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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芬芳
你只看到我的名称，却没看到我的内涵。

你有你崇尚奢侈的选择， 我有我奉行节俭的
原则。 你嘲笑我固守传统，不配拥有，我叹息
你总是盲目追从所谓潮流。 你可以嘲笑我的
坚持，我会证明未来是谁的时代。路途中少不
了质疑与冷漠，但那又怎样，哪怕遍地荆棘，
也要坚持信仰。 我是“节约”，我为自己代言。

我的名字叫节约， 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
历史的国度里， 多年以来我都深受大家的追
捧。 他们不仅在生活中时时恪守我奉行的原
则，更创作出无数赞美我的话语，诸如“成由
勤俭败由奢”、“静以养身，俭以养德”之类。而
我也始终用自己的努力让他们得到更好的生
活，从来不愿意让如此相信我的人们失望。一
路走来，我也遇到了太多值得敬佩的人们。带
领新中国走向繁荣的毛泽东、 周恩来等一大

批革命先辈们在最艰难的时刻里以身作则，
从生活点滴小事做起，奉行节约，成为人民敬
佩的楷模，在他们眼里，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以“助人为
乐”的雷锋在生活中处处节约，用自己点滴累
积的积蓄帮助他人。多年来，我时常为有这么
多像他们这样尊重并信奉我的人而万分感
动，而在如今高速发展的社会里，人们却越来
越不在乎我，将我抛之脑后，我不禁疑惑，我
是真的不再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了吗？

在各大高级餐馆里， 我总能看到随处可
见的高价饭局， 为了在亲朋好友面前摆足面
子，人们总在饭局上铺张浪费，寥寥几人桌前
摆满各种精致菜肴。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满足虚荣心而攀
比，购买各种并不实用的奢侈品。走进各大写

字楼办公室， 我又发现多数人在离开办公楼
后依然将办公设备处于待机状态……看到这
些场景，我痛心疾首。 扪心自问，这么多年以
来，我始终坚持着自己最初的原则，也相信自
己给了人们许多东西。因为有我，许多人在经
济拮据的时期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因为
有我，许多人拥有了勤俭的德行与修养，也因
为有我， 让日益严重的的能源危机得到一些
缓解。 我依然坚信，不管未来如何发展，我也
不会退出时代的舞台。

想到这里， 我不再因为现状而感到沮丧
懊恼，哪怕路途艰辛，充满险阻，我还是有理
由相信，我不会退出人们的生活，总有一天，
节俭之风仍会吹遍每一个角落。我叫“节约”，
我为自己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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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于节
俭。

节俭对于现在多数已不再为温饱问题担忧的
我们而言， 不外乎是一个抽象的字眼。 时代在发
展，节俭在今天并不是省粮减衣，不是买便宜的东
西，物尽其用才是节俭。 我喜欢这个词，仿佛触摸
到一种精致生活，一种有条有理的生活方式。在保
证生活品质的基础上， 可以让每一件东西发挥其
价值至极致，甚是幸事。

在这个新的时代里， 消费品的基本属性就是
其短命性，人们只能短暂地拥有其使用价值，只有
这样不断抛弃才能不断消费，由此才能不断生产。
每一则广告都是在号召人们放弃已有物品去追逐
新的流行。事物不断地消耗，现代性是昙花一现的
美丽，其结果是一个有着过度、剩余、废弃物以及
废弃物处理的文明。 我们也已经习惯了商品化的
生活，习惯了穿梭于各商场间游刃有余地购物，从
上一辈的满足温饱到了讨悦自我的时代， 不免会
被琳琅满目的商品诱惑，而盲目付出金钱。我们从
未用完一块橡皮，又忍不住买了文具店里新款；我
们从未看到铅笔是怎样完结生命的， 就早已丢弃
它于角落；我们也有过许多白白的本子姑娘，可我
们还未构造完它的衣服就选择了下一本……

这些早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是这个国家的
通病。我们大可回顾从前，节俭是那个时代的生存
之道，是中国人的美德之一。 物质缺乏的恐慌，导

