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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脚子”和“劳薪炊”
□ 张维明

“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 □ 李绍增读史札记

辣笔小新

编辑手记

小说世情

写给小满
□ 魏 新

唯美唯西冷 □ 许志杰

喜 欢
□ 韩浩月

他山之石

春夏之交的杭州西湖，可谓热闹非凡，
凡可去处便是人海，尤以苏堤、白堤为最，
打眼望去，游人如织，几为人堤了。我向来
没有钻人堆的勇气，到了这美丽的西子湖
畔也是欲望全没，恨不得找个地缝躲了了
事。

好在还有西冷，一个身处孤山被人海
包围了的僻静之处，一个曲径通幽，布满
中国印石文化和历史的绝佳去处。这是我
每次杭州之行必到的地方。西湖周边固然
有很多可寻的古迹和久经不息，撩人心扉
的美丽传说，却唯有西冷身在闹市而不
惊，笑看周遭百年事。一如刻在印石上的
刀痕，任凭人来人去，我自岿然不动，随
着时间的流逝越是迸发出诱人的光芒和隽
秀。

是西冷的精神招我而来。清光绪三十
年（1904年），由浙派篆刻家丁辅之、王
福庵、吴隐、叶为铭等召集同人发起筹建
西冷印社，当时拟定的宗旨是：“保存金
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真的佩服这些
老派艺术家的胆识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
们不辞劳辛抱团营造印社，推广优良传统
文化的共识和责任。“人以印集，社以地
名”，因倡建之处在西湖孤山南麓的西冷桥
边，取名西冷印社。原来我曾经认为，西冷

桥是因了西冷印社而得名，实际是恰恰相
反。印社初创时期，四位发起人与各位同仁
一起捐资“买山立社”，建设园林山色，只用
十年工夫便使印社初具规模。以其少见的
西冷精神，使之印学、治印、书画，齐头并
进，蜚声中外。在庆祝西冷印社成立十周年
的大会上，西冷印社被正式定名，并订立

《西冷印社社约》，招募社员，推举吴昌硕为
第一任社长。古有文人相轻之说，在西冷
的创立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艺术家协力
励志干大事的义举，实属难能可贵。

我是为西冷的大度和胸怀而来。西冷
虽为浙派篆刻家创立，却从未隅于浙江一
地。而是自创始之初就以开放的姿态，迎
接五湖四海的艺术家，国内诸省自不必
说，包括东邻日本、朝鲜的艺术家也是西
冷一员。尤其选任社长之职，更是广纳海
内贤才大家。在西冷印社有一处早期的建
筑物，叫做“仰贤亭”，可见初创期的西
冷就立下广纳精英，仰慕贤才的“社
心”。第一任社长是吴昌硕，而不是四位
发起人中的某一位。第二任社长是著名考
古学家、金石鉴赏家马衡，第三任社长是
著名篆刻家张宗祥，第四任社长沙孟海，
第五任社长赵朴初，第六任社长启功，第
七任社长饶宗颐。吴昌硕祖籍虽是浙江安

吉，却寓居上海多年，其创作事业多在上
海。马衡和沙孟海原籍都是浙江鄞县，前
者长期在北京供事，曾任北京大学国学门
考古研究所主任等职，后者只有在1949年
之后才回到家乡任职，为浙江美术学院教
授。其后几任社长赵朴初、启功、饶宗颐
则完全与浙江无地缘和血缘之关联。可见
西冷非浙江之西冷，乃是全国印界、艺术
界之西冷，如此大度与胸怀，以及海纳百
川延揽天下英才的远见卓识，为今天西冷
“天下第一名社”的地位打下精良基础。

唯美唯静唯西冷。流连于西冷园林秀
石之间，只要你静下心来，真的能够嗅到这
座百年名社一种沁人心脾的味道。它不是
甜酸苦辣咸，也不是让你欲罢不能的茶味
酒香，而是散发着浓郁金石之气的厚重和
悠长之余味。我喜欢金石二字之美。无论于
丁敬、邓石如像前，还是静坐石交亭，或是
轻轻走过小龙泓洞，那种精诚所至之顿悟、
金石为开之豁达，油然而生。位于西冷最高
处的汉三老石室因放置“汉三老碑”而名，
这里有一段故事。相传，清咸丰年间，浙江
余姚客星山下一村民到山上取土，挖出此
碑，遂运回村里以作垒砌墓壁之用。在清理
过程中发现有文字刻于石上，立即通知余
姚富绅、金石癖熊清泉前来辨识。熊氏断定

