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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深处的重逢 □ 吴重生

那一刻，我爱上了济南 □ 魏 新

藏 友
□ 刘玉林

让匆忙变得缓慢 □ 张 炜坐看云起时
□ 刘 君

大家讲坛

流年碎笔

小说世情

辣笔小新

收藏这事儿，隔行如隔山。玩
邮票的，玩古董的，玩玉器的，玩
字画、石头、古家具的……

这收藏界水太深，有的学会
了游泳，脱胎换骨变成了“专家”；
有的反而血本无归赔个底掉。一
句话，“新手”“菜鸟”没学会游泳
就下水，被淹死了。

你玩的不只是收藏，你玩的
是文化素养与认知，它包罗了世
间万象。你收藏的是千百年来名
人的足迹与家国情怀，玩好了，你
就是一部大百科全书，好东西过
了你的手，你就懂得了一段历史，
而你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一藏友收藏烟卷盒已经几十
年。他基本见证了广大烟民消费水
准的变化，起初的几分钱一盒，到
现在几十元一盒。该藏友不抽烟，
但看到烟卷盒眼睛就像发现了金
子，走在路上发现一个烟卷盒，必
然从自行车上下来，捡起翻看一
番。所以街上捡破烂儿的老头老太
就以为他们是“同道中人”，经常与
他切磋废旧书刊和报纸的价格。

说他像收废纸的还有他的老
婆。几十年如一日，他家里几室几
厅的大居室竟然四处堆满了烟卷
盒包装，这里一捆，那里又一捆，
什么“大前门”“大重九”“阿诗玛”
都被他整理出来，各个时期分了
若干个系列。一个收废纸的大爷
那天就和他洽谈了一番，说要论

“斤”收走，他不干。
有朋友就给他联系藏家想帮

他变现，他未置可否。如果真有人
肯买，他会卖吗？答案是不会。有
谁会舍得把儿时的乐趣与几十年
的坚持拱手相让？他收藏的是烟
标，懂得的却是芸芸众生，还有世
间的沉浮与沧桑。

每到周末，各处文化古玩市
场都是人山人海。好东西在哪？高
手根本就不用趴到地摊上去看，
鱼目混珠假冒伪劣之间，那些人
过一趟就能感觉到真玩意好东西
在向他们招手，行家说了：真宝贝
都带着一股气。

有人收藏是为了文化，但有些
人收藏就是奔着“赚钱”来的。高等

“行家”极少为自己的藏品定价，他
的价值就在于“绝无仅有”。开口就
问宝贝“市价”多少钱的，肯定是

“菜鸟”级的新手，即便是“附庸风
雅”，你也得说出个子丑寅卯。

有一藏友就是这么想的，投
资地产与股票都有风险，那我干
脆去收藏“钱”不就得了？这家伙
专玩“古钱币”，尤喜银圆。什么

“大清银币”“北洋龙”“袁大头”他

收藏了一大堆。这有什么，该君收
藏的目的就是“发财”，看着手中
的银圆从每块二三百涨到了八九
百，他粗略一算，自己已是“富人”
阶层。忽然一夜之间他嘴上和鼻
尖起了若干火泡，那年白银价格
大跳水，他差点跳楼。

这世间有什么不能收藏的
呢？包括岁月与时光，收藏一件文
物就等于收藏了一段时光。另一
位藏友玩古旧字画已是多年，在
圈内自以为是小有名气的“专
家”。该君一次从福建搞回瓷板画
一幅，就像捡漏淘到了“真”东西。
他在福建大山里一处明朝的老民
居里搞来的，该幅瓷板画镶嵌在
一块木板之上，烟熏火燎当中已
是几百年。要不是他软磨硬泡，人
家哪舍得卖这珍贵的祖产？只此
一幅，人家本来是多少钱都不卖
的。最后他还是留下一笔不菲的
银子，辗转从福建大山里给带了
回来，一个劲儿地跟朋友们夸耀：

