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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悲伤

激情的隐退

吴

看贡布里希沿时间线讲艺术，至现代主义的
塞尚、梵高和高更等人，发现不如从前般喜欢了。
随着时间流逝，如今私爱有加的大概是柯罗、惠斯
勒或安格尔几个人。
细想来，对西方绘画的好恶之变是颇值得玩
味的事。从前，塞尚的体块、梵高的色彩或高更的
□
土著风情皆令我神往和记忆深刻。当然，作品之
下各自的跌宕人生也是小说体，具有相当的可看
性，满足我们观者的窥视欲。窃以为撇除作品强
劲的辨识度外，很有料的个体现实人生对助其扬
名也是功不可没。然而，人到中年的我面对柯罗
的烟树、惠斯勒的银夜或安格尔的浴女时，已然获
得心理的无上静谧。这与当初看塔希提岛的椰树
和麦田上空的黑鸦的体验是完全对立的，激烈与
平寂、浓郁与温和、身体与精神，或者干脆说梵高
和高更的作品是有点偏向形而下，而柯罗与惠斯勒做到尽可能抽离
身体性的叙述，接近消弭肉体激情后的形而上学意味。
割耳朵、精神病，极度的困窘和落落寡合，每一幅梵高画作中都
是个体困境的自白。逃遁到土著岛屿上，以背叛现代文明的方式生
活，从褐肤鬓花姑娘或异域风情的画面上都能看到高更对原始文明
中的粗犷、天真和质朴的歌咏。高更或梵高，一定是将生活“原样”搬
上画板的人，也正是作品与生活之间的无阻互显加强了个人风格，同
时让很多未受过艺术教育的普通人喜欢和铭记。这些差不多是我对
他们曾经很为“印象派”的认识，悲剧的现实人生一边戕害生命本身，
一边却催生出让一代代不断咀嚼和仰视的名作。一言以蔽之，两位
印象派大师活着的时候受尽激情的鞭打，做了一辈子激情的奴隶。
幸与不幸，如鱼饮水。后来人有福的是，可以在画作前坐享色
彩、光线或“故事”带来的愉悦。
年轻时曾跌倒在浓郁、黏稠和高饱和的色彩前，一如中年时开始
悄悄离开激情，在平静的柯罗或惠斯勒中感到至深的心灵慰藉。之
后才知道是身体和年龄的暗中作祟，让我最终皈依一切予人宁和的
艺术作品。生命路转溪头忽见，原来浪涌般火山般的激情于平淡日
常实在益处无多啊？
想到文学作品，亦复如是。年少时追过柯灵、梁实秋和董桥，现
在怎么都觉得不如周作人熨帖。依然就像高更或梵高，柯的美赡、梁
的谐荡或董的华丽丽都与激情的肉体宛若镜中，庶几可说三公之文
的“人肉味”很是显表和直接，尚不论斯味是好是不好。而周作人，深
处的口味不可谓不铿锵，然而呼出为文时却一派淡淡焉、静静焉，俨
然脱离烟火后文雅的精神流淌。
激情的表达是电光石火，仰仗燃点或浪尖的劲爆给人灼伤或毁
灭的美学体验。温情的表达不会让你在激越和跳跃的阈值上人仰马
翻，纵然在瞬间上丧失扑倒的力量，却是在持久度上获得了全胜。普
通人生中，激情的出现无疑是意外事件，是因意外才得珍视。而激情
的隐退似乎是迟早的事，如常枯淡流水中，学着领会温情的日用和隽
永，竟是那样的重要。
很多年以来，一直喜欢中世纪丢勒的《一片杂草地》。画面超出
想象的简单，就是一片杂草地。虽然时间滚滚而去，你还是认得几棵
蒲公英，绒绒的是藓衣，还有一丛正开花的禾本科杂草，颜色、排布和
摇曳的穗子跟楼下瓦砾堆旁的一模一样。丢勒的蛊惑人心，正是逾
越了时间、人种和语言，让地球上每个有杂草记忆的人站成一队，一
起享受杂草给人的自然之美。如此温情之作，消隐了激情和一切文
化注脚，从被人忽视的东西上发现到普世真理，这就是我看一次感动
一次的原因所在。

