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华文作品
责编：张鹏禹 邮箱：huawenzuopin@126.com

2018年11月10日 星期六2018年11月10日 星期六

要去建德之前，上网做功课：建德，
古为百越地。境域水系有新安江及其支流
寿昌江、兰江和富春江。境域山地和丘陵
约占80%以上。又查到：新安江，为钱塘
江水系干流的上游段，发源于安徽，东入
浙江省，经淳安、建德等地流入钱塘江，
沿江胜迹有新安江水库、富春江……

“淳安”“新安江水库”，磁铁一样的
名字让人一怔，脑海里浮现出这一幕：

一个女孩，背手站在父亲跟前，执拗
地想去念书，她对父亲说：如果我自己挣
学费，让不让我去上学？父亲说，好呀。
于是女孩去佃农的花生地里挖花生，放在
篮子里去集市叫卖。父亲让步了。那个旧
时代里，识字的女孩叫应美君。她二十四
岁时离开故乡淳安，再回故乡时，父母不
在，女孩卖花生的那座古城淳安，也因兴
建新安江水库而没入水底……

经淳安迤逦而来的这一江水，除应美
君之外，在建德这片山水之间，又还曾是
谁之故乡？

（一）

楚国人伍子胥，父兄为楚平王所害，
城池内贴满缉拿子胥的画像，楚吴交界的
昭关，前有关隘，后有重兵，是不是天要
灭人？子胥一夜白头。后来，在一位义士
的襄助之下，伍子胥闯关过阵，翻山越
岭，终于抵达今日建德的富春江边。追兵
仍穷追不舍，举目处，竟又河湍水急，白
浪滔滔。那一日，这位后来的吴国大夫于
江岸仰天长啸，忽而远处有翁撑一叶扁
舟，远远划来。

当年子胥仰天长啸处，隐居躬耕处，
那些江渚，田畈，村庄，如今的建德人以
他的名字命名：伍子胥庙、子胥野渡、胥
村、胥洞、胥岭……两千多年来，他仿佛
一直生活于此，从未离去。

（二）

陆游于严州府 （今建德市梅城） 任知
州是哪一年？他六十多岁时。一旁有学人
答。那么，应是诗人被贬夔州 （今重庆奉
节） 做通判，从阴山 （今绍兴） 入蜀、一
路写下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 《入蜀记》

之后了。
《入蜀记》 中，除去沿途文史考辨，

风土人情，一些日常记录也是绝章：“二
十五日晚，叶梦锡侍郎衡招饮，案间设礬
山数盆，望之如雪。”礬，白矾。昔日士
大夫家中宴饮，席上置它解暑。

船泊寺外，寺中飞桥小亭，“池中龟无
数，闻人声，皆集，骈首仰望……”

“宿枫桥前，唐人所谓‘夜半钟声到
客船’者。”

古严州，陆氏祖孙三代前后在此为
官，做知州。陆游在任内的三年间，写下
了著名的两章 《劝农文》，同时他的 《剑
南诗稿》《老学庵笔记》 等初刻本，也于
此间相继问世。

（三）

建德市新安江与兰江汇合的河段，始
称富春江，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描绘
的是江岸的哪一段？沈约“千仞写乔树，
百丈见游鳞”，写的是哪一段？白居易写

《忆江南》（之一）：“江南好，风景旧曾
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吟的又是哪一段？

孟浩然的《宿建德江》写新安江流经
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同一时期还创作有《问舟子》：
向夕问舟子，前程复几多。
湾头正堪泊，淮里足风波。
关于黄公望，建德人会对你讲：富春

江北有大岭山，黄公望晚年隐居于此。他
每游富春江，见山中风景，必取笔展纸，
摹写下来。他以大岭山为临摹对象，画出
了 《富春山居图》。从书中查到，他的创
作时断时续，直至 83 岁那年方才成稿。
此图描绘了富春江的两岸秋色。只可惜画
卷被毁成了两段，《无用师卷》 一段，藏
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一段 《剩山图》，
藏在浙江省博物馆。

（四）

在梅城的三江口岸，你已看不到昔日
的壮观了。船舫栉比，头亭船、白茭船、
交相比邻。（清） 戴槃 《严郡九姓渔船
考》 中载，“其船有头亭、白茭两种，皆
习丝弦、大小曲，以侑觞寝。”

他们以船为家，以渔为生，《严州古
城——梅城》 记，“白茭船演变为纯粹的
妓船，应是晚清和民国的事了”。他们的
身世各有说法，其中一种，他们是南宋
亡国士大夫的遗人，“两桨一舟，自成眷
属”。遗人们共九个姓氏，被称为“九姓
渔民”。另有记载，他们“不知所自始，
相传陈友谅明初抗师，其子孙九族，贬