“明朝中期中国绘画的发展在南
方已是如此成熟，你看这线条，这
人物造型……”

他的老丈人本来是个木匠，
被他接回城里闲住。翻来覆去看
了看他从大山里淘回的古画，说
了句：“画我不懂，但我知道，明朝
时期没有胶合板。”

一句话点醒了这位“藏友”，在
这件明朝文物的背面，的确镶嵌了
一块来自当代工业的胶合板。于是
他马上又坐飞机回到了福建的大
山里，找到了那处老民居，那处民
居在这幅画原先的位置上又挂上
了一幅画，和他手中的一模一样，
背后也镶了一块胶合板……

总有些收藏裹着我们的记忆，
它会唤醒我们身体里怀旧的基因。

一位青年画家的大画室里到
处是从网上淘来的废旧古籍与古
碑拓片。此外，他还在收藏黑唱
片，只要从网上看到，必然会阔绰
出手，偶有客人来访，他就把一堆
堆黑唱片摆出来，活像旧时代一
把把熄灭的日头又闪出了光泽。

有了黑唱片就得有留声机。手
摇的，电动的，桌面上角落里摆得
到处都是。把一张黑唱片放上去，
一位位离世多年的梨园名角喑哑
的唱腔突然活生生地传来，穿透了
深邃幽暗的历史缝隙，就如一位隔
世老者与后人娓娓诉说……

马连良、金少山、盖叫天、周
信芳……他们竟然还“活”着。留
声机里没有他们的笑貌，却有他
们的音容，但愿这种声音不会泯
灭成沉默的化石。

庚子小暑过后的第四天，我正在朝阳
区大洋路批发市场买果蔬，手机微信发来
一组照片，仔细一看，竟然是三十年前一份
油印报纸创刊号的照片！这张名为《大溪青
年》的油印小报，由我自己当主编，自己写
稿，自己刻钢板，自己印刷，发行不过百份，
居然有人珍藏至今！

睹物思人，思的是年少时的自己。今人
常说“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其实，我
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都会冷不丁
与岁月深处的自己重逢。

回望自己的人生道路，走走停停，由南
而北，由近而远，宛若星空下的赶路人，一
直在路上。人生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寻找与
自己相遇的过程。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与
人和事相遇，其实在这些人和事身上，都能
看到自己的影子。因此，人终其一生，都是
一个在茫茫人海之中寻找与“自己”相遇的
过程。

回到家，在阳台上仔细研究这一份三十
年前的“报纸”：头版头条是《写在九十年代
伊始之际》。为忠实于历史，谨抄录这篇旧作
的第一段如下：“冬天的太阳淡淡地从南窗
照进来，照在我的身上，使人感受到一丝春
的暖意。窗外梧桐树上残留着的几颗果实，
在风中颤动着，久久地，久久地，我的眼前仿
佛呈现出一座宏伟历史的钟摆，随着时间的
挪移，敲响了九十年代第一记钟声。”

……
庚子端午那天，有朋友发我三十年前

的油印诗集的封面照片，令我不胜感慨，写
下感言：“卅一年旧物/一万多日时光/往事
堪思量/背负一条运河/湿了梦中江南/当
年立志出乡关/如今赤手空拳/初心不改儿
时愿/且饮鉴湖水向前”。

是什么人珍藏着我儿时的记忆？是故
乡。故乡的人和事，故乡的山和水，故乡的
风俗和历史，组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故
乡”概念。无论你离家千里万里，故乡永远
在那里。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部民国版的旧
书：竖排，繁体字。我现在研习书法，认得一
些繁体字，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拜这部
旧书所赐。前年带家人去台湾旅游，一路上
看到商店繁体字招牌，感到分外亲切。在台