这是一块非同一般的石碑，运至家中修竹
亭立碑。后经考证，此碑立于汉光武帝时
代，记录了一位名通的汉代地方官祖孙三
代的名字和祖、父辈逝世的日期，鉴定为东
汉建武年间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故称

“三老碑”。该碑字体介于篆隶之间，笔画遒
劲有力，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碑刻制度、墓志
起源，汉字沿革，都有重大意义。消息不胫
而走，各路名家纷纷观摩题字，从而有了

“两浙第一碑”“东汉第一碑”之说。后来此
碑流入上海古董市场，并有日本古董商欲
出高价收之运往东瀛。消息传到西冷印社，
丁辅之等人发出：“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
共守之”，呼吁浙人出钱筹资，买回三老碑。
广大浙人浙商纷纷响应，解囊相助，募得
8000大洋，赎回三老碑，余款筑室庋藏。
1922年7月石室落成，三老碑归藏西冷印
社，成为镇社之宝。社长吴昌硕作记简述此
事来龙去脉，也为西冷印社成立20周年献
上厚礼。

浙江人精明、实干，无论学问、实业皆
不乏成就卓著者。而西冷印社的创设和三
老碑的保护，则彰显浙江人豪气、情怀和
爱国爱乡的大格局。或许，这才是我作为
一个匆匆看客，倍加厚爱西冷印社的心底
原由。

据《资治通鉴》载，汉宣帝地节四年（公
元前66年），西汉王朝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
的大案———“霍氏灭门案”：几朝重臣霍光
逝世3年后，也就是地节四年的七月，其夫
人、儿子、女儿、侄孙等一家老小以及有牵
连的家庭、人员，甚至为霍家服务的下人全
部被绑缚街口斩首。

大案血光飞溅，株连甚广（《汉书》作数
千家），激起朝野一片哗然。有惋惜的，如班
固曰：“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
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宗族诛夷。哀
哉！”有嫉恨的，如茂陵徐福曰：“夫奢则不
逊，不亡何待。”当然，也有许多政治家、史
学家、哲学家从资政的角度审视这个事件，
此尤属司马光，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以独特
的视觉，在对霍光大加点赞(“霍光之辅汉
室，可谓忠矣。”)和对其灭门内在因素分析
之后，笔锋一转，指出：产生霍氏灭门大案，

“岂徒霍氏自祸哉，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
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宣帝登

基即位时，依照祖制，前往高祖（刘邦)祭庙
（高庙）进谒，时任大司马、大将军的霍光
“骖乘”（陪同乘车）。此时的霍光以辅昭拥
宣自居，经常傲慢无礼。宣帝虽为至高无上
的皇帝，但仍觉得“内严惮之，若有芒在
背”。后改为车骑将军张世安陪同前往，
才感觉“从容肆体”。通过这件事，宣帝
已经感受和察觉到霍光的傲慢无礼，然
而，他不但没有对其及时提醒，促其检点
举止，而且为了报答霍光拥立自己为皇帝
的恩德，一味强化霍光的身份和地位。拜
谒高庙结束后，宣帝下诏：“大将军光益
封万七千户，与故所食，凡二万户。”并
下令：以后国家大事都要先经过霍光裁
决，再转报皇帝。他这种回避和默认的态
度，更使霍光有恃无恐。

霍光及其家族的“奢则不逊”，引起
朝野上下的妒忌和愤懑。徐福就说：“霍氏
必亡。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
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的
人都愤恨他，自己又不走正道，他不灭亡
谁灭亡？群臣对霍氏的嫉恨，宣帝也有耳
闻，他非但不去礼贤下士听取意见，探讨
抑制之计，反而对霍家一班人马加官进
爵。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宣帝
还下诏封霍光小女霍成君为皇后。霍光及
其夫人霍显对皇后名分觊觎已久，曾经费
尽心机，这下圆了天愿，不可一世的心态
尤为甚嚣尘上。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去
世。宣帝下诏，任命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右
将军，霍家许多人一并得到擢升。面对霍
氏家族权力的不断膨胀，朝野许多人由嫉
恨变为担忧，忧心江山动摇，忧心霍氏飞