入舟居……”
被“贬入舟居”的“九姓渔民”，如

今大多上岸，唯极少数老人，业已成习，
仍居水上。

与“九姓渔民”生活方式迥然不同的
叶氏人家，如一株巨树，根深叶茂，独树
成林，一脉相承。在同一座村庄，同一
山下，叶氏家族已繁衍三十一代，“十世
同堂”。

始建于南宋的新叶村，如今全村人口
约 700 人，95%姓叶，他们同宗同族，有
共同的祠堂，共用的水池，屋与屋之间，
以天桥相连。

白墙黛瓦，一只老邮筒默立在一汪水
池旁，仿佛整座村庄，不经意间被遗忘在
了时间深处。

（五）

建德二日，那个夜晚，我与杭州的作
家去新安江边戏水。有老者用网兜捉虾，
比蚊虫大一点的小虾。老者捉回家喂养乌
龟，他的小孙子远远跑来：爷爷，爷爷，
那边有人捉到了泥鳅！

我们借来老者的网兜，顺着水草去
网，小虾在波光粼粼的夜色中，碎银一
样，一闪一闪。掬一捧水饮，有回甘。脱
掉鞋，我们将脚伸进水里，感受着水的凉
意。无论寒暑，终年 14 至 17 摄氏度。建
德新安江——发源于安徽徽州境内的这一
泓水，融雪而来，初入世时，当是这样的
清涼。一路颠踬，是否寸心已乱？淳安与
建德的水域筑起了拦河大坝，高达 105米
的新安江水电站，让“水”有了家园。

“水”之“家”，一如人，因群居而有社
会，而有国家，而成时代。

那个清晨，我站在窗前看新安江面的
雾——从水库流来的深潭一般冰凉的湖
水，与河面温差所形成的平流雾，谜一样
弥漫江面。

一艘船驶于江面，须臾之间，又没入
茫茫白雾。白雾之外的这座古城，还有一
个地方，“建德人遗址”，留下旧石器时
代那些古物、古化石的地方，那是人类
的故乡。

这里，浙江省建德市，是你得见与不
得见的无数人与事的故土。

2018 年是恢复高考
40 年，在纪念活动上，
感念“师恩”是高频词
汇之一。“师恩”值得辨
与悟，“辨”侧重“恩”
这一客体的意义，“悟”
则侧重感受主体所悟之
内涵。

“ 恩 ” 与 动 词 “ 感
激”“感谢”对应时，意
为“恩情”，包括恩惠、
情谊；深挚的感情等涵
义。师恩，指老师对学
生的恩惠和情谊以及深
挚感情，均属主观感受
和认定的范畴。60 多岁
人们所感“师恩”绝非
琐碎之事，必有深厚的
人文情怀。

回顾就读兰州大学
中文系的时光，每位老
师对我们都有“恩”，我
最想说的是当年教授文学概论的刘庆璋老师和
教授明清小说史的齐裕焜老师。刘庆璋老师是
四川人，她和先生李伯勋老师都是“调干生”。

“调干生”历史色彩浓郁而且让人心生敬意，指
得是经组织上调派学习的人，要出身好、表现
好，领导又信任。当年我们入学时她 45岁，讲
课风格严谨平实，干练利索，绝无任何噱头和
热闹。我后来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研究
生，毕业后回母校从事文艺学教学研究，因同
专业而细读她的论著，对这位严谨的学者有了
更深入的理解。

齐裕焜老师当年为副系主任。明清小说史
开课在大三或大四上半年了。我们已修完了许
多课程、读了不少书，中文系学生的知识结构
大致形成，课堂较多互动交流，留下了深刻印
象。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齐老师，学识渊
博、风趣活泼。后来，虽说与齐老师不在同专
业，但我由于侧重叙事性作品分析，熟悉小说
艺术和叙事学理论，由此以小说为聚焦点，与
齐老师有了神交的经历：读他的论著和电话讨
论。所悟“师恩”即由向两位老师求教与交往
中得来。

“师”之所授包括品德、知识和能力三方
面。先说知识和能力。如今新学期开学，不少
校长、院长和导师们所致的欢迎辞，常有一种
说法：大学重在给本科生开阔视野和知识积
累；给硕士研究生研究门路和方法；给博士研
究生走出导师研究领域，增强拓展的能力。但
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只有学会创造，才能真
正获得改变世界的力量。“知识很容易老化，而
思维却往往常青”，将此问题运用教与学、师与
生关系上，则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刘庆璋老师讲授“文学概论”时使用的是
1964年版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这部书不
少提法有些“左”，但体系较为完整，内容也比
较翔实。记得课堂上刘老师不断地围绕问题和
我们辩论，那种激烈争论的氛围以及刘老师的
胆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今，我所操持的文艺学命题和概念术
语，远越出当年的话语范围。但我心里明白：
没有当年刘老师那些问题和辨析，就没有我如
今的自我学习能力。辩证思考和问题意识的最
初根基是刘老师打下。

