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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美国汉学家、佛经
翻译家比尔·波特来到中国，寻访传
说中在陕西终南山修行的隐士，多
年后，因为《空谷幽兰》这本书的问
世，很多人才知道距西安市区一小
时车程的终南山中，还保留着隐居
传统，有五千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
修行者隐居在山谷中，过着和一千
年前一样的生活。

也许，有人会怀疑隐士的存在，
也有人质疑修行的必要，但对我而
言，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两者的真
实，因为我见过很多隐者，亲眼看到
过他们的修行生活。

多年前，我曾去西藏山南地区
的青浦修行山采访过。自公元 8 世
纪中期以来，这里就成了修行者的
圣地。当时，传统的修行是一种非常
神秘的行为，修行者通过经历常人
难以忍受的种种苦难，达到对意志
和信仰的磨练，使灵魂和肉体得以
升华。

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修行仿

佛是一种遥远的传说。但是，在青浦
修行山，的确就有一些乘坐飞机到
拉萨，然后专程来这里修行的人。那
些年，在当地修行的有 100 多人，也
许有些人并非渴望通过修行获得某
种启示，但青浦山美丽、优雅的自然
环境至少能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
和平静。

当时，我采访了好几个修行者，
他们中有的人已在那里苦修了 11

年，有的把孩子留在家中，拉着丈夫
来修行，有的则是短暂地住一段时
间来体验修行生活。他们大都住在
山洞中，过着简朴到极致的生活。

相比这些隐者，前两年我在浙
江会稽山中见到的修行者显然生
活条件好得多。他们一般住在泥砖
青瓦房中，自己种一些青菜，砍砍
柴，平时再烧烧香念念佛。不过，其
中一个女修士的故事让我颇为难
忘，这个女人的丈夫 1949 年去了台
湾，她便独自躲在山中，隐遁修行
多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的

丈夫从台湾寻来，两人在山中相
见。丈夫恳求她一起去台湾生活，
她这时已经心如止水，不愿离去，
最后丈夫恋恋而别，女修士留在山
中直到今天。

几年前，我去缅甸旅行时，还
采访过几个修行者。缅甸是个著名
的“佛教之国”，在这里，每个人在
生命中的其中一段时间内必须削
发为僧或为尼，修行时间最短几
天，最长一生。据说，最近几年，缅
甸在旅游活动中还开设了临时修
行项目，国外游客可以到当地指定
的一些寺院中当几天僧人，短则一
两天，长则一星期，体验体验修行
的感受。

一位年近 40 岁的修行者告诉
我，他来自曼德勒，到仰光准备修
行 4 个月，目的是能接触这里的高
僧大德，更深地领悟修行的价值和
意义。而两位来自欧美的修行者也
告诉我，他们对东方的佛教文化一
直非常景仰，希望能够亲身体验、

感悟这种文化的魅力。在仰光，佛
教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修行就是
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能够享受到静
修和信仰带来的快乐，接触、了解
另一种值得体验感受的生活方式。

比尔·波特说：“我们都需要
有时间独处，有些人需要更多独
处的时间。有人却能从独处中变
得更有智慧、更为仁慈，这是我遇
到中国隐士后让我吃惊的事。他
们是我见过的最幸福、最和善的
人。在美国，隐士只是那些喜欢自
个儿呆着的人，往往都有点神经
质。但是，在中国，我发现隐士往
往是社会的精英，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

古人云：“小隐在山林，大隐于
市朝。”既隐之，则修之。修行是人
生的一门必修课，遗憾的是现在大
多数人汲汲于名利富贵，忘了修行
这门重要的功课，他们不知道一个
普通人也需要通过修行增强自己
的修为。

人生的修行

立春一过，我就开始馋菜苔
（又称菜心）。

菜苔这东西的特点是：历冬生
长，傲霜抽苔，初春采摘。早春，万
物还没有恢复生机，菜苔却因为旧
年积聚了足够的肥力，似发育很好
的女子，一点春风就情窦乍开了。

在菜市场发现菜苔时，只觉得
蓦然回首有惊喜——— 碧绿的叶片
上滚着露珠，粗壮的根须上沾着泥
土，一见便知是新鲜采摘的，远远
地望着心就动了。毫不犹豫地买下
两大捆，急切切地往家里走，好像
把春天的气息一下子带回了家。