祸。如山阳郡（今山东省金乡县）郡长张敞，
就给宣帝上“亲启密奏”，在列举了一些有
功国家而又危害国家的历史人物后，指出：

“陛下褒奖宠爱故的最高统帅，以回报他对
皇家的贡献，足矣。如果专权太久，权势太
盛，必然君臣难分。请求解除霍氏三位侯爵

（霍禹、霍山——— 霍光侄孙、霍云——— 霍山
弟）的政府职务，各以侯爷的身份回归家
园。”宰相魏相也劝谏宣帝，提醒他对霍氏
早加约束，既可巩固万世基业，又可保全功
臣后代。徐福更是连上三书，直言不讳地疾
呼：“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更应该及
时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对这
些忠谏，宣帝只一句“知道了”了事，放任霍
氏家族权欲泛滥，阴谋篡位，致使霍氏老小
头断长安街头。

早有“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哪有今
日血光飞溅之惨祸！

小满：
还好？
城市里，看不见农田，也难

发现你。所有节气，多半来自朋
友圈的互相提示。对生活在城市
里的人来说，你和别的节气几乎
没什么两样，已被遗忘在高架桥
和银行卡里。

你悄悄让姑娘轻解罗裳，扎
啤销量高涨，却并不能增加注视
你的目光。

你来的这一天，依然是个寻
常的日子，与别的日子无二，与
别的节气无二。节气不是节日，
更不是法定节假日。没人因你
而包饺子，吃月饼，裹粽子，
也没人借你来思念父母，表白
情人，致敬老师，你甚至连
“双11”“520”都不如，很少
有人惦记你。再精刁的商家，
亦不用你去制造噱头，弄什么
满十赠一，满百赠十之类的促
销活动，即便你的名字还占了
个“满”字。

这未必是什么坏事，至少避
开了喧闹。节日越来越多，节气
只有你们两打，时间也规律，从
不紊乱，为一年四季打着拍子，
啪啪，啪啪，让时光从你们的指
缝中随风而逝。

在田野里的日子，小满，你
会怀念吗？那时你是喜悦的。耕
作的人们看着“小得盈满”的
作物，心中的喜悦也是“小得
盈满”的。或有一些担忧，因
为旱涝，担忧也是喜悦的，充
满憧憬的喜悦。庄稼也和人一
样喜悦，穗未满，精神却饱
满，带着股向上的劲儿，像欧
阳修写的“最爱垄头麦，迎风
笑落红”，春花秋月，不是百
姓关心的事，你这股劲儿，正
是百姓生活的劲儿。

小满，你不像立春或春
分，是被风吹来的；也不像立秋
或霜降，从空中落下，你是从土
地中挺拔出的。你如此恰到好
处，小麦的青春比春还青，齐刷
刷站着，在风中风华正茂，像操
场上做广播体操的同学少年，自
信而不自满，尚未曾低头。

你知道，美好来自于节制。
“满则溢，盈则亏”，大多数人
做不到你这一点，尤其是人到中
年，从眼睛耳朵到肚子都是满
的。所谓的经验，让他们脑满肠
肥，浑身涂着一层手机贴膜般的
油腻。我曾担心自己会成为这样
的中年人，还好暂时还没有，尽
管爱吃羊脑和肥肠。不过，那些
正逢小满的人看来，我大概亦如
此了。

谢谢你，小满。你带来了那
么多新鲜的蔬果。最早一茬桃已

摘下来了，像脸颊生得毛绒绒
的；杏正是好时候，如眼睛睁得
大大的；樱桃也熟了，似嘴巴抿
得小小的。青菜的品种尤其丰
富，价格也便宜。逛菜市场，可
赏心悦目。可惜城市里的菜市场
越来越少了，超市里也卖菜，感
觉却差得远。我最近住得离城
远，正好逛济南农村的大集。离
得近的，崮山这边大集多，逢
一、六，新镇有集；逢三、八，
大崮山有集；逢五、十，大刘庄
有集。远一点，逢四、九，炒米
店、平安镇和张夏都有集。逛集
的时候会想，什么淘宝、京东，
都取代不了这种古老的交易形
式。集市是有生命力的，在集市
上做买卖的，讨价还价的，都是
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电脑或手
机，能看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因
此，他们买卖的蔬果，才会有酸
甜苦辣。

小满，据说你来时，苦菜最
好。昨日专门到集上去找，没看
到。多吃点苦，对身体有益，因
为五味中，人吃的苦最少。吃苦
对精神上的好处就更多了，过去
的人，都特别能吃苦，如今苦没
了，只剩下特别能吃。