期间，特意安排半天时间去诚品书店看繁
体字书，颇有爱不释手之慨。

记得小时候，我家后门有一棵泡桐树，
每年四五月份会开出一树紫色的花。我常
常搬一把小竹椅坐在泡桐树下背书。紫色
的花瓣一片一片落在我的身上。泡桐树的
身旁，有葡萄架、有石榴树，有小狗、小猫、
小鸡、小鸭。童年的记忆是何其深刻！有一
天回老家时整理旧书刊，偶然发现这本纸
质已发黄发脆的繁体字旧书，记忆的闸门
訇然洞开。

那时刚识字不久，我就捧着这本繁体
版的旧书，到村口水渠旁的梨树下晨读。每
年三四月份，水渠旁的四五株梨树满树都
是梨花，花瓣是纯白色的，花药则为紫红
色，开得极为喧闹。以至于长大之后，外出
碰见有梨花盛开的地方，都认作是自己的
故乡。

在岁月深处的重逢，往往是在不经意
间。江浙人对孩子的生日特别重视。我也养
成了每年生日写一篇随笔的习惯。生日是
总结过去一年和展望未来一年最好的时间
节点。“重生重生”，有人问我，“你是重阳节
生的吗？”其实我出生于粽叶飘香的季节，
用母亲的话来说，是屋后石榴花开得正红

火的时候。
南方人过端午节，包粽子和煮鸡蛋是

必不可少的。在我看来，包粽子更像是一种
生活的仪式感。你看那一大一小的两片粽
叶，仿佛还透着来自大自然的馨香。你将大
的那一片粽叶折出一角，再在折好的角筒
上放入一点已浸泡好的糯米，塞上猪肉或
板栗、豆沙等，用糯米捂得严严实实的，然
后将两片粽叶交替包裹，最后用粽绳将裹
上了粽叶的糯米团“五花大绑”，放入蒸笼
里蒸煮，“粽子”便大功告成了。

敲鸡蛋是旧时江南端午节孩童之间的
一种游戏：将没有敲开鸡蛋壳但已煮熟的
鸡蛋带到学校，在课间休息时，从书包里掏
出来，跟同学的蛋互相敲击，被击碎的一方
为输。赌注即为对方手中的鸡蛋。

我每每是这种游戏的赢家。这一方面
是因为我的“子弹”比同学多，因为我是端
午节后一天出生的，母亲总是给我煮双倍
的蛋，在我去上学之前把“生日蛋”和“端午
蛋”一起装进了我的书包。另一方面，是因
为我已摸索出一种门道：鸡蛋在沸水中煮
时，蛋清会在蛋壳内流动，形成“一边虚、一
边实”的现象。拿自己“实”的一边去敲打别
人“虚”的一边，自然是百战百胜。

如今我们住在北京城里，民俗意义上
的端午节只能靠想象了。因为受疫情的影
响，小女在杭州城西的家中，专心做作业、
写论文，而我和妻子则滞留北京。端午那
天，我特意给女儿打电话，叮嘱她别忘了吃
粽子。她满口答应，但在我的心里，终归是
有遗憾的。

或许，人生就是一种不断的别离和重
逢，就是在收获欣喜的同时，也收获遗憾的
过程。

小时候，十岁的我和八岁的妹妹徒步
二十多里山路翻越浙江浦江和兰溪交界的
山岭到兰溪孙下坞姑妈家拜年，兰溪姑妈
总是远远地站在山岭上的村口迎接我们，
扯开喉咙，用兰溪话高喊我的名字。她总是
把“重生——— ”念成“更生——— ”。我曾经试
图纠正她的发音，但她依然故我。姑妈没什
么文化，估计当年在生产大队广播喇叭里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话听得多了。
兰溪姑妈的无意之错，冥冥之中，对我

也是一种激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对
我而言，是字字珠玑，奉之为人生箴言。

今年疫情期间，“老树画画”刘树勇老师
为我即将出版的诗集和散文集精心绘制了
扉页插图。他在看了书稿之后，感慨地说：

“我发现你过去的经验，乡土的经验，到了一
定的年龄之后，越来越清晰，跟你现在的工
作、生活方式，审美判断，价值判断，形成了
你的底色。这种底色成为你强大的精神文化
背景，你的背景就是你的故乡，你的生活阅
历。你站着，身后是无尽的山峦。成为你取之
不尽的精神财富。当你往前走去，心里很踏
实，因为你是一个有故乡的人，你的底色给
了你强大的支撑。”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苏轼词曰：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看来，“此心安处”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
概念，更是一种心情，一种心境。