菜苔的吃法非常之多，最原汁
原味的做法要数清炒，将新鲜的菜
苔洗净切段，蒜切末；炒锅放植物
油，加入蒜末炒香；然后加入菜苔

段、盐翻炒，滴白醋、香油，放入鸡
精翻炒均匀即可。蒜末和菜苔，一个
辛辣，一个清淡，两者相遇，蒜香包
容了菜苔的青气，在舌尖上停留时，
菜的清鲜滋味也就立刻呈现了。

不喜清淡的，菜苔炒腊肉是不
可错过的经典。经过腌制和熏烤的
腊肉，小火煎成透明状，如果单独
做，多有一种烟火气，菜苔与之搭
配，味道则平和下来。这多像埙和
大提琴，一个来自中国民间，一个来
自西洋，本来两者是自成一家的，但
东方遭遇西方了，却谱写出另一种
华彩。男和女，互补的情感也大抵如
此，只是要咸香味还是酸辣味的，要
自己拿主意。如果吃不惯腊肉的烟
熏味，猪后腿肉炒菜苔亦是上佳之
选，意犹未尽，再在里面加把粉丝，

则似人生的锦上添花了。
我不想炒菜的时候，喜欢在家

炖大骨汤，小火慢炖，炖到浓汤奶
白，放一把手擀面，再来一把青菜，
通常选用的青菜为菠菜、香菜、小
白菜，而菜苔季节来了，一定是放
一大把鲜绿鲜绿的菜苔，喝一口
汤，通体都是春天的滋味，又鲜香
又清新。这样的菜苔汤还非常适合
配上白米饭来吃，一碗汤在白饭上
浇下去，米便软糯下来，是超级下
饭到令人停不下口的。就像再情感
固守的人，也终有一道爱的突破口
一样，穿对鞋选对人，幸福也就有
无数种可能。

关于菜苔，清人曾在《汉口竹
枝词》中唱道：“不需考究食单方，
冬月人家食品良，米酒汤圆宵友

好，鳊鱼肥美菜苔香。”慈禧太后视
之为“金殿玉菜”，常差人来楚索
取。由此可见，古往今来，菜苔多么
养人。虽然采收期短了点，只有半
个月，但到底可以给人带来希望。

惊蛰之后是春分，春天终究是
要来的。阳台上种在花盆里的菠菜
已经齐刷刷地破土发芽了，正偷偷
打量着这个世界。两岁的女儿盼春
心情最是迫切，她站在阳光下大声
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
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
里的春天最美丽……

是的，有菜苔吃的春天，总是
让人情不自禁要歌唱的。

这个时候，你如果问我哪一种
菜可以代表春天，我的答案很唯
一：菜苔也。

菜苔鲜

敬惜字纸
妻子过生日，收到一份特别的

礼物——— 她出生那天的一页日历。
是岳父从一个旧皮箱里找出来的：

“这是你爷爷留下的，你自己收着
吧。”

一张很薄很小的纸片。我从妻
子手里接过来仔细端详，是那种民
间最常见最普通的款式。妻子出生
在上世纪 60 年代这个国家最困难
的时期，所以日历的纸质很差，上
面除了应该有的记载着年月日的
印刷字体，还有一行手写的小字，
是给新生的孙女起好的名字。

“是你爷爷的笔迹。”岳父说。
一页日历竟然保存了几十年，

这里面蕴藏着长辈对后人多么深
沉的一份爱和祝福啊。

敬惜字纸，这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好习惯，识字的或不识字的，
大都如此，代表着古人对文明文化
的敬重，还带有行善积德的意味。
从前，不仅对书籍画页，只要写有
字的废纸就不可随意丢弃践踏或
与其他废物混杂，而需丢入字纸
篓，专门收集后焚烧成灰，收集起
来，然后举行专门的仪式，将字灰
送至大江大海，称为“送字灰”或

“送字纸”。相应地，亦出现了专门
焚烧字纸的“惜字塔”以及专门收
集字纸旧书加以焚化的“惜字会”。
清朝甚至有《惜字律》，劝人敬惜字
纸。各类佛经以至笔记小说都有劝
谕敬惜字纸的故事。