不过还好，昨日在集上，发
现有特别嫩的莴苣，一块钱一
根，回来洗净，去皮，切丝，撒
糖和盐少许，浇蒜汁，拌出来清
脆可口，尤适合下酒。

其实，农村远比城市宜居，
至少吃得好，食物和空气都新
鲜，山和水也滋润。生活在城市
里的人，有喘口气的时间，也都
扎堆去农村。前几天我去马套
村，和灵岩寺都属于万德镇，在
济南最南边的山沟里，周末来了
不少人，村里有游乐场，露营
地，比城市里的公园还热闹。我
喜欢那里的大片茶园。绿茶不逊
于日照茶和崂山茶，“小米汤，
板栗香”，山泉水泡出来，好
看，又好喝。

即便这样，大多数人还是愿
意去城市发展。到了城市，就和
你一样，少了存在感，多了乡
愁。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首诗
《每年都有人从故乡离开》，从
故乡离开的人，很难能够再回
去：挤上汽车/挤上火车/挤进城
市的公交车/一下车/就迷了路//
从故乡离开的人不再说方言/改
讲普通话/像鲁西南黄牛那样普
通/他们不再猜拳/不再酗酒不再
打架/不再骂街/顶多找个没人的
地方//哭出几句乡音……

小满，你也有故乡。
魏新

戊戌年丁巳月癸丑日

有一件事绝对不能让我那几位老朋友
知道，从去年开始，我喜欢上了一个在网上
唱歌的网红。当然，这种喜欢，是作品层面
的喜欢，与喜欢一名作家、一名画家没太大
区别。至于是否会爱屋及乌，我想，即便是，
也在情理之中。

喜欢就喜欢，大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
来，分享出来，让大家一起喜欢。话虽这么
说，但事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我的这帮老朋
友，实在是已经过了还能喜欢一位年轻的
女歌手的年龄。假若在某次饭局上，找到合
适的发言机会，把这位网红歌手推荐给他
们的话，放心好了，没一个人会接话的，除
了脸上茫然，想不出还会有其他表情。

既然如此，那就自己一个人喜欢好了。
不说名字，不推荐她的歌曲，但在地下停车
场里，停车熄火后，如果恰好她的歌没放
完，那就等着听完回家。

这位网红歌手唱歌，有什么特别的呢？
说起来也没什么值得大夸大赞的地方，我
能想到的一点是，她虽然几乎全部是翻唱
别人的歌，翻唱的技巧也不是那么娴熟，只
是她的声音与情感，仿佛能真正走进歌词
与旋律中，唱出原唱的味道，并额外赋予了
别样的诠释。

这么说不太好理解。那么通俗一点地
讲，就是说她可以戴上面具，走进别人的皮
囊，把别人的往事与故事据为己有——— 惊
悚吧？像是西方的某些恐怖电影。有时我在
车里，静静体会她演唱时的气息，以及赋予
这首歌的新元素，莫名就有些脊背发凉。

毛姆说过一句戳人心窝的话，“世界上
最大的折磨莫过于在爱的同时又带着藐
视”。人在爱的时候，通常是意识不到“藐
视”的，但“藐视”却会在走出热恋期之后，
时不时地蹿出来腐蚀爱、破坏爱。分手的人
很痛苦，却找不到原因，其实认真想想毛姆
的这句话，理解能力再高一些的话，差不多
就恍然大悟了。

相对于爱，喜欢就轻松多了。我喜欢的
网红歌手，只会山寨别人，没有原创能力，有
时因为没有征得版权人同意还遭到过投诉
下架，人红是非多，也传出过很负面的新
闻……但坦率讲，内心真的不曾对她有过藐
视，轻视也没有。这是喜欢的另一个境界，延
展开来，如果在生活里，对亲密的人，也能只
有爱没有藐视的话，这个世界会美好许多。

人在困守原地的时候，是渴望出走的，
但受现实环境与自身条件影响，人又总是
习惯性地站在自己画的牢笼中，享受安逸
与安全感。

这位歌手，她不再简单只是一个唱歌
的人，她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她通过自己的
演绎，讲了好几十个故事。而我，只是喜欢
这些故事而已。

“车脚子［ c h e (方言读平舌音 )
juezi］——— 车轱辘子。”

这是林绍志先生所著《临朐方
言》，对“车脚子”一词的解释。

把车轮子拟人化、形象化地叫做
“车脚子”，很生动、很直接地反映了
人们对车辆的深厚感情。

过去，乡村最多的车辆，是独轮小推
车。这小推车对庄户人家的生产生活那
是太重要了。从家里往地里搬运土杂肥，
从坡里往家里搬运庄稼，推土垫栏，垒房
盖屋、修桥筑路、赶集上店……甚至娶媳
妇叫闺女，都离不开它。不是连陈毅元帅
都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
小推车推出来的吗？

