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A14

2019 年 11 月 1 日 星期五

心上的一盏暖灯

艺术

——读敕勒川诗集《细微的热爱》
敕勒川，原名王建军，内蒙古人， 者、见证者总会有怀想和感
著名诗人，出版诗集《风提着一朵花
念。我想，对于写作者而言，很
走了》
《纸上的大风》等。2012 年作家
多时候不是我们刻意地去寻找素
出版社出版他的诗集《细微的热爱》
材，而是素材在逼着我们去完成本该
在我案头已 7 年有余，常读常新，那
留存的事物，使命使然啊！敕勒川兴
绿、紫各占一半的淡雅封面，犹如春
许与我同感，遂留下诗歌《铁匠铺》：
天里醉人的绿和姹紫嫣红的花儿，主 “……/我曾经多么讨厌那叮叮当当
宰着内蒙古大草原。
的声音，可是现在/我日益怀念起那
《细微的热爱》是一部充满真诚、 实实在在的敲打，怀念/那一块在铁
真情与真爱的诗集。纵观我国诗歌
砧上通红透亮的铁——/几十年过去
史，我认为好的诗歌起码让读者能够
了，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心/一直在
读得懂、比喻贴近生活、读后给人以
那个铁砧上跳动，挣扎，把疼痛坚持
想象的空间和心灵的润泽，情真意
成闪电。”从过去的厌倦，到如今的怀
切、没有无病呻吟。最早接触敕勒川
念，这也是中年之后的恋旧情结吧？
的诗是《母亲的盐》，这是一首写母爱
人性概莫如此，读来直达心底的震撼
的诗，食无盐而寡淡，久无盐而乏力， 和共鸣，这就是文学的魅力、诗歌的
人与盐是不能分离的，诗人由盐起
高贵之处。
笔，写到了厨房里忙碌的母亲，盐是
语言干净、质朴和独特是这部诗
母爱，母爱是盐，在岁月的风雨里，母
集的另一个特点。记得读完这部诗
爱早已植入我们的骨髓，不离不弃。 集的时候，我用红色水笔恭恭敬敬在
“朴素，沉默，总是躲在家里最不起眼
诗集的扉页写了四个大字：
“ 洁净之
的角落/被生活的烟火一再锤炼/让
诗”，在当下诗歌乱象丛生的状况下，
一棵白菜脱胎换骨/让一枚土豆意味
能够如敕勒川这样的坚守写诗可以
深长……”
“ 多少年了，我一直分不
说不是太多了，晦涩诗、下半身诗、口
清，到底是一粒盐/在母亲的手掌上
语诗几乎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好在
跳动、闪烁/还是母亲在一粒盐中蹒
读者有拒绝阅读的权力。诗集《细微
跚、劳作……”正是这首诗打动了我， 的热爱》里，语言的洁净俯拾皆是，比
使我成了敕勒川诗歌的忠实读者。
如：
“ 我用一生，终于把身体里的黑
诗歌跟所有文学种类一样，既来
暗/走完了”
（《一根白发》）、
“ 我也是
源于实实在在的本真生活，又高于生
一个稻草人啊，几十年了/我无可奈
活，使人在精神层面给予灵魂润泽和
何地看着自己，被生活的大雪/一点
抚慰。整部诗集生活气息浓厚，诗的
点 ，掩 埋 ……”
（《披 着 雪 花 的 稻 草
意象既丰富多彩，又普通、平常、接地
人》）、
“ 一条河，被三匹马叼着/消失
气，读来亲切、自然、怡人。如白发、 在暮色里”
（《三匹马在河边饮水》）、
镜子、老照片、喝茶、铁匠铺……这也 “有些光芒，离近了就看不见/有些
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诗人敕勒川不是
爱，
永远无法抵达”
（
《月光》
）……
坐在有限的空间里闭门造车，而是深
生活是多彩的，生活是美好的，
入生活、了解生活、感悟生活。如今， 生活更是诗意的。愿《细微的热爱》
社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有些行当也
是你心上的一盏温暖的灯，给你依靠
将面临着消失，作为那个年代的亲历
和信赖的港湾。