古人敬惜字纸，是因为他们相
信字纸是有灵的。文字的最初发明
大概和古老的巫术有关，比如甲骨
文就是最古老的占卜文字。巫术中
有一种“符咒”，一般是由巫师代神
书写的，看上去似懂非懂的图画文
字，据说具有某种魔力，将它贴在
家中可以辟邪，带在身上可以防
身。传说中那位造字的仓颉先生，
其身份大概就是一位大巫。典籍记
载，仓颉生着龙一样的脸，有个很
大的嘴，还长着 4 只可以发光的
眼，他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二
十四节气中有“谷雨”一节，大概和
仓颉造字有关。“天雨粟”就是天上
下了一场谷子雨。天上为什么要下
小米？鬼为什么又要在晚上哭泣
呢？因为有了文字以后，“造化不能
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
形，故鬼夜哭”。所以仓颉造字的举
动惊天地、泣鬼神。

文字的产生，使人类创造的一
切文明、文化的积累传承成为可
能，人类正是踏着文字的阶梯一步
一步走到今天的。从这个意义上
说，敬惜字纸，就是敬畏上苍的恩
惠，就是珍惜自己的历史。

与敬惜字纸相对的，是焚书坑
儒、文字狱、抓思想犯之类的反文
化现象。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
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65 年，他
奉命参加社教工作队到昌平南口
村搞社教，工作队中有一位是公安

总队的陈同志，老公安，年纪还不
大，但已有十年的党龄，有着丰富
的公安经验。

“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
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注
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
总是以火焚之。这同我的习惯正相
反。我有一个好坏难明的习惯：我
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
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末不足道的
东西，都精心保留起来。我这个习
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我说不清
楚，从来也没有去研究过。看了陈
的行径，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别是
过旧历年的时候，公安总队给他寄
来了一张铅印的贺年卡片。这本是
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
是陈连这样一张贺年卡片也不放
过，而且一定要用火烧掉，不是撕
掉。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了
这样的谈话：

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

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
不了兜着走。”

这番话让季羡林大吃一惊，这
真是闻所未闻。他自己心里估量：
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

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
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
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
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顶帽子无
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岂
知这位陈姓老警察的话真是经验之
谈，是从无数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真
理。过了没多久，“文革”开始，季羡
林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妻子的爷爷是个老文化人，上
世纪 30 年代曾做过东海日报的总
编辑和一所乡村师范学校的校长，
身后不仅留下了大量的图书，还留
下了一皮箱日记，几麻袋与家人、
友人往来的信件。1957 年他被打成
右派。“文革”中，不仅家中图书大
部分被抄走，成了惊弓之鸟的爷爷
吩咐奶奶连夜把他那些与友人往
来的信件用水泡过，之后再用洗衣
服的搓板细细搓烂、倒掉。

前不久，报载有人在广东新会
圭峰山意外发现了一块刻有“字
冢”的石碑，附近另一块石碑上刻
着“咸丰七年字纸灰七埕”（埕是南
方的一种酒瓮）。根据碑文内容，可
以断定字冢碑下所埋的是七埕被
烧成灰烬的字纸。这两块 150 多年
前的石碑，印证了敬惜字纸的文化
传统的确存在。

社会发展到今天，字纸的回收
已经变成了环保的话题，但对于我
们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于自然资
源，依然用得上“敬惜”二字。

以以文文为为戈戈
刘刘武武专专栏栏

呼呼吸吸之之间间
刘刘亚亚伟伟专专栏栏

修行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遗憾的是现在大多
数人汲汲于名利富贵，忘了修行这门重要的功课。。

敬惜字纸，就是敬畏上苍的恩惠，就是珍惜自己
的历史。

你如果问我哪一种菜可以代表春天，我的答案
很唯一：菜苔也。

大大城城小小事事
萧萧萧萧专专栏栏

刘武，导演兼
制片人，曾任大学
讲师、新闻记者，出
版 过《 醉 里 看 乾
坤》、《生命的几分
之几消耗在路上》
等专著，参与编导
100 集大型纪录片
《睦邻》、45 集纪录
片《兄弟》。

刘亚伟，笔名
亚子，北师大研究
生学历，原籍曲阜，
下过乡，当过兵，资
深报人，现为自由
作家，出版长篇小
说、科普读物等十
余种。

萧萧，专栏作
家。好美服，耽逸
乐，热爱传统。以侍
奉气短情长的文字
见长。著有个人作
品集《今生今世：民
国名媛情事》等七
部，合集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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