萍

大片草地
阿尔布雷特 丢勒 作

·

一场大雨，下在了端午节的前几天。
清晨苇莺的叫声格外清脆，带着雨水露水浸润过
嗓子的清爽。窗外的香椿树叶翠绿清新，干净的空气，
稍微一点雾气洋溢的晨色，
享受着一年中最好的时光。
我起床下楼，桑树上的桑葚紫的红的满树，忍不
住边摘边吃;菜园里的薄荷、黄瓜、豆角、西红柿、小油
菜、小白菜长势喜人。菜园边上的艾蒿是去年栽上的，
现在正好长到了半人高的样子。用锋利的剪刀一根根
剪断，握在我手里时，那艾蒿的迷香传递到了心里。上
楼，插在门外，房间里也插上了几束，门内门外飘散着
艾蒿独有的清香。摘上几片艾蒿叶子，洗净，放在蒸锅
里和鸡蛋粽子一起蒸，粽子和鸡蛋也浸染上了那份绿
色的香味。
这时，就突然想起了在老家过端午的事。
故乡的河坝上长着一大片艾蒿，这是世世代代生
长的一片艾蒿，像一辈辈人，一年年生长，延续着一个
村庄的烟火和历史。每年端午节的清晨，我们都会去
村东的河坝边上，用自己磨得锋利的小镰刀，割上一
小把艾蒿，够用就可以了，然后回家插在大门上。奶奶
说艾蒿辟邪，其实我们感到最实用的应当是驱赶了蚊蝇，
所以每年的大门上必须要插的。母亲用艾蒿叶给我们煮了
鸡蛋，飘散的艾蒿的香气在天井里沉迷。炊烟，艾蒿的香
气，树上的鸟声，天井东边家庙湾边上的大柳树浓密的树
荫遮住了半个天井，父亲早早地提回井水，洒在天井里，院
子里清凉舒适，也许这是那个年代最平常的日子。