致了节俭的生活方式， 只要可以存下的东西都不
许扔，物尽其用成为这些旧物被收藏的理论基础。
这种思维和生活方式承载了物质匮乏时代对生活
的理解和敬重。

而今物尽其用， 需要顽强地对抗着将置换与
丢弃作为基本态度的当下。 我们坚持每一件事做
到物尽其用，买一瓶润肤露，喝一杯牛奶，吃一顿
佳肴…现阶段风靡不要浪费在舌尖上， 节俭也必
从舌尖开始。 食物的物尽其用，不过够吃即可。 够
吃，不会在餐后剩余过多；够吃，不会在食材上追
求过多；够吃，也不必在排场上讲究过多。 中国乃
泱泱大国，物资丰足，但再厚的成本，也禁不住 13
亿群众的挥霍浪费。 节俭，立国之道，强国之本是
也。

大概是因为中国人曾经经历过的物质稀缺的
日子造成的后遗症， 也因为现在社会的严重拜金
主义，好像节俭是件很不光彩的事，节俭一定意味
着贫穷、痛苦。 随着时代发展，节俭，是物尽其用，
是一种艺术的生活态度，是精致生活的必然体现。
我们可以用钢笔和墨水，写字灌水，不久便会喜欢
那种和钢笔之间的默契和感情。 可以享受一件衣
服穿到和自己融为一体的舒适感。吃到七分饱，可
以享受吃完后的意犹未尽。

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 俭，德之共也；侈，
恶之大也。 节俭生活，物尽其用，必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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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级中医 1班 赵子珺

有人说穿着得体，衣冠楚楚是一种风度；有人
说谈吐文雅，“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是一种风度；
有人说宽宏大量，“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是一
种风度。 但节俭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风度？

一掷千金，挥金如土，是一种豪迈，可是，君不
见“山吃海喝公款来，两袖清风不复回……”儿时
学过的一首诗———《悯农》， 它的课本插图给我的
印象是最为深刻的。 老农佝偻的身躯， 紧蹙的眉
头，青筋暴露的双手，熬红的呆滞的眼睛，正要滴
到农田里的汗珠……当时的我在同情农夫之余，
特别佩服诗人李绅感慨农民疾苦的正义感。可是，
长大后却再也未曾看到李绅的作品。 原来， 他因
《悯农》发迹后，堕落成了一个贪官，收刮民脂民
膏，不接地气的官员怎么能表达贫苦大众的心声。
他穷尽极奢，不久命丧仕途。他所说的珍惜粮食竟
成了后人用以诟病的笑柄。

小时候家里的大人就开始教育我要节约粮
食， 妈妈说，“你看姥姥耕种多么辛苦， 要节约粮
食，不可以浪费。”姥姥说，“不能浪费食物，泼米撒
面，以后阎王爷的小鬼会惩罚你的。 ”奶奶说，“剩
饭的小姑娘，长大了会嫁一个疤女婿的……”长辈
们的节约教育，影响了我的整个成长过程。虽然早

知道姥姥、奶奶的故事是编的，但就算是假的，若
是能引起大家对粮食的敬畏，对节约的认可，也是
好的。

节约是一种自持的风度，“君子以俭德辟难，
取之有度”。 中学时期，我曾经有幸见过我国极地
科学家高登义。 他慈祥的笑容，好像隔壁叫我“丫
头”的邻居爷爷。 他穿得很朴素，甚至可以看见他
的衬衫攒起来的小球， 却也无损他别样的风度和
神采。

妈妈常常会和我说不要乱花钱， 她说女子终
究还是要理家的，要打理经济，勤俭持家是永恒的
准则。节约的门风才能培养出内敛大气的气质，才
能培养出优秀自持的孩子。同理而论，厉行节约的
国家才能孕育出含蓄不漏的大国风范， 才能培养
出两袖清风的人民公仆， 才能为国家的发展提供
一个适宜的环境。

节约，何尝不是一种风度。 一种内敛，一种恰
到好处的节制的气质。有了心灵的节制，才不至于
让眼里多了欲望，才不至于利欲熏心，抛弃不该抛
弃的，得到一些不该窃取的东西。 事事注重节约，
时时厉行节俭， 才能避免在这物欲横流的现代社
会中丧失了人生的航向。

别样的风度
2012级护理 1班 蒋玉倩

孔明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在
愈加浮躁的空气里，我们愈加需要勤俭这样
的美德。

当餐桌上那一盘盘美味的佳肴都没动
过，就当剩菜倒了；当水龙龙头哗哗的恣意
流淌； 当人去楼空
后各种用电器依然
在忙碌； 当遍地都
是各种报刊、纸张、
小广告； 当各种一
次性筷子、 纸碗成
了越来越多人的最
爱； 当各种依然具
备实用价值的物品
被它的主人无情的
抛弃； 当各种铺张
浪费成了大家习以
为常的现象， 你是
否也曾心疼过？ 反
思过？

