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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躺平
有时则不
魏晋南北朝
说起躺平的鼻祖，那非竹林七贤
莫属。在魏晋时期，他们可是著名的
偶像天团。这个偶像天团总共有七个
人，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
伶、王戎及阮咸，其中站在 C 位（中心
位置）的是嵇康，所以这个偶像天团还
可以叫“嵇康和他的朋友们”。
魏晋时期是典型的乱世，朝堂之
上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引起一阵腥
风血雨，所以很多从前想走仕途实现
人生抱负的年轻人就丧失了对工作的
热情，从而选择了躺平。比如竹林七
贤的 C 位嵇康，他刚入职的时候，那可
真是春风得意。那时的嵇康才华样貌
都十分出众，还迎娶了魏武帝曹操的
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拜官郎中，授中
散大夫，当时世称“嵇中散”。后来，司
马氏掌权了，嵇康坚决不做司马氏的
臣子，
于是选择了躺平，
坚决不出仕。

唐代
关于“躺平”这个话题，孔老夫子
曾经非常认真地进行过讨论，并把这
讨论的结果记在了《论语注疏·述而》
中：
“ 子曰：
‘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
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
我如浮云。’”孔老夫子认为：生活嘛，
无非就是吃饭、喝水、睡觉，当然也不
用吃得太奢侈，粗茶淡饭即可。至于
睡觉，哪里都能睡，枕着手臂睡就行。
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富贵，对于
我们来说，
都是浮云。
这段话很好地安慰了那些仕途不
顺的文人们。毕竟文人们大多数都是
经历了寒窗苦读，但并不是每一个文
人都能获得赏识与重视，所以在怀才
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日子里，文人们只
有躺平才能疏解内心的苦闷。不过，
躺平其实也是在等待“雄起”，它们并
不矛盾，
唐代的大诗人王维就是典型。
王维其实与嵇康很像，都属于少
年得志。他出身于河东王氏，有大家
族背景，在他还没有踏入仕途之时，王
维就已经成为了文艺界的偶像。他不

明代
作为一个躺平者，袁宏道是最有
个性的一位，就连文学主张都是“独抒
性灵”。这种人的躺平生活，自然也是
非常独特。他不像竹林七贤避世式的
躺平，也不像王维在躺平中等待机遇，
袁宏道是有选择的叛逆式躺平。
袁宏道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期
是个富家子弟。在他 16 岁那年，就已
经在城南组织了一个文学社，他给自
己封了个社长的头衔。这个文学社，
除了攻读八股制义以外，还会研讨诗
歌古文。很快，袁宏道这位社长就出
圈了，文学社 30 岁以下的社员，都将
袁宏道尊为老师，居然还没有人敢冒
犯他。袁宏道很厉害，21 岁就中了举

最近网络上流行起了一个叫“躺平”的新词，大概意思是指现在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在职场上打拼数年后，深感心累，不再有刚入职时那样的工作热情。于是
他们选择了随遇而安，
降低生活欲望，
按自己的想法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过，
这个说法在网上引起了热议，有人认为年轻人应该努力奋斗，也有人认为活出自
我才是真理。其实，
“躺平”这个概念自古以来就有，才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呢！想
“躺平”，
还是得先去找古人
“抄作业”。

竹林七贤引领躺平潮流
一个人干躺着岂不是有点无
聊？嵇康躺平了几天后，找到了竹林
七贤里的老大哥山涛，他先是聊了下
自己躺平的人生态度，随后就开始哭
诉躺平后的孤苦。山涛当时大腿一
拍：
“老弟啊，一个人躺平是躺，一群人
躺平也是躺！”山涛让嵇康先和阮籍一
起躺，过了些日子，山涛又把向秀介绍
给了他们。渐渐地，躺平的队伍日益
壮大，
乃至一起躺的人增加到了七人。
这七个选择一起躺平的人，好歹
都是有身价的，个个都拥有顶级流量，
并且他们的流量热度一直都没降低。
到了唐代，有个名叫孙位的大画家还
专门给他们画了一个海报，名为《高逸
图》，
又被称作《竹林七贤图》。
就算是躺平，也得有个活动地点
啊，竹林七贤最后选择了去嵇康在山
阳寓所附近的竹林里躺平。既然已经

成团躺平了，也该有“躺平服”，于是竹
林七贤就穿上了宽袖大袍，每天在竹
林里开沙龙，钻研老庄玄学，饮酒作
乐，放荡不羁。拥有顶级流量的偶像
天团自然是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因为
他们的躺平生活太逍遥自在，太有范，
后人便给他们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
叫“魏晋风度”。
偶像的力量就是那么大，竹林七
贤的躺平生活很快就引起了当时文人
雅士们的效仿，于是各种奇葩的躺平
方式都上线了。这些文人们也是每天
开沙龙，并且还围绕某个话题进行清
谈辩论，饮酒作乐，开心得不行。无奈
“饭圈文化”过于混乱，有些文人躺平
方式就有点消极了，比如在家裸奔、炼
丹服药，
故意长期不洗澡……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们大多数选
择了躺平，听起来是真的逍遥自在，那

