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独处是清欢
□ 崇明中学·高二（3）·黄钰晨

人是群居动物，人群密集处总显
得热闹而繁华，但哲人们也说独居有
好处。在我看来，独居在某些方面确
实比群居更胜一筹。

人们往往因一个共同的目的而
聚集在一起，就如庄子所言的“谷食
之所生，舟车之所通”，因此热闹繁华
的景象必然会随着经济效益的不断
产生而出现，群居是人类社会得以繁
衍发展的必然。但“热闹过头”，就成
了喧嚣、嘈杂。人们本拥有的心灵之
声被阵阵杂音盖过，从此成了为追名
逐利而奔波劳碌的人。

而“一人处一室”的独居生活，则
可以让你在接受外部世界杂音的洗
礼后，还可静下心来，去读一本书、品
一杯茶，追寻内心那一方空明澄澈的

天空，追求一个更高的境界。
群居现象不仅存在于现实中，在

如今飞速发展的网络世界中，也无独
有偶。我想，微博热搜正是一例。热
搜，顾名思义，就是网民最常搜索的
关键词。一个热搜词条下会被置顶
的，往往是评论与转发最多的博文，
而这些置顶博文所发表的观点，往往
会被大多数人接纳。而这正是所谓
群居的另一大弊病：它会让人产生思
维惰性，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人
成为一根随波逐流的脆弱苇草。

而独居就不一样了，网络上的独
居并不意味着闭塞，而是指在接受信
息的同时，也会有自我思考，从而发
表个人见解。网络独居者们往往会
对置顶博文所阐述的观点进行适当

的思辨，同时再进一步深入了解
问题，思维不断地进行延伸与拓
展，这就是他们那字字珠玑的言
论背后所蕴藏的东西。但令人
叹息的是，这样的独居者少之又
少 ，偶 尔 一 两 篇 一 针 见 血 的 博
文，也许早已被埋没在数条置顶
之下了。

生活上的独居和思维上的
独居是有所关联的，只有生活中
不受外界影响的“独”，才有可能
造 就 思 维 上 不 人 云 亦 云 的

“独”。日常生活中静读一本书，
再独自认真体悟、感受、总结，独
立思考的能力也就随之得到锻
炼。这让我们在日常为人处事、
思 考 问 题 的 过 程 中 也 能 受 益
颇多。

我并不否定群居生活所带
来的庞大经济效益，但依当今时
代趋势，我们更需要的，是独居
给我们带来的心灵净土与思维
领地。

崇 明 糕

糕饼中，我首推家乡的崇明糕。
较之桃酥，它少了几分轻薄酥脆；较之
月饼，它少了几分华而不实；较之馒
头，它更柔中带韧。

儿时，一年中，嘴馋至极的便只有
年前几天，年夜饭自不用说，崇明糕可
是过年才请得动的大腕儿，那白而软
的身体，顶上缀几丝花红柳绿的萝卜
丝，肚里堆满的是葡萄干枣丝核桃仁
……咂吧咂吧嘴，看父母抬着糕料送
去店里做糕，舌尖已然勾起一丝甜。

于是，我会屁颠屁颠黏着父母去
看做糕。小店里，立着一人高闪闪发
光的钢铁机器，红脸膛的师傅在一边
捣鼓着父母带来的糕料。而白糖就在
这小店里买，一点钱能买几袋子，“红
脸膛”擦擦汗，把袖子撸得更高了些。
满满一盆糯米、大米如“大珠小珠落玉
盘”般倾入机器的血盆大口里，机器便
低吼了起来。这时，父母便和师傅聊
起了今年的生意，制作的工艺和本地
一些趣事……他们谈笑风生，只有我
知道这机器里定在发生一场鏖战——
再从机器口里吐出来的，便是雪花般
纷纷扬扬的细粉了。