也许你觉得
在物质生活极为丰
富的今天， 吃剩点
饭，喝剩点汤，多用
点水，浪费点电，生
活用品淘汰速度变
快点，没多大关系。 平常的日子依旧，这不过
是现代生活的另一种需求。

丰富的物质文明方便了你的生活，提高
了你的生活质量，帮助你迅速适应快节奏的
生活，最重要的是让你获得了快乐。 但你可
曾想过：多少社会劳动在你稍不注意的举手
投足间化为泡影；资源匮乏，经济发展滞后
的地区，多少人在饿着肚子，没有衣服鞋子
穿，没有电照明，没有纸张写字，没有生活用
水，甚至连饮水都成问题。 可曾想过：这些日
常的小事，久而久之，会成为你生活习惯的
一大部分，潜移默化中影响你的行为，你的
生活方式。

快乐的形式多种多样，若只是一味追求
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仅仅把快乐建立在一
顿顿丰盛美餐、一件件昂贵的衣服、一堆堆

华而不实的奢侈品上，那这样的快乐未免太
庸俗，太肤浅了。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穿着朴
素，饮食简单清淡，不爱逛街，不当购物狂，
用最耐用的学习、生活用品，破旧了仍然舍
不得扔，节约每一分钱，每一度电，每一张
纸，每一滴水。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生活

太清贫乐。 然而，他们脸上时刻洋溢着的笑
容却是最暖心，最能感染人的，因为那样的
笑容是以勤俭的美德为基调的！

曾经我也是那样一个“以物喜以己悲”，
将快乐建立在各种物质满足之上的“意气青
年”。 然而当我第一次参加支教活动，第一次
走入云南怒江泸水鲁掌完小，第一次以老师
的身份在那的一所福利院教书，第一次走过
崎岖的山路去学生家家访，第一次对着深深
的山谷呼喊、对着碧蓝的怒江沉思，我深深
地意识到了： 浪费是种多么可耻的行为，而
勤俭又是多么可贵的品德！

七堇年在《被窝是青春的坟墓》中说“要
有最朴素的生活，与最遥远的梦想。 即使明
日天寒地冻，路远马亡。 ”在怒江支教的日
子，每天除了完成多项的教学任务，还要保

质保量地发图文并茂的微博， 写支教日记。
我们和当地的大多数寄宿学生一块吃学校
炊事员做的大锅饭，还得准时去吃，否则去
晚了也就只剩残羹冷炙了。

孩子们生活在大山里，大冬天的有人还
穿着拖鞋， 有的也穿着不和尺寸的小衬衣，

他们小小的手上满
是皲裂， 却依然拿
着一根细细的铅笔
芯写字……小小年
纪的他们异常地懂
事， 回家后帮家里
干各种家务活农
活。 勤俭得让人心
疼， 过着最最艰苦
最最朴素的生活，
心中却有着各种各
样伟大却很遥远的
梦想。 有人想当医
生， 有人想当主持
人， 有人想当科学
家，有人想当明星，
还有人想当总统。

当粗枝大叶的
我， 不小心遗失了
队旗， 大伙儿急的
像热锅上的蚂蚁

时，有个衣衫褴褛、鞋上带泥的叔叔追上了
我们，喘着气说了句：“姑娘，昨天你们经过
这儿时落下的‘白布’”，之后便匆匆离去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暖暖的感动。

远离了大城市的各种喧嚣，我们和孩子
们一起上课，做游戏，打球，唱傈僳歌，过集
体生日。 晚上借个音响，借些碟子，放着不知
名的傈僳歌，和福利院的老人孩子炊事员一
起手牵手围成圈儿，喝着节拍，尽情地跳舞，
累并快乐着。 头顶是一片耀眼的星光。 每个
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最最甜美的笑容，那是将
快乐建立在铺张浪费的人脸上所没有的灿
烂。

“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从一点一滴的
小事做起， 从一个个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开
始，用心去发现勤俭之美，寻找勤俭之乐！