其实，归隐后的诗人陶渊明只是一位地方名流、社
会贤达，所以地方官会去看看他，送点礼物，朝廷也曾征
他出山，没有办成。在文坛上他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他的
诗风不合当时的主流。
后来陶渊明的地位越来越高，鲍照、江淹模仿他的
玄览堂笔记
风格写诗，沈约在《宋书》里为他立传，死去渐久的老诗
人渐有时来运转之意。到萧梁时代，太子萧统对陶渊明
特别欣赏，重新为他写传，又开创性地为他编辑文集，给
予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有道是“其文章不群，词采精
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
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
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
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乎。”这里先
评其文之“独起众类”，后论其人之实为“大贤”，都是前
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但是萧统对陶渊明还是平视的，所
以对他也有批评，重点是说他那篇《闲情赋》道德上不够
正确，
“ 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
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 ”不
□
管我们是否同意萧统的这一意见，他这种平心立论、对
自己心仪的人物仍然保持批评的态度是非常之好的。他
从陶渊明的文集中精选出 9 篇来放进他主持的《文选》，
讲究的是好中选优，也并没有一味说好而失去分寸。
到唐朝，对陶渊明实行一分为二的风气仍然流行不
衰，例如李白一方面说“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以表
示对这位前辈诗人的钦迟，而有时却说“龌龊东篱下，渊
明不足群”，对老诗人之株守故园很不以为然。杜甫《遣
兴五首》其三则写道：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
枯槁。
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
怀抱。
不管杜甫这首诗应当怎样理解，他对陶渊明有所
批评是明显的。唐朝人一向平视陶渊明，此其所以为
盛世也。
到宋朝不同了，人们普遍看好陶诗，尤其是领导一代风骚的苏东坡对陶
诗的艺术性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亲自动手，追和陶诗，写了 100 多首。经过大
诗人苏轼的强烈鼓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美学价值得以确立，陶渊
明任真飘逸的形象亦复完全得以确立。诗是超一流的，人也代表着理想的人
格。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高到无以复加，
“ 自曹（植）、刘（桢）、鲍（照）、谢（灵
运）、李（白）、杜（甫）诸人，皆莫及也”，成为有史以来的第一人。苏轼乃是陶渊
明的首席粉丝，其影响之巨大，几乎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不仅如此，关于陶渊明的政治态度，宋人又提出所谓“忠愤”说，称陶渊明
为东晋的忠臣，说在东晋、刘宋易代之后，他始终忠于原来的东晋王朝，对篡
权上台的宋武帝刘裕非常愤恨，
“ 耻事二姓”。陶渊明政治原则正确，道德情操
高尚，于是他更成了一位德艺双馨的完人。一大批宋代学者和批评家如韩驹、
汤汉、朱熹、真德秀在这一方面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其实陶渊明对于东晋并无忠心耿耿的意思，他对刘裕的某些做法确有保
留，在《述酒》诗中讽刺过两句，但也就如此而已；他并未反对改朝换代，态度
也相当平和。但是在中国古代，忠君的思想非常深入人心，陶渊明既是了不起
的大诗人，如果他同时又在“大伦大法”上符合传统礼法的崇高原则，岂不甚
好，于是“忠愤”说一向非常流行，历久不衰，而且越来越扩大化，神圣化，到最
后，陶渊明已成了近乎神坛上的人物。
这样的议论车载斗量，请略举两条来看——
渊明委身穷巷，甘黔娄之贫而不自悔者，岂非以耻事二姓而然耶？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
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
虽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
不能及也。盖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伦大法所在，惓惓如此，是
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
——宋·朱熹《向芗林文集后序》，
《朱文公集》卷七十六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陶渊明有许多意思本来比较明白的诗，也被硬行解
释为忠于旧朝、反对易代这个重大主题上来，多有牵强附会。试举一例以明
之。他有一首题为《九日闲居》的诗，全诗大意在于感慨重阳节这一天没有菊
花酒喝，只好干吃菊花。诗里说自己爱饮菊花酒是为了争取长寿（
“斯人乐久
生”
）。人们都非常重视重阳节（
“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这时天高气爽，
最为宜人；而我时运不济，竟然没有酒可喝了。酒杯空空，多有灰尘，菊花徒
然开得很盛，只好“空服九华”，如此亦聊胜于什么都没有。陶渊明酒瘾上来而
无法解决，痛苦得很，无聊得很，于是说酒喝不成，那就来唱歌吧（
“敛襟独闲
谣”
），隐居生活里总还有其他乐趣（
“栖迟固多娱”
），并非一点成就感都没
有——他这样来安慰自己，亦属人之常情。
就是这样一首大旨相当清楚的诗，
“ 忠愤”说的重要倡导者汤汉却将它硬
拉到政治上去解释，说什么“‘空视时运倾’，亦指易代之事”；后来清朝学者邱
嘉穗进一步发挥说：
“ 前辈既以‘空视时运倾’句为指易代之事，则自‘尘爵’以
下六句实有安于义命、养晦待时之意，此则陶公所自叹为深情者也。诗中‘蓬
庐氏’，公自指也。
‘ 时运倾’，晋、宋代谢也。”似乎晋、宋一易代，诗人马上就没
有酒可喝了。
信奉“忠愤”说的专家们不仅把《述酒》以至《九日闲居》等诗都说成是关
于政治的谜语，又把许多很好的陶诗都解释得云山雾罩的，似乎都与晋、宋易
代有关。陶渊明在他们的诠释系统里巨变为东晋的遗老、坚决反对刘宋王朝
的斗士，一位坚守专制主义“大伦大法”的样板，然后就匍匐在这位政治正确
之道德标兵的座前磕头作揖。
只有把陶渊明请下神坛，自己则站起来平视这位大诗人，才能看清他的
优异之处，才能真正懂得他。

艾蒿飘香
□郭宗忠

每个孩子可以有一个带着艾蒿香的鸡蛋，也是舍不得
吃的。要知道，那个年代，一个鸡蛋是一个人家一天的生活
费用，一个鸡蛋能到生产队里的菜园里换取四五斤芹菜或
者四五斤大葱。我们怀揣着热热的鸡蛋就背起书包上学走
了。在学校里，晨读时更多的是比谁的鸡蛋大，谁的鸡蛋艾
蒿的香味浓，一个鸡蛋就是一个端午节的最好的礼物，比