么请看一下他们对外宣称躺平后的成
果吧。老大哥山涛在书法上颇有造
诣，
《淳化阁帖》收录有其书法作品《侍
中帖》八行法帖，单是文集就写了十
卷，其中有五卷被录入了《全晋文》；
嵇
康的作品有《琴赋》
《声无哀乐论》
《难
自然好学论》
《养生论》
《与山巨源绝交
书》
《赠秀才入军诗》；阮咸精通音律，
制作了一个乐器，而这个乐器以他的
名字命名；
刘伶喜欢喝酒，写了传世作
品《酒德颂》；
向秀写了《思旧赋》；
阮籍
拥有传世作品《大人先生传》，单是《咏
怀诗》就写了 82 首，还有著作《达庄
论》
《为郑冲劝晋王笺》等。
是不是像极了告诉你从不学习，
最后却考了高分的学霸？竹林七贤看
上去是避世躺平，实际上根本没有放
弃对自己人生的追求，在乱世的挣扎
中，
依然坚强地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就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随后，王维
深爱的妻子难产离世，他们的孩子也
没有保住。
一系列的打击，彻底把王维这个
原本满腔热情的年轻人打懵了。四年
后，王维就辞职前往长安，开始了他的
躺平生活。王维毕竟是个文艺青年，
在躺平的日子里，他遵循了自己内心
想要的生活：弹琴、赋诗、作画，并且在
这段时间里，王维还认识了另一个郁
郁不得志的诗人孟浩然。
还是那句老话：
一个人躺也是躺，
一群人躺也是躺。大才子之间都是惺
惺相惜的，王维见孟浩然这位老哥混
得如此潦倒，就给孟浩然写了首诗，劝
孟浩然与他一起躺平：
“ 杜门不复出，
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
庐。”就这样，孟浩然成为了王维的“最
佳躺友”。
只不过，王维这个人对生活与工
作永远充满了期待，他的躺平只是在
等待“雄起”，他认为自己终有一天，可
以再次回到大唐的政治中心。在躺平

了九年后，贤相张九龄上台，于是 35
岁的王维开始给张九龄写信自荐。在
王维的不断努力下，张九龄终于将他
召回朝廷，
授予重要官职。
王维运气不太好，张九龄上台没
多久，就被奸人李林甫赶下了台，他再
次跌入了事业的低谷。那能怎么办？
继续躺平呗！不过，这大半生的经历
也让王维悟出了一些有关于躺平的真
理，既然又躺平了，那就选择优雅地躺
平，于是王维又经营起了他的“辋川别
业”。再往后，王维的人生依旧是跌宕
起伏，还很不幸地成为了安禄山的战
俘。安史之乱平定后，王维用自己的
大智慧为自己和弟弟解了困境，之后
继续躺平，但他还是遵循着自己的“躺
平原则”：没机会就躺下，有机会就爬
起来。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这句
诗很好地诠释了王维躺平时的心理活
动。王维的躺平，是积极的，他一直抱
有对未来的期待。他“雄起”时拼尽全
力，
躺平时也没有放弃过人生。

才被选为了吴县的县令。走马上任
后，袁宏道不再躺平了，而是选择了当
个好官。他判案果断，对老百姓也很
照顾，在当地颇受拥戴。然而这也招
致了当道者的不满，加上这工作量实
在是太大了，事情又多又杂，袁宏道想
清闲一会儿都难，这可是压抑了他的
个性。第二年，
袁宏道就辞职不干了。
这下子算是彻底躺平了。躺平后
的袁宏道并不觉得孤苦，他选择了继
续搞文化工作。除此之外，他还培养
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插花。毕竟是富
家子弟，又读过许多诗书，袁宏道的审
美非常独特，无论是在选择花材，还是
选择插花的器具，他都很有自己独特

的审美。后来，袁宏道还把自己插花
的经验写成了一本书《瓶史》，在躺平
期间把插花这件事做到了极致。
袁宏道叛逆式的躺平是发自他的
内心，正如他的文学主张“独抒性灵”
一样，强调的是个性。他的躺平是有
选择的，他选择了在仕途上躺平，却没
有对人生选择躺平。
看到没？发现真相了吧？古代的
这些名人看似是选择了躺平，实际上
他们并非无所事事，也没有表面上那
么“丧”。古人所谓的躺平，其实很高
级，躺平是他们对坎坷人生的调侃与
慰藉，却并没有真正地成为他们的全
部人生。
金陵小岱

王维，
躺平是为了
“雄起”
仅能写一首好诗，还工于书画，更难能
可贵的是，他还有音乐天赋，所以王维
十 五 岁 那 年 ，就 已 经 成 为 了 超 级 偶
像。然而很不幸，这位超级偶像的初
次科举就落第了，落榜的原因并不是
他的才学不够，而是朝廷在对王氏一
族进行打压。大概王维还没有怎么难
过，就满血复活了，因为到了第二年，
他就中了进士。
此时的王维与所有刚刚拿到 offer
（录用通知）的大学毕业生一样，简直
是满腔热情，准备大干一场，那种自
信，仿佛整个宇宙与苍穹都是他的。
期待有多大，被现实打脸就有多疼。
王维就任后，他的官职是太乐丞，专门
负责音乐、舞蹈等教习，以供朝廷祭祀
宴享之用。原本王维对这个官职就已
经很失望了，万万没想到现实打脸的
速度来得是那么快。没过几个月，王
维的下属就闹了个幺蛾子：私底下偷
偷舞黄狮子。黄狮子舞是皇帝的专供
娱乐，伶人私自舞黄狮子就是大不敬，
作为伶人的领导，王维也有责任，于是

袁宏道，
叛逆的
“躺平者”
人，然而没有落榜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他在赴京会试的时候，
名落孙山。
这袁宏道一伤心，他的大哥袁宗
道就把他带入了躺平的世界，让他在
禅宗中寻找精神寄托。又过了些日
子，躺平中的袁宏道以禅释儒，还把自
己的心得写成了《金屑》。
躺平归躺平，
袁宏道没忘记学习，
到了 24 岁那年，他总算中了进士。此
时的他心情大好，毕竟了却了多年的
心愿嘛。于是开始四处旅游，与此同
时 ，发 起 了 改 变 诗 文 创 作 之 风 的 运
动。在躺平期间，袁宏道游山玩水，到
处搞文化工作，他压根就忘了自己还
没被选官。一直到了三年后，袁宏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