至上世纪50年代，农户使用的独轮
车还大多是木轮，叫“木脚车”；后来，木
轮逐渐被胶轮所取代，胶轮车就叫做“胶
脚车”。

独轮车的车闸，叫“粘脚”。你看这名
字起的，够生动贴切吧？

过去没有公路，靠独轮车搞运输，叫
做“推脚”。那推车的人，人称“推脚的”。

“推脚”途中，碰上大岭陡坡，单靠
“推脚的”一人，拼了命也是拱不上去的。
如果是团队，可以组织起来，几人一组，
一辆一辆往上拉。单独一人，就只好望坡
兴叹了。于是，就诞生了专门牵了牲口，
拉坡赚钱的生意。干这生意的，叫“拉
脚”。

老辈人拉起当年“推脚”“拉脚”的故
事来，那是一串一串的。这个，暂且不说。
就是“胶脚车”代替“木脚车”，那刚开始
时的新奇、轰动，一点也不亚于后来的拖
拉机、汽车代替独轮车。

我小时，村子里有一个姓王的长年
在外“推脚”，是大家眼里见多识广的人。
他干的，大多是给当地镇子里的供销社
运输货物，因为率先驾上了供销社的“胶
脚车”，头上就罩了层光环，明星似的。每
逢他偶尔出现在街头，就有人围着他，听
他拉驾驶“胶脚车”是如何轻便灵活，又
如何难以驾驭。那神气，和以前汽车驾驶
员在普通乘客面前讲起汽车的状况也差
不多。当然，他那头顶的光环也没有戴长
久。等“胶脚车”一普及，他就立刻“平凡”
了，就同如今小汽车走进平常百姓家，拿
驾照、开车，已经算不上什么技术特长，
只不过是谋生的一桩必备手段而已。

我家原有一辆笨重的“木脚车”，自
从上世纪60年代初生产队添置了几辆

“胶脚车”后，除了盖房子运石头一类载
重量特别大的活以外，就很少使用了。后
来，等各家各户也都置办上“胶脚车”后，

它便被彻底淘汰下岗。那硕大的车桩子
和严重磨损的“车脚子”，长期挂在栏圈
的山墙上，尘灰暴土。上世纪80年代初，
老宅拆迁，这些东西，就不知哪里去了。

听父亲说过，这辆车子是解放初期
置办的。那时，钞票在社会上的信誉度还
不够高，买这辆车子，共花费13斗大豆。
车桩子8斗，“车脚子”5斗。

车桩子的木料，一般是国槐或洋槐；
“车脚子”则必须用坚硬的软枣或柿子
木。榆木也将就。

过去，庄户人家的农具很多。犁、耙、
耩子、车子称为“四大件”，独轮车是“四
大件”里最重的一件。说起这“四大件”的
份量，只一件事便知。解放后，划阶级成
分，一个农户假如没有完整的“四大件”，
是划不成富农的。

前些日子回老家，和父亲谈论起旧
时那些老农具的下落。父亲说，一把双腿
耩子，在不用的烘烟炉里存放了好些年，
前几年30元钱卖给下乡收古董的了。至于
那“木脚车”的“车脚子”、车桩子的下落，
他也记不得了。可能是当柴火烧了吧？

那么结实、陈旧、载荷沉重、历经坎
坷、终日辛劳的木头，慢慢在灶膛炉底燃
烧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想起了“食辨劳薪”这一成语。
南朝宋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中

有一则讲到：有一次荀勖在晋武帝宴席
上食笋进饭，他对在座者说：“此是劳薪
炊也。”座中人不相信，暗中派人去问厨
师，果然是“实用故车脚”——— 即用破旧
的车轮作柴火煮的饭。荀勖把破“车脚”

的木头，称为“劳薪”，真是文雅、贴切、创
意。难怪后人常拿来入诗作文！

这则故事列在《术解》内，虽是因为
记录人惊叹荀勖嗅觉和味蕾的灵敏。同
时，也让我们知道起码在魏晋时期，车轮
子就叫做“车脚”了。那时的“车脚”读音
为何？是方言还是官话？值得专家考证。