觉悟长进缘疑始
□ 周惠斌

“不疑处有疑”，是著名学者胡适
先生晚年总结治学方法时得出的一
条宝贵经验。所谓“不疑处有疑”，是
指一个人在读书或做学问，特别是研
究语言文学的时候，不宜一味迷信权
威，被书本上的内容、观点乃至结论
所桎梏，倘若发现有可疑之处，就应
该大胆予以批评，并敢于提出自己的
见解。
胡适终身将“不疑处有疑”奉为
圭皋，身体力行，卓有成绩。他 19 岁
时读古籍《十三经注疏》，认为《尔雅》
中把“言”字作第一人称代词“我”来
解释是错误的。为此，他把《诗经》中
所有关于“言”字的句式，整理、罗列
在一起，然后比较、印证它们在不同
语句中的用法，最后根据自己的严谨
分析、归纳，写出了《<诗经>三百篇
“言”字解》的论文，说明“言”是个连
接词，相当于古文中的“而”字，如“醉
言归”即“醉而归”。这里，
“不疑处有
疑”帮助胡适完成了“言”字的比较研
究课题，从而纠正了过去书本上的错
误论断。显然，胡适彼时能够写出言
之凿凿的精妙之文，与他在阅读过程
中秉持的质疑精神是不可分割的。
“不疑处有疑”其实也适用于寻
常日子的阅读和写作，对于提高阅读
成效，提升写作水平，有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阅读和写作历来是一个统一

蓝瑛的绘画语言
□ 包光潜

□ 张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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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阅读中需要“不疑处有疑”，写作
中也应该提倡“不疑处有疑”的态度
和方法。惟如此，我们在“读”而优则
“写”的淬炼中，方可避免不该出现的
瑕疵和错误，不致贻笑大方。
文坛上曾流传着这样一则佳
话：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荷塘月色》
发表后，有一位读者对文中写到夜
晚能听到蝉声这个细节表示异议。
后来，朱自清便带着这个问题请教
昆虫学家，结果并未得到肯定的答
复。于是，他经常在夏夜散步，最后
终于验证了夜蝉确实会鸣叫。据
此，朱自清写了一篇《关于“月夜蝉
声”
》的文章，记述了这件事的全过
程。这个故事说明：文章中运用的
材料，即便是细节，同样需要“不疑
处有疑”的探索精神。只有通过亲
自观察，认真核实，掌握了第一手素
材，才能确保文章的质量。
明代学者陈献章曾说：
“ 学贵有
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
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质疑问难在阅读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它可以使我们的思维始终处于活跃
的敏感状态，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作品
的理解，而且在理解的基础上或会有
新的发现和领会。那么举一反三，由
此及彼，如果我们能够把在阅读中所
得到的收获，再延伸至写作过程中，
则裨益无穷。

欣赏明代画
刚。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家蓝瑛的绘画作品
栩栩如生的蜡嘴鸟安详无
是从《白云红树图》开
虞；秋菊和拒霜相映生辉，
始的。后来接触多了，便懂
令画面赋有秋天的意象。
得了他的绘画心理和语言。
紧 接 着 ，我 便 仔 细 观
他号称东郭老农，所居题为
赏。湖石虽非玲珑，
却也漏
“城曲茅堂”，从中可以看出
透。透过岩罅，
婀娜多姿的
他的布衣情结。他追求浪漫
竹影，摇曳生风，与岩石上
和散淡的生活方式，却不放
下的箬竹之叶，虚实相应，
浪形骸，难能可贵。他的绘
映衬了画面主体。木芙蓉
画作品也是中规中矩的。蓝
叶片安然，花朵硕大，顶端
瑛除了画画，便是漫游大好
仍有未绽之蕾，
恰恰符合花
河山，积累素材，涵养性情。
朵盛开由低而高的次序。
按照今天的话来说，不是呆
被沿江地区称之为梅花雀
在画室，
就是行走在路上。
的蜡嘴鸟，
悠然自得地落脚
蓝氏家学丰厚，家教甚
于木芙蓉反向弯曲之处，
仿
好。继承蓝瑛绘画禀赋和
佛它才是平衡画面的那个
衣 钵 的 子 孙 众 多 ，譬 如 蓝
拨千斤的四两功臣。它收
孟、蓝深、蓝涛等；外姓弟子
拢翅膀，身心愉悦，瞩目前
也不在少数，譬如刘度、王
方的天空，秋高气爽，艳阳
奂等，都有不俗之成就；受
普照，
一望无际的波涛闪耀
其绘画理念影响的就更多
着秋光。
了，譬如陈洪绶以及金陵八
无论是与木芙蓉根生
家等著名画家。
于一处的菊花，
还是凌空湖
立 秋 二 旬 之 后 ，见 凉 。
面、随风摇摆的菊花，它们
秋天的画题自然进入视野。
都没有被红红火火、
热热烈
最先想到的便是蓝瑛的《拒
烈的木芙蓉所淹没，
而是相
霜秋鸟图》。看到“拒霜”二
得益彰。秋阳映射，
它们异
字，
我甚是不解，
理所当然地
常耀眼，
分布在三个不同的
《拒霜秋鸟图》 明·蓝瑛
理解为“拒绝霜冻”的意思。
方 位 ，令 整 个 画 面 活 色 生
事实上，拒霜是木芙蓉的别
香。它们都被人类赋予了
称，木芙蓉确然经霜而拒，花团锦簇，花色妍
人文的精神内涵。作为“爱情花”的木芙蓉，
丽，持久绽放，至初冬而不衰。它特别宜生长
不仅热烈非凡，而且忠贞不渝，即便熬霜也不
在水畔堤岸。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 褪色。而菊花的象征意义更是耳熟能详，谁
“芙蓉宜植池岸，临水为佳。”这便是“照水芙
不会背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待到重
蓉”
的由来。
阳日，
还来就菊花”
……
蓝瑛的《拒霜秋鸟图》，构图似乎孟浪，整
生于钱塘的蓝瑛，虽经明清二朝，却不失
个画面的倾斜之势给人视觉冲击很大，令人
文人风骨。终身绘画，不二职业。也许那只
不安而担忧，视后却有恬静之美。巨大的湖
秋鸟，便是自况。自从中年自立门庭后，他博
石 横 空 夺 目 ，然 而 不 知 根 扎 在 何 处 —— 悬
览群书，采集众家，譬如取法郭熙、李唐等，悉
乎？玄乎？也许岩下湖水荡漾，水波兴起，涟
心研读黄公望，一生画风多变，但万变不离其
漪万重，而画面上却不见它们的倒影，这让人
宗。他极力推崇北宋绘画，而且深谙其道，得
多了几分疑虑。岩隙中生长的木芙蓉几乎与
其精髓。从《拒霜秋鸟图》上的题款即可窥视
巨石同步斜势，然后上挺，再反向弯曲——它
一斑：
“ 写生之法，妙理生动，唯马远笔墨兼
救活了整幅画！这叫四两拨千斤 ，以柔克
美，
是有其法，
质之鉴赏。
”