记得自己来时的路，记得自己因何而
来，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当你与岁月深处的

“自己”重逢时，可以对弈品茗，可以对月小
酌。希望我们每一个“过来人”都能够感谢
当年那个青涩的自己：“我的年华没有虚
度，我的理想已长成参天大树。”

1995年，我16岁，第一次来济南。先坐近
两小时汽车去菏泽，再从菏泽转乘一辆绿
皮火车，晃荡了六七个小时，到济南时，已
晚上八九点钟。当时济南老火车站已拆除，
新的还没建好，火车停在白马山一个小站。

下车后，外面一团漆黑。我挤进一辆黑
乎乎的中巴，颠簸一个多小时，到了一个叫
解放桥的地方。下车后，不远就是护城河，
一对青年男女正在台阶上接吻，像是电影
中一样，一阵风吹来，掠过平静的河面，掠
过恋人的拥抱，掠过一名少年心中泛起的
涟漪，风里全是春天的气息。

那一刻，我爱上了济南。
1997年，春天的早晨，我到艺术学院去

找一个老乡，正好是早操时间，操场很小，
喇叭里，广播体操的音乐很大，许多女生穿
着花花绿绿的运动服，正做伸展运动，她们
看上去那么美，让人觉得青春很美，济南很
美。

那一刻，我爱上了济南。

1999年，新建成的泉城广场上，大屏幕
前涌动着黑压压的人群，屏幕上正在直播
足协杯决赛，泰山队一个赛季也没有进过
一个球的外援罗梅罗上演了帽子戏法，让
泰山队第一次夺了双冠王，终场哨声响起，
整个广场如山呼海啸。

那一刻，我爱上了济南。
2001年深秋，我刚写了《骑着自行车到

瑞典去》，通过榕树下网站，第一次认识了
这座城市的两位诗人。我们仨在经一路一
家小酒馆聊到深夜，从顾城、海子，到于坚、
伊沙，我第一次知道，济南也有人如此热爱
诗歌，比我还要热爱。最后，我骑着自行车
回家时，落在地上的梧桐叶被压出特别清
脆的声音，我想，也许是遥远的瑞典在向我
召唤。

那一刻，我爱上了济南。
2003年，有个周末，和几个朋友夜攀千

佛山。到了山顶，俯瞰这座城市，夜色阑珊，
灯光延绵，山风穿透胸膛的那一刻，我爱上

了济南。
2004年夏天，有次在解放阁附近的一

家酒吧喝酒，时间已至凌晨，有朋友提议去
看黑虎泉。沿着被水打湿的石板路，晃晃悠
悠走到泉边，朋友拍着阑干说：逝者如斯
夫，不舍昼夜……泉水的咆哮中，我爱上了
济南。

2008年，我骑着一辆自行车，每天从杆
石桥到洪家楼往返，当时，特别喜欢从那些
老街巷中穿过。生活在那里的人，在泉水里
游泳，小河边洗衣服，似乎从未被城市打扰
过。那一刻，我爱上了济南。

2009年，大金庄和段店的旧货市场，经
常有百十年前的老家具，我正好搬了新家，
经常去淘换。那些家具虽不是珍贵的木材，
却透着老百姓的历史感，每一张桌子都有
故事，每一把椅子都有秘密，打开雕花的橱
子门，扑面而来的，仿佛普洱茶的味道。