齐裕焜老师当年讲到明清几部男女婚姻题
材文学作品并予以比较。他说，郎才女貌不等
于爱情，但最起码是根据男女本人意愿，比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大进步，至于情投意合的
爱情，那是更高级的男女感情。

刘老师和齐老师所授的那些“鱼”有些已
经过时了，但所授的“渔”却影响了我们一生。

兰大1978年教授77级的老师多为上世纪50
年代大学毕业，他们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四川大学以及兰州大学等名校。“文革”荒
废了学人们 10年大好时光。1978年恢复了教学
和科研权利后，他们拼命地抢回时间。恰如有
人概括他们这代人，说他们有浓厚的补偿心
理：补偿时间、知识、研究活动、学术地位、
学术荣誉和威望……各种补偿相互缠绕，互为
因果。如今 60岁以上的读书人很容易理解这种
微妙复杂心理，绝非简单褒贬可了之。刘老师
和齐老师的补偿心理则表现为奋发努力和敬业
地工作。但更可贵的是，相伴这个劲头的是善
良和宽厚，此乃漫长时光和人生经历让我体悟
到的优秀品质。

1998 年我从兰州大学调往南开大学，联系
过程中齐老师得知了我的愿望后便极力地向时
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洪教授举荐。这事
直到 2018 年 4 月我去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开会，
和齐老师相聚，我才得知，距离老师举荐已经
过去了20年。2006至2009年间，我做小说文本
分析，出了几本书。齐老师读了我陆续发表的
几篇古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曾经打电话
说和他的研究有所交集，希望我汇集成 《中国
古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 并早日出版。齐
老师的学识和积累岂是我辈可以比肩？却谦虚
地说要学习后辈的研究理路。其宽厚和殷殷之
情一如当年。

珍贵的“师恩”是给予学生高层次的幸福。
因有“渔”之能力，学术生涯和工作能力

不断提高；因感受到人格魅力并努力践行，持
续获得人生高境界的体验，这是给予学生的高
层次幸福。根据伦理哲学家观点，此幸福为精
神性、德性的、创造性的过程性幸福，它淡泊
却长久，历久而弥新。更重要的是，它会生根
发芽，潜移默化地发酵，让美德和幸福延伸。

“师恩”如陈年老酒要慢慢品味。想念老
师，怀念母校。

H友：
一切都显示，神奇的土地上发生神

奇的故事。
您相信吗？一名草根妇女，竟能蜕

变为民间艺术剪纸能手。在一个太阳行
将露脸的早晨，我和她相识在一辆开往
竹泉村的大巴车上。

她，张芳春，79 岁，山东临沂沂南
县双堠镇西梭庄村民；花白头发，面带
微笑，中等偏瘦的体形，身着绣有五彩
花朵的上衣，脚穿带有民俗特色的布
鞋，全身上下透着民间艺术的气息。她
不善言辞，却轻轻拉起我的手，慢声细
语地送上早晨的问候。抵达目的地，她
仍然和我手牵着手。从我与老人牵手接
触的那一刻起，我便仿佛从她身上获得
了一种说不清的异样感觉。

她领着我漫步在竹泉村的石板路
上。早上，泉水映出彩云朵朵，天上有
多炫丽，水中就有多炫丽。倏地，奔
泻流淌的泉水中，反射出千万道金红色
的光芒，这是从天空投射下来的朝霞。
飘忽的水雾又把这些光芒糅合在一起，
迷眩地飞扬、升腾，形成一种仙境般的
氛围……这时，远处传来欢呼雀跃的串
串笑声。是早起的游人们陆续赶来观赏
泉水，观赏绿竹，观赏竹泉村了。

我和老人一同步入一座翠竹掩映下
的用光滑石头砌成的院落，那就是她的
工作所在——“芳春剪纸”工作室。

这里是春天，这里是美的世界，这
里有使人心悦神驰的缤纷，这里有让你
感到快乐的震颤。工作室墙上、桌上陈

列着老人许许多多的剪纸作品，或人
物，或动物，或树木花草，或飞禽走
兽，应有尽有，令我目不暇接。

人类的意志受着局限，人类的梦境
却是无穷。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是
我国汉族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沂南
双堠剪纸的历史不下千载，它与民间绣
花等息息相关，反映了民间生活，见证
了历史变迁，对于了解民俗、认识民俗
有着无可取代的价值。