美食

品蒿知冬
□ 小甘

小城之冬似乎总在一夜之间悄悄降临，
阴冷、降雨，凛冽的风时不时就出来作怪，但
憨头憨脑的茼蒿却不怕这严寒，深绿色的一
片片，蓬蓬勃勃，甚有一种要与严冬抵抗到底
的决心。
而此时，小城的菜市场里也次第摆上了
茼蒿菜进行贩卖。你看，那茼蒿们的叶子边
缘总带着裂纹，举起一片叶子来看，大概这就
是它们的小小手掌吧，那水灵劲儿，好看极
了！
茼蒿有细叶和宽叶之分，卖菜的大婶说，
细叶的茼蒿菜味道比较香，然而，吃过几次茼
蒿菜，我倒是觉得它们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好，
清香，它与其他蔬菜不太一样，它的气味仿佛
经过了“浓缩”，生的茼蒿菜羞答答的，还把香
味因子偷偷藏在口袋里，只是一经热油锤炼，
“气场”就全开了，那香气好强烈，在厨房里炒
个茼蒿菜，
不一会儿，
满屋子都是它的味。
茼蒿，有蒿之清气、菊之甘香，个头虽小，
却名声在外。在古代，茼蒿为宫廷佳肴，曾被
称“皇帝菜”。据现代医学考证，茼蒿性味甘、
辛、平，无毒，有“安心气，养脾胃，消痰饮，利
肠胃”
之功效。
民间还流传着一道与茼蒿相关的药膳美
食：
“ 杜甫菜”。在传说中，杜甫一生流离颠
沛，他在 56 岁时抱病离开夔州，到湖北公安，

当地人民用茼蒿、菠菜、腊肉、糯米粉等做菜
给他吃调理身体，并取名曰“杜甫菜”。正如
清代成鹫所写，这茼蒿“差比菊英，宁同萧
艾。味荐盘中，香生物外。”茼蒿，老少皆宜，
很妙。
小城这边吃茼蒿，
“ 标配”是茼蒿加火锅
的组合，把茼蒿菜放在火锅汤底里烫几秒，断
生即吃，那股鲜甜多汁非常招人喜欢。茼蒿
熟了，由硬脆变得柔软，入口时候有一点缠缠
绵绵，
这是茼蒿在勾引我的味蕾啊。
在家里，一入冬，必吃火锅，茼蒿一把又
一把地往锅里放，我们都爱吃。记得茼蒿“吸
油”的功力特别厉害，有一年，父亲用一只猪
脚熬汤做火锅汤底，一顿饭吃到尾声，锅里油
汪汪一片，实在腻人得很。我和母亲忍不住
想拿汤勺过来撇油，不过父亲大手一挥，茼蒿
入锅，等我们喜滋滋地吃完茼蒿后，再一看那
锅中，早已变回清亮鲜美的汤水，不油不腻，
更添甜美味道。
天气渐冷，然而因为茼蒿上市，我依然可
以看到小城的热情。
也许，冬的本质不该是低沉的，寒冷与萧
瑟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你我更好地去珍惜一缕
温暖、一丝绿意，冬的背后永远是激励人心的
勃勃生机。在舌尖细品初冬茼蒿的滋味，我
忍不住思绪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