那一刻，我爱上了济南。
2011年的最后一天，写的第一部话剧

在都市实验剧场演出，黑漆漆的空间里，爆
发出一次次掌声和欢笑声，谢幕时，观众久
久不散。

后来，全体主创去KTV唱歌，直至新
年来临，所有人都喝了很多酒，拍了许多不
忍直视的照片。

那一刻，我爱上了济南。
爱上济南，还有许多时刻。比如在灵岩

寺的宋代罗汉像前，在四门塔的千佛崖下，
在城子崖遗址；再比如每次往返机场的高
架上，看到远处的华不注山，和赵孟頫笔下
的一模一样，像是从画中生长出来，在送我
远行，或接我归来。

爱上济南，其实是时时刻刻。出门迎
面，遇一群儿童放学；亲友聚会，聊一晚欢
声笑语；馋虫上身，吃一桌烧烤龙虾；薄醉
归家，见一轮新月如钩。

2020年，一如既往地爱济南，爱这座值
得去爱的城市，爱这座城市里值得爱的人。

告诉我，有哪一刻，你爱上了济南？

苏东坡常常苦恼于无法长时间经营一
间居所、一项事业，不得不努力地适应马不
停蹄的生活，从长计议。他想尽一切办法，
让自己在匆匆行旅中停留下来，以便有所
领略，得以喘息。

这也是让生活的褶皱得以伸理的一种
方法，让匆忙变得缓慢。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由黄州去
汝州赴任的过程，不长的一段旅途竟然走
了将近一年，这有点不可思议。他一边行走
一边访问山水和友人，倒也适意。这在他来
说其实是常有的情形，已经成为个人的一
种生活方式，一种行进节奏。这在今天的人
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既过于拖沓又为规矩
所不允。

除去其他不论，现代人对如此缓慢的
行旅是不能忍受的，有了快船、飞机和高铁
之后，我们对速度的焦虑不是减轻，而是愈
来愈重。如果从甲地到乙地超过了五六个
小时，对人的耐心就是一场考验，这不仅是
对躯体的折磨，还有内心的烦躁。今天的人
恨不得发明一种魔法，把两地之间的所有
实在都抽个干净，让其变为真空，然后可以
心到身到。好像一切真实的存在与过程都
是多余的，只有起点与终点对接的那一瞬
才有意义，才和生活发生关系。有时候我们
真的喜欢和依赖虚拟，用它取代真实和混
淆真实。除了组团参加所谓的旅游，我们对
于大自然、对于瑰丽的山水，基本上是无所
谓的，无视其存在。

那些能够忘情于山水的人才是真正健
康的，可惜这种自然属性并不属于现代人。
在一个数字和光纤时代，我们正在让匆忙
变得更加匆忙，而且还要一再地提速。人类
经过千百年的进化和演变，关于缓慢的享

受以及需求已经消失，好像所谓的进步只
意味着提速，再无其他。

今天，还有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将
不断地加速。数字时代的速度、光的速度、
光纤传输的速度，一切远未满足，还需要更
快。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却也由此而浪费
了更多的时间，因为生活中的各种烦琐正
在加速围拢，迅速地将人淹没。我们发现自
己正在陷入信息的灭顶之灾，不得不发出
呼唤：让我们慢下来、再慢下来。

放慢步履，求得喘息，已成为心底的呼
唤。这是生命的觉醒。可惜人类既已上路，
就要跟随速度，谁都无法置身事外。我们在
不断提速中安身立命，已经是身不由己。按
照天体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
说法，速度会使时空改变，这种深奥晦涩的
学说到底在讲什么，大多数人当然是隔膜
的。我们只不过凭感受知道，现代人的“一
天”是那样短促，“一年”就像三四个月。可
是我们用来计量时间的工具即钟表却一直
未变，刻度依旧，分秒不差。原来速度对时
间与空间的作用，不是身在其中的人所能
察觉的，就连最现代的计量工具也无能为
力。我们使用的只是“人”的工具，而不是上
苍的。