再不多时就层层叠叠上了蒸笼。
“红脸膛”粗壮的小臂也灼红了，绽出
条条青筋。父母小心将我拉在身边，

我却像香油台下的小耗子，一门心思
盯着那蒸笼，那颤动的盖子像我的心
一样跃跃欲试，时不时跑出几缕按捺
不住的白汽。鼻间便挤满了米的香
甜味。

终于，笼盖被缓缓揭开了，“红脸
膛”从笼屉中撬出它。那晶莹白亮的
颜色像汉白玉反射着星星一样的光，
红褐色的大块枣脯玛瑙般镶嵌在糕身
上。待周身的云雾散去些，麻利封上
保鲜膜。那磨砂般的质感昭示着它的
绵与糯。

与父母驮着崇明糕坐着电瓶车回
家，恨不能高举火炬般擎着它过街串
巷。崇明近江，空气阴冷，可所有的寒
与先前的劳累，都仿佛化作车上一块
食物，热烘烘地窝在心上，四肢百骸都
被熨帖得轻快无比。

时而在街上遇见买好年货的熟
人，听他们急急打听崇明糕配料，大赞
这糕，我便兜着口水、高仰着头，好似
乘着筋斗云般神气活现。瓜子糖果算
什么，往糕边一站，便显得尖嘴猴腮，
好似猪八戒那老旧的钉耙！

到家里，一家人都团团围住它，我
迫不及待地撕开保鲜膜，揪下一块向
嘴里送，边勾着头听父母笑着嗔怪。
屋里很暖，糕很烫。可一沾上舌头，它

便像一块毛毯般厚重地覆在味蕾上，
化作无数甘甜，时有酸味绽开，那是葡
萄干……崇明谚语言“三天不吃盐齑
豆板汤，腿脚酥汪汪”，可吃了这糕才
真叫酥汪汪……

尔后这一个月中，每日早餐都会
有花式吃法的崇明糕——或佐粥，或
油煎，或水蒸，风味俱佳。

那时还小，尚不知鲈鱼与莼菜的
故事，也不知山高水远，只知这一块糕
抚慰了多少崇明人的胃。而它早已化
作我舌尖上的一把尺，骨缝里的一根
筋，和家乡一起在我的心中永恒地沉
浮，升降，绝不落幕……

□ 实验中学·八（4）·王籽辛

□ 民本中学·高三（8）·沈诗琦

当观测者的数量下降到一时，
事物往往会显露出最质朴的面貌。

你往往很难讲得清自己是什么
样的人，因为每天和你做相同事情
的人太多了，和你了解相同事情、有
相同兴趣爱好的人也太多了。人人
争先恐后地走在时代前沿，脚踏同
一条标准线齐步并进，唯恐自己稍
不留神就被落下，成为“异端”或是
孤独分子。但有时，坚持自己的决
定并没有想象中那样艰难。

顺应自然不是指追随大众，大
部分人需求的东西也不一定适应每
一个人。我始终不相信人人都有追
名逐利的本性，何必要求自己强硬
执行做不到的事情呢？能力终有
瓶颈，“人生赢家”式的生活或许看
起来幸福，但终点的美好有时当真
不能完全抹去现在很长一段时间的
苦痛。在人生中挣扎着想要逃脱的
人，是将自己的生活当作了泥沼，越
闹腾越会被膨胀的物质拉扯着陷入
令人窒息的昏暗状态。

你认为无趣的不要急着拍手叫
好，你认为虚伪的不要背过脸假装
看不见，你认为错误的不要无声放
任其肆意滋长。不要整天嘻嘻哈哈
将日常当作一场闹剧走马观花，不
要缩居在世界的一角成为泛泛人群
中的一员，更不要被时光洪流冲走

去做茫茫沙岸上的渺小过客。有
时，顺流的风浪愈凶猛，愈要向着逆
流的方向眺望——看动态变化为静
止，看整体分化成局部，看湍急处是
否有暗流。不是冒险家不要探索那
些危机四伏的岩礁，就算所有人都
抛弃了你一个，留你独守在此，也请
不要沮丧。