张芳春七八岁就跟随祖母绣花、学
剪，老来亦手剪不辍。在她从事剪纸几
十年的过程中，淡泊永远与她的创作
相伴。她随意、随缘、随心，从不刻意
张扬自己；她恬静、内敛、低调，休声
美誉，从不在世俗里沉湎。

老人的作品中有一种气韵，深深地
潜藏在整个剪纸里，不留痕迹，若隐若
现。它既意味着生动的神情，又从造型
的细微变化、形式的灵活运用等方面有
所体现。比如 《沂蒙红嫂》《王昭君》

《貂蝉》《诸葛亮》 以及 《系列三国人
物》 等，惟妙惟肖，准确传递了人物的
内心世界。

在老人的作品中，构图追求活泼的
动态平衡，能体会到左和右、前和后、
远和近的巧妙呼应。比如 《猫图》《鱼
趣》《蝴蝶》《十二生肖》《百狗迎春图》
等，突出的是平淡中的魅力，是某种不
经意的静心。一群小动物好像通灵了，
栩栩如生，憨态可掬，在艺术的海洋里
一个个都成了美的化身。

在老人的作品中，有着空灵、纯净
的韵味，传递着诗意和爱。比如 《春》

《夏》《秋》《冬》《瓶花》《四美》《马牧
池》《孟良崮》《沂蒙红》《竹泉》 等作
品，一花一草，生动、灵动，流露着令
人羡慕的甜蜜；一树一木欣然、怡然，
它们在沂水的滋补下，更加枝叶茂盛，
生机勃勃。不难看出她对大自然的理解
及提炼，反映出她热爱生活、眷念生活
的程度和状态。

她对我说：“游客们前来看我的作
品，我很高兴。买不买，不重要，我只
希望大家多了解这个民间艺术。”

“芳春剪纸”工作室把煦风、温情、
斜阳……全都融合在一起。其气、其韵

凭借层层迭迭如“减法”般的剪纸来传
递；缤纷世界倚仗一把剪刀、一寸芳心
来呈现。难怪她的作品其中有部分在国
家美术馆展出，有部分分别获国家级、
省级、市级奖项，有部分被临沂市群众
艺术馆收藏……

H友，说来有趣，也许桌上摆放着的
小狗、小猫、小蝴蝶这一群小动物太活
灵活现，一名五六岁的小游客竟用水枪
和它们玩耍起来。幸好桌面上有一块玻
璃遮挡着，否则那群小动物真得泡汤
了。对自己作品分外珍惜的张芳春老人
赶忙站起身来，对淘气的小家伙只轻轻
柔柔地说了一句：“不能用水浇哟！”说
完用一块干布抹去桌上的一大片水渍。
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我，心中再次浮现
和老人牵手时产生的那种感觉。这时，
我已能确定，那种感觉其实是一种虚空
的心怀。只有虚怀若谷，才能够发现
美，获得美。

中国那么大，该去的地方那么多，
再来的几率很小。我恋恋不舍地与“芳
春剪纸”工作室告别，与老人告别。

庭院外，一片繁茂的竹林，仲秋的
金风，正轻轻摇曳着潇洒的枝叶。那片
片狭长的叶子，新生的，临风吐出浅浅
嫩绿；苍劲的，时而翻动成熟的灰绿。
它们飘逸地、雅致地点缀在枝头，显得
错落有致，矫健多姿。我相信，“芳春剪
纸”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所熟
知。“芳春剪纸”也一定会永久地传承下
去。

高山瀑布

万马奔腾的嘶鸣
在冲
悬崖壁仞
像绊脚石
命运勒不住的马
前赴后继
惊恐声中
一切跌落得粉身碎骨

白色的精灵在舞
这生命的祈祷
在救赎

超越
该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壮举

沉静
是另一种再生
止歇与微澜

澄澈的美
像一面镜子
映照生命的思索

雪

你的造访，精灵般
轻，柔，闪着光
你这来自遥远深邃
而又无从考究的天使

飘是你的仪态
是风的琴声与歌唱
你站在冬的深处
神一般寂静无声
你缓慢而坚定的步履
向下

你的颜色与风骨
人间罕见，可爱至极
在乡下的田野，小麦和油菜
都张着嘴，伸着舌头
迎接你爱的初吻
你这爱的祝福与礼赞
像寒夜里的天穹，繁星点点
覆盖村庄，小路，旷野

瞧，雪飘落在雪上
醒来的早晨，人们晶亮的眼睛
瞩望远方飞升的希望
翻晒记忆与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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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江图》
刘海粟 绘

张芳春剪纸作品

◎ 现场

沂蒙山风光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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