老子把”俭“誉为人间三宝之一，提出：俭，故
能广”。 节约是中华传统美德之一，节俭是中国人
最引以自豪的美德之一。 古有朱元璋给皇后过生
日时，只用红萝卜、韭菜、青菜两碗，小葱豆腐汤，
宴请众官员；今有周恩来总理一贯倡导勤俭建国、
艰苦奋斗，要求 "“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
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
风”。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经常说的一句英国谚
语是“节约便士，英镑自来”。很多人认为仅仅节约
一颗针一根线没有什么作用，但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 一点点的节约，每个人只要付出一点点，那么
积累起来则是一大笔财富， 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财富，更是对后代节俭美德培养的精神财富。

商人王永庆，从一个米店的小学徒，到身价上
百亿的大富翁， 在 5.12 大地震中为大陆捐献 1 亿
元善款 ，但他在日常生活中非常节俭，人们常常
可以看见他穿着补丁的旧西装， 很多人不解地问
他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 他说，“有钱并不代表
浪费，勤俭节约依然值得奉行。 ”

那么，节俭是否只是一种类似于“抠门、小气、
吝啬”的行为？ 现在的我们，时常都抱着这样的心
态：出门吃饭点菜一定要“多多益善”，无论来者有
多少，剩下的饭菜打包就会被耻笑；出门路程超过

一公里就要开车或者打车， 挤公交被认为是一种
很可笑的事情；无论多晚家中处处亮灯，而且不愿
意使用节能灯， 使用节能灯被看作是一种很煞风
景的事情..。 因为怀着这样的心态，现在的许多人
都“以舒适享受为荣，以节俭奋斗为耻”。

不用说其他地方，就说我们身边，食堂里面每
天倒出的剩菜一个桶都装不完； 每天早上同学们
吃早餐剩下的一次性饭盒、塑料袋、吸管，处处可
见；楼道、宿舍许多根本不需要的灯光亮彻天明；
过期海报如废纸般满地飞舞。 我们的身边都充斥
着浪费，扪心自问是否曾经也浪费过水，电，纸张？

古语云：“成由勤俭败由奢”，千百年来，老祖
宗为我们树立节约的美好形象， 却在那些喜欢铺
张浪费的人手中败落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上至政府官员，下
至平头百姓， 点点浪费不仅仅消耗的是我们这个
越来越虚弱的地球， 同时也为后代造成了十分恶
劣的影响。多年以后，我们又该怎样去教育自己的
孩子何谓节俭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每个人节约一点，那么
节约之风将遍布校园；每个人浪费一点，那么浪费
之风也会如旋风一般在校园中风行。 不要等待别
人先行动，让节俭变成一种本能，让节约之风吹遍
每个角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012级护理班 2班 刘高

2011级中医 1班 钟新敏

我遇见
风中的往事
撑一盏飘逸的桅灯
持一把厚重的紫砂壶
端坐在搅动阁楼倒影的乌蓬船头
任由婉约的笛声柔韧地推送着桨橹
清澈见底的涓涓流水
默默传颂那罐纤纤玉手
蒙过红布的古越老酒
翩然而至的细雨
那满天飞舞的晶莹泪滴
让一望无际的湖面
变成思念疯长的秧田
没有雷声的闪电
驱使我期盼的目光跃上
温暖的拱桥
眺望
四方塔下长长的巷
油纸伞下淡淡的香
眺望
桃花般红晕
深潭样凝眸

（作于上海川南镇，2013年 2月 12日）

我听到
四面的楚歌
涌向云中飘摇的参天古树
号角声震碎的枯黄落叶
刻满了大宋 1276 年的悲哀
来自北方的那匹壮硕战马
穿透烟尘的嘶鸣
写满了绵延的烽火与苍凉
来自南方的那支草原利剑
呼啸地刺中你的胸膛
殷红的血
顺着指缝流过颤抖的缰绳
在路旁的池塘里
绽放成一朵朵飞逝的荷花
你的手紧握那把已卷刃
却依旧闪烁寒光的长刀
你坚强镇定的微笑
坦然守护着身后
江水般碧浪滚滚的万顷良田
芦苇荡中振翅欲飞的大雁
婀娜的采莲女唱晚的渔舟
士大夫和黎民从汴京到临安的千秋画卷
虽然
没有白纸和黄昏
没有残碑和荒冢
没有松江府迟到的挽联
但
你的忠勇的目光浩然身影
似万丈高山矗立在七百年后
我的脑海

（作于上海虹口公园，2013年 2月 18日）

梦你，江南（一） 梦你，江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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