“潮流”像一张光鲜亮丽的糖
纸，包裹住了人心，也遮盖住了它
该有的芬芳。但剔开去看，总有一
部分依旧晶莹香甜。这是一个人
人都喜欢“包装”的时代，将光溜溜
的人格提出来漆上大街上流行的
风气，说着晦涩的流行用语，穿着
当季火热的各色衣饰……嘴里头
念的，耳里头听的，往往都是时效
性很短的八卦资讯。所以，在这个
五花八门的时代里，完全没必要将
大把的时光砸在跟随潮流上，可以
当 作 消 遣 却 不 能 成 为 生 活 的 全
部。真正有意义的总会在大风大
浪后积淀下来成为宝藏。所以，与
其去当在远处追风踏浪的孩子，不
如蹲在岸边捡拾退潮后留下的美
丽贝壳，这样在一切激情褪去后还
会有所收获。

目睹岁月奔流而过，孤独的观
测者永远落后于所有人一步，又领
先于时代一步。

目睹时光急驰而过

当曾经的海滩边，一座座高楼大
厦拔地而起；当曾经静谧的夜空晃晃
如白日，过去那些大海、黑夜赋予我们
的些许慰藉似乎也渐渐被湮没在一片
坚硬的废墟之中……

尽管曾经颂扬着诗与远方，但生
活的现实与残酷却一点点抹去了我们
心中的棱角，抚平了胸中的激荡。看
那城市奔波的人群，看那旧日的报亭
早已无人问津，我们用忙碌与辛苦换
来了物质上的甜美果实，却也似那黑
白影片中的人物，机械般重复着苍白
的动作。

我们享受着充盈的物欲带来的一
次次满足，我们匆忙地以此为目的而
运转着，却因这周而复始的生活而厌
倦，或因心中另有所寄而怅然若失。

高晓松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
且，还有诗和远方。”那是一片属于我
们内心隐秘深处的精神家园，我们或
曾听到过来自它微弱的呼唤，或曾执

著地随它而去。正如歌德笔下的维
特，不同于旁人虚伪矫饰的言行，碌碌
于满足物质上的追求，他听见内心的
呼唤，是那来自远方对绿蒂纯洁爱情
的渴求，也难怪，当维特吟诵着那首诗
歌“春风啊，你为何把我唤醒”时，无数
读者为之动容。所谓“诗和远方”，并
非我们一度狭隘的认识，即那些高雅
的艺术抑或是远大的理想，它只不过
是填补我们现实生活的柔软一角，让
我们面对冰冷而又坚硬的生活时，不
必成为被其奴役的庸碌者，而做一个
于夹缝之中仍保有温情的人。因为

“诗和远方”是来自我们内心最原始的
向往，无论多么脱离实际，总是亲切而
慰藉人心。

诚然，关于梦想、远方，一味的抒
情无法换来生活的面包，又或许建立
于当今这个关系网庞大的社会是自
利，逆向而行之举。而实际上，“诗和
远方”是探寻人生意义的唯一途径。

世俗的学位、欲望的满足乃至于饱
读经书典籍，终究只是一个个具象
的目标，试想，在我们一一将其剔除
之后，人生的意义还剩下什么呢？
我想正是这看似“可望而不可及”的
存在成为了人生所追求的意义，引
领我们不断地求索，不断地审视我
们的生活，它像是一个遥远的灯塔，
让人们迎着微光，寻找一条通向未
知的路。

林立的高楼，刺眼的霓虹灯或
许模糊了那个通向远方的梦想，那
何不停下脚步，让那五彩的云朵装
点空旷的天空，让黄昏的晚霞融进
都市的喧嚣。我们无法抛弃所有，
义无反顾地听从远方的呼唤，那就
适当地舍弃一些物欲的牵累，更多
地听听来自内心的声音吧。

愿我们都能如海子诗中写的一
般，做一个远方忠诚的儿子，以梦为
马，不负韶华。

以 梦 为 马
□ 崇明中学·高三（2）·王瑞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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