苏东坡当年这样对待速度：放大局部
和细节，以抵抗时空的变形和扭曲。原来速
度的提升从北宋甚至更早就发生了，它一
直是这样。宇宙间、冥冥中，一直都在做这
种提速的奇怪游戏，将人类玩弄于股掌之
间。我们对于速度的焦渴是十分怪异的。我
们在默许中不停地追赶、喘息，却以这种提
升速度的技能为荣。实际上我们投入的是
一个被速度改变的时空，是一场人类的悲
剧。抵抗这悲剧的，好像自古以来就有一个

绝妙的方法，即诗人苏东坡的方法。这是他
以自己过人的聪慧、于悲苦的逼迫中晓悟
和发明的，是对我们现代人的重要贡献之
一。因为命运让他一生都处在急急奔赴的
途中，不得安歇，不得休养生息。他一生几
乎没有一个稍长一点的居住地，自离开家
乡故土的那一天，就变成了一只“不系之
舟”。舟的那一端看起来由朝廷牵拉，实际
上是一只更神秘的手在揪紧。当命运之舟
在人生的茫海上漂游，在无方向无始终的
徘徊中辗转，苏东坡最初误以为自己是一
只少有束缚的闲荡之舟。这是一种误解。在
偶然的时刻，在被强力调转方向的时候，诗
人才知道自己是一场妄测。他极端执拗，渴
望自由，希望至少能够稍稍耽搁一下，以获
得一点点所谓的慢生活。苏东坡甚至研究
养生，还在下半生继续父亲苏洵中断的工
作，开始了“三大著述”。他千方百计地让这
只急速旋转的小舟稍稍停留。他对局部和
细节的兴趣越来越浓烈，而且心力专注，行
动快捷，每到一地或细细考察，或赶紧做
事。比如他任登州太守不过区区五日，加上
耽搁也不过半月左右，竟然一口气做了那
么多大事，还一饱眼福，见到了最不可思议
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海市蜃楼”。在黄
州，他多次游荡于寺院。定惠院东边的小山
上有一株特别繁茂的海棠，每年海棠盛开
的时候，他必要携客置酒到此畅饮，曾经五
醉其下。在这段日子里，作为一名被管制的
官吏，基本上没有什么政事，好像极为无聊
寂寞。但由于没有公事缠身，又可以活出另
一种自在、充实和饱满。他饱赏自然风光，
在夜晚也兴致不减。“幽人无事不出门，偶
逐东风转良夜。参差玉宇飞木末，缭绕香烟
来月下。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

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高谈破巨浪，飞
屦轻重阜。去人曾几何，绝壁寒溪吼。”（《游
武昌寒溪西山寺》）也就在这期间，他划船
江上，夜游赤壁，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前后

《赤壁赋》。这样的不幸落寂之期，我们却能
看到一个兴致勃勃的人，一个诗兴大发的
人。这种情形诗人一直保持到最后，哪怕是
暮年流放岭南，也依然如此。“此生归路愈
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犹有小船来卖饼，
喜闻墟落在山前。”（《慈湖夹阻风五首·
二》）

我们可以想象遥远的北宋，在催促和
胁迫之下，苏东坡这样一个戴罪之身究竟
如何应对。他在冷寂的时候仍然被监视和
管辖，许多时候拥有的自由实在不多，可他
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从容一些，享受
时光。苏东坡用非常具体的欣悦与之抵抗，
一壶酒、一块饼、几个黄柑、数枝梅花、一座
山、一个村落、一位访友，甚至是一条狗、一
个生灵，都会打破寂寥和禁锢。他发现时间
可以在某些物体上凝固，变得宽裕和慷慨。
就这样，他才没有成为一个悲悲戚戚的生
命，没有在黑暗中窒息。世俗人生往往变为
一场追逐：身体向前急赶，身后紧随威逼，
就在这前后夹击和围追堵截中直到终了。
我们能够抓住的似乎不是时间，而是飘动
摇荡的某种颗粒。如果时间是水流，那么这
当中会有一些硬屑，可以被我们过滤和抓
住。如果让自己停下来，“前方”会像我们一
样伫立；我们向前，它也向前；当我们回视

