里，
还会不会想念着对方？在历经生活的磨难之后，想起
这两小无猜的岁月，会不会有一股暖流，重新激起他
们生活的斗志，温暖他们孤独前行的心？会的，肯定
会。

樱花谢了的时候，夏天就来了。
顺着宽阔的马路走一走，让微风拂去奔波一天的燥

热。郊外的风是凉爽的，空气是清新的，虫儿是欢快
的。三五成群的人们，或暴走，或闲步。夜色对行走着
的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微风对行走着的每一个人，都

不偏不向，虫儿对行走的每一
个人，都送上美好的恋歌……

秋天一定要去登高望远
一次。

大自然在这个季节才
显露出它的恢宏与曼妙。
天空高远洁净，白云洒脱飘
逸；瓜果熟透，挂满枝头与
堤堰；草木在枯荣中极尽色
彩之烂漫。放眼望去，层林

尽染，五彩缤纷。刹那之间，你只觉得浑身通透，恍
若出尘离世……

冬天来临的时候，一定要去赴一场雪的邀约。
走在纷纷扬扬的大雪里，是一次自我的觉醒与回

归。空灵的雪花无声无息地飘落，“千山鸟飞绝，万径
人踪灭”。站在天地之间，方觉自我的渺小。宇宙洪
荒存在了亿万年之久，而我们不过是沧海一粟。在茫
茫的天地之间，比起大自然所遭受的一切，我们个人
的遭遇，实在是不值一提。

在人间，历千劫。纵然百般辛苦，你我仍然要去
寻找那些诗意——因为只有诗意，才能将我们那颗日
渐坚硬麻木的心，重新变得柔软而充满活力；也只有
诗意地活着，才不会辜负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