荀勖味蕾的敏感，是不是有些夸张？
明张岱《陶庵梦忆》中有《闵老子茶》

一文，说到张岱品茶，就知道是井水还是
泉水，就能辨别茶叶的产地、是秋茶还是
春茶等，令人咋舌。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随爷爷去看望
一个老亲戚。这老头子七八十岁了，黑干
憔瘦，嗜茶如命。他原是个财主，解放后
日子已经非常困顿，喝的茶已是非常廉
价的柴棒一样的干烘，但每天都得喝。他
自己说，也有别人在旁证明：村里有3口
井，哪个井里的水，用什么木柴烧的水，
他一尝便知。当时我年纪虽小，但听了他
们的谈论，心中也暗暗称奇，所以就把这
事牢牢记下了。

因此，我对荀勖、张岱的所言深信不
疑。

只是，这类人物当今恐怕很难见到
了。试想一下，一个从小喝自来水、饮
料，吃麦当劳、方便面等工厂化食品长
大的人，你希望他再有荀勖、张岱一样
敏感的嗅觉、味蕾，不亦难乎？

虽然已经初夏，一场雨后，还
是有一些树叶落下。才醒透的广
玉兰，会借一点风，轻轻甩动自
己，脱尽早熟的叶子。站在树下，
仰头看去，只剩一树干净的新绿，
清翠无比。树也终于安静下来，低
头看着落叶，悄无声息。

这时的落叶和秋天不同，光
滑润泽，彩色的边，神秘的图案，
让你感叹造物主果然是个艺术
家。叶子旋转滑落的瞬间，空气中
便有了浪漫的气息。心领神会，那
一刹那，仿佛变身为“小王子”。

只有“小王子”，才可以看懂那
幅画，不是什么“帽子”，而是一条
蟒蛇吞食了大象，只有像个孩子，
才会抛开冰冷的数字和麻木的神
经，把情绪投射在一花一木上。才
会想，把眼前这朵花作为栖身之处
多好，沉溺在芬芳的梦中不肯醒
来。把这花蕊作为秋千，就可以摇
荡着思考和谈论，每一颗露珠都伟
大，折射出另一个时空的存在。

读《小王子》很多遍，仍然很
多遍地喜欢。确切地说，小王子不
是写给孩子的童话，而是写给“还
是个孩子时的大人”的寓言。

一路走来，从孩子成为大人，
我们丢失的并不是一张白纸似的
天真，而是在阅历世界后，依然保
持一颗赤子之心。小王子提醒我
们，看世界的眼光是“孩子”还是

“大人”？
小王子遇见狐狸后，与它成

为朋友，狐狸告诉小王子关于情
感的最大奥秘：“驯养的意思是建
立关系。”

翻译成“大人”的语言，人与
人之间的情感依靠的不是随机的
缘分，而是时间与精力的投资，不
是吗？

这当然来源于作者圣-埃克
苏佩里看世界的眼光。他是文学
大师，同时又是人类历史上首批
飞行员。在他之前，从未有一位作
家像他一样，用飞行员的眼睛俯

瞰大地，他被认为是头一个站在
宇宙高度观察人类的作家。

“只有在这时，从划破天空的
直线路径上俯瞰，我们才终于发
现了大地的基底，那固若金汤的
磐石，沙地，岩层，在那一切之间，
生命有如古城遗迹里偶尔出现的
青苔，只在那么些时候，在那么几
个地方，冒险开出娇弱的花朵。”

小王子在各星球间的游历，
正是作者的飞行轨迹，孤零零站
在小星球上的小王子，就像二战
时孤独待在异乡的作者自己。

苏佩里不凡的经历造就了小
王子，而每一位写作者超凡的眼
光，都好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西冷有一种精神：抱团营造，
开阔的胸襟眼界；而小满长了一
张多可爱的脸，“最早一茬桃已摘
下来了，像脸颊生得毛绒绒的；杏
正是好时候，如眼睛睁得大大的；
樱桃也熟了，似嘴巴抿得小小
的。”还有那段远去的历史：产生
霍氏灭门大案，“岂徒霍氏自祸
哉，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同”。在写作的时候，
可以用第一人称写，还可以用第
二第三人称写。即使是同一个事
物，在不同人的眼里，选择不同的
视角，看到的也会颇为不同。

从表层看，写作是表达；从深
层看，写作是呈现思考的角度和
看世界的眼光。

好的眼光天生就少，只能靠
后天修炼。不管是“跨界打劫”，还
是中西古今各种贯通，都好，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各有各的难。

直到你觉得，心声一旦借着
文字飞扬而出，心中内隐之意得
以敞亮，那大概就是了。

流年碎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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