“后方”，发现它也会停下来。也就在这个时
刻、这样的间隙，旅人才获得短暂的喘息。
时光的水流下面有卵石，有藻类，有欢腾的
生命。它们在嬉戏，在寻觅自己的愉悦。

夏日黄昏时的光线，比其他
任何时候，更能让我感受到千佛
山上那尊弥勒佛脸上笑意的温
暖。世事纷纭，可以这样一无旁
顾，只有微笑，关照四方，沉默无
语，目光所及，深深敬礼。

临山，临窗，临帖。
恍然间似曾相识的场景，千

年前，王羲之在脆弱的纸绢上给
朋友写信，寥寥数语。而此刻的
我，一笔一画描摹，横似乎还是原
来的横，竖也似乎还是原来的竖，
但中间已隔着时间苍凉，字再也
不可能是原来的字。

信中，他最常重复“奈何”二
字，虽有千变万化，但临得多了，
常常走神，字成了符号，或者声
音，那种在空旷的山里大喊的声
音，孤独的伤痛的。

王羲之之“奈何”，是无助无
力，是看到的，听到的，他无法承
担，只能一遍遍重复奈何，奈何。

我之奈何，是惊叹书写的优
雅，背后却是斑斑血泪，《姨母帖》
报告姨母的死亡，《丧乱帖》讲故乡
祖坟被荼毒，他的书信里不断地讲
述着战乱中亲人的流亡离散。

在宣纸上，墨色洇开，同样笔
力婉转，心境云泥有别。

整理书时，看到天天六年级
时手工制作的一本《诗集》，里面
全是古诗词，设计可谓用心，每一
页排版都不同，字体也不一样，有
前言，有目录，插图最有趣，全是

《数码宝贝》里的卡通人物，和古
诗词配在一起，违和但可爱。

他当时学校里有古诗词考
级，每背多少首就过一级，一共有
10级。他很抗拒，因为许多诗的内
容不懂，死记硬背到崩溃，而且还
被我不知哪里听来的奇怪理论逼
迫，什么13岁之前一定要打一点
古文的底子。中文系毕业的爸爸
看他可怜，把诗一首首解释给他
听，陪他一起背诵，有福同享，有
难同当，而他那张苦巴巴的脸，哭
唧唧的声调，至今难忘啊。

提起这事，已出国六年的他，
还不忘投诉我，说那些诗词早忘
了，只记得当时的痛苦，像在接受
惩罚。

他哪里知道，他背的那些诗，
有一些才是被惩罚的结果。比如
苏轼，总是在惩罚中写诗，越惩
罚，诗越好。流放途中，诗是他的
救赎。

被贬黄州，他写“长江绕郭知
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贬到惠
州，他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
长作岭南人”；一路贬到了天涯海
角的海南，别人都觉得民风不开，
苦不堪言，而他却写“我本儋耳
人,寄生西蜀州”。

这种风花雪月时时好，他乡
无处不故乡的劲头，太值得我们
学习。

其实我还记得，当天天大声
背诵，“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那一
刻，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在心里悄
悄泛起。那一刻，天山明月，长风
万里，他的吐字发音中，似乎也感
受到了什么是辽阔大气，什么是
澄澈光明。

仍有朋友，现在每天发一首
诗给我，而且是七言绝句，“淡淡
草花三两丛，晓风缕缕透襟胸”，

“蓝天飞鸽游思远，谁聆凤鸣谁舞
龙”，“喧喧何日方心远，不思不想
惟简行”。生活里难免沉重单调，
有诗，就有了翅膀，可以让生命飞
翔起来。

更神奇的是，在书法的临摹
和诗词的吟诵中，时间真的可以
慢下来，这算不算“放大局部和细
节”，去实现作家张炜所说，“如果
让自己停下来，‘前方’会像我们
一样伫立；我们向前，它也向前；
当我们回视‘后方’，发现它也会
停下来。也就在这个时刻、这样的
间隙，旅人才获得短暂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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