农

每个独立却又有关联的故事中发挥作用。
我会让他们在自己目睹和经历的事件中成
长，最终构成叙述上的“主角”，这就是我想
做的。
我正说到兴头上，突然被父亲打断：那
没意义。
我 一 下 子 愣 住 了 ，怎 么 会 没 意 义 呢 ？
父亲说，那并不能反映这个社会需要的东
西，只是个有它不多没它不少的通俗故事
而已，而那些所谓的感动，本身也是没有意
义的。而且你想，写出来就一定有人读吗？
我哭了，痛哭。那天晚上，我发现一直
给我力量的东西好像不存在了。更重要
的，是他们再也无法以他们独到的形象出
现在他人面前——别人根本不会重视。
从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沉思一个问题：
虽然他们在我心中有血有肉，就算我写出
来了，可也未必会对我的成长有所帮助，反
而浪费了我许多学习时间，分散了许多学
习精力。惟一可看到的意义，就是磨练了
我的文笔。没有那 5 万字的练笔，不可能写
出 3 篇在父亲看来相对成功的散文。
那是我很久以来哭得最痛的一次。而
写到这里，我又哭了。我长久以来追求的
东西，难道直接掉到了一个练笔废文的地
位？这是何等可笑，何等残酷。
无数次，我希望主角可以活过来，和我
说话、大笑，或像文章里那样给我个拥抱。
我们可以敞开心扉交流，没有任何代沟，他
会以他自己的看法，和我交流文中的其他
人物。甚至有时，他还会带一些人来，我们
将一起在我的心里谈天说地。
说回现在，我每天与自己的人物交流，他们是我塑
造的人物，所以每天都能说出不同的点子。可当我满
怀憧憬终于把我心里的所有人物和故事串在一起，试
图让别人了解他们时，本是上百万字的作品才写了 5
万字，连个头都没写完就有人跟我说：他们没意义！你
会怎么样？
那没意义……这里的意义指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发现自己其实是个懦弱
的人。最初只是觉得心中的那个世界很过瘾很好玩，
可等心里的东西多了，这便成了依赖。现在的我长期
处于沮丧当中，用上众多小说和电影里常用的那句话：
精神和灵魂得不到寄托。这种说法不恰当，却较为贴
切，实际上又矫情了，当然达不到那个地步，只是这种
说法能让自己时刻紧绷的心稍有缓和，使薄弱的坚决
变成悲壮的伟大。
我觉得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这个位置都是空
的——谁能保证生活中那些精神上的伤痛在第一时
间都能得到无偿的安慰和体谅，谁能胜任？而我早早
地把心交给幻想，我深爱他们，所以我希望他们有真
正的价值和归宿，不只对于我一人。我不希望将他们
迷失在记忆的长河中，我打心底恐惧，等我不再幼稚、
不再矫情、没有所谓的文艺病时，他们也就无声无息
地消失了。

顾

已经很久没写通俗小说了。
虽然只是一名十几岁的学生，最初挑
起我写通俗小说兴趣的是《猎魔人》。这套
书为我打开了一扇门，教我从文学的角度
去审视写作，让我明白了原来世界上还有
另一种表达方式——不是郑渊洁的皮皮鲁
童话，也不是小学语文课本里的记叙文。
这套书被我读了有 20 遍以上，有的情节背
——一名初写者的文学思考 □张瀚卓
得滚瓜烂熟。直到它们供给我的食粮已经
不足以填饱我的肚子，我才将它们小心地
放在书柜的角落里。
它算是我踏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读物，
可父亲总是对外宣称，我的第一本启蒙读
物是阿来的《尘埃落定》。当时我的确读过
几遍，也很是喜欢。他故意把这本纯文学
小说提到前面，是不忍心说“猎魔人”那三
个字——他大概估计大家都没听说过。
自幼儿园开始，无数生动有趣的人物
就活动在我的脑海里。每当他们举手投
足，我就发自内心地欣喜。有时在内心描
摹一些声势浩大的场面时，还会起一身鸡
皮疙瘩。那时，几乎每日与他们相见，以
他们为伴，心里不自觉地就会描述他们每
个人的经历、记忆和即将到来的命运，以
至于经常上课神游，或喜不自禁，被怀疑
有多动症。
我写的绝不是网络小说家的段子和网文。这 5 万
《猎魔人》给了我敢于把内心场景描述出来的念
字我花了很长时间，认认真真叙述，认认真真描写！期
想、信心和决心，以及方法与目标。其作者安德烈·斯
间，因为父亲一句话，我却开小差写了 3 篇散文。这 3
帕克沃斯基把一个生活在刀剑年代的人物塑造得那么
篇散文得到父亲较高的评价，他说，一篇比一篇好。
成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引导着我。我的朋友兼亲人
那时有些自满，想要趁热打铁继续写几个。因为
兼一时发生兴趣的路人，个个都是我在脑海里塑造的
前 3 篇文笔不是很工整，导致后来改了好几遍，就决心
浪漫世界里的角儿。
第 4 篇时争取“一遍过”，不再做修改。当我写完，信心
电脑上闪烁跳动的文字有能力诠释另一个我，在
满满地给父亲看的时候，父亲说这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有节奏的敲击声中，我从不觉得寂寞。初中二三年级，
“文笔倒是工整了，全篇没有什么逻辑或语言上的
因为我所寄生的这个社会中没有我脑袋里的人物，有
问题，可是也少了触动人心的地方，只能算一篇好的作
时感觉真的要疯掉！我始终在想，为什么这么完美、这
文罢了，不能算是文学作品，原先那种毛茸茸的东西消
么懂我的人就不能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为我带来不平
失了。”他这样说，我才明白自己太重视辞藻了，而且在
凡的经历，而我的生活也因他们而不平凡。有他们在，
题材上，是把陈年旧事拿出来强行填上感情元素。这
多快乐！恰恰是写作让我有机会定下心来，亲手为那
让我一下子迷茫起来，仿佛再找不到散文的素材，不知
些让我魂牵梦萦的人物渲染生命，让他们活跃纸上。
生活中还有什么可写的。
他们浪漫、悲壮、动人，我庆幸可以做一个描绘者和编
他也偶尔看过我写的小说片段并给予褒奖。他
织者。
说：
“你可以试着写写纯文学类小说呀！”
这样，我抱着初来乍到的拼搏之心，满怀激情地写
我笑笑说，还是先写我的通俗小说吧，好久没
下了一个 5 万字的故事。我的计划，是要塑造一个极
写了。
其庞大的世界，大到可以把我的所有想法和意志包括
随后我就和父亲愉快地谈起了文学，最后，我自豪
进去；生活中的每一点体会、内心的每一丝浪漫，都可
地宣称：我最终要写一个四五百万字的小说！一个发
以在那里体现。存在我心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会一一
生在蛮荒年代，由上百个故事组成的世界。每个故事
亮相。
都有一个不同的主角，而真正的主角们会充当配角，在

73

2018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五

恢复对陶渊明的平视

虽然只是一名十几岁的学生，
虽然只是一名十几岁的学生
，但写作者真实的内心
呈现让我们感受到初学写作时的思考与纠结。
呈现让我们感受到初学写作时的思考与纠结。
——编 者

新作品

现在孩子们手里玩着的掌中宝、苹果手机感觉更多了
一份情趣。
下了课回家，同学的哑巴外婆从五六里地的槐林
村来到我们村子里卖粽子，这是惟一见过的粽子了。
除了很小的孩子吵闹着哭着要，大人实在没有办法
了，才花两分钱买一个外，我们这些小学生，好像没有
人想过开口和大人要两分钱买这奢侈品的，因为两分
钱可以买一支铅笔，买四块糖，或者买一个作业本的。
我们这些孩子放学后跟着转过几个胡同，闻闻那份新
鲜苇子叶和糯米红枣的清香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艾蒿的香味会弥漫整个夏天。河坝上剩下的大片
艾蒿，河边树林里的艾蒿，爷爷大爷们就会收割了编
成一串串艾蒿的蚊香，一是在白天驱除苍蝇，晚上驱
除蚊子，另外一个作用，是用艾蒿的蚊香点燃旱烟。夜
晚，河坝上的蚊香和铜的烟袋锅一明一灭，在夏夜仿
佛一道风景。飘散的香气，让河坝和整个场院弥散着
乡村独有的味道。
如今，老家的河坝也都推平了吧，树林砍伐了种
上了庄稼，河边的沙滩挖沙也破坏了植被，婆婆丁、刺
猬皮、小虫子草、紫地丁、狼尾巴草这些命硬的适应能力极
强的草儿都没有了，它们连皮带根被卖到了不知多远的地
方去护坝护土，更何况长得高贵的艾蒿呢。
艾蒿的清香还保留在我的手上，而童年的艾蒿的香味
浓郁在我心里飘散不去，却有一份隐痛揪心。
我去哪儿还能找回童年艾蒿飘香的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