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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时光

此花不在你心外
□陈心想

居高声自远
□王昌凯

人生边上

物 语

桦树塔的墓碑
□周 海

坐在客厅看电视，一只蝉不知什么
时候闯进来，绕着贴墙的日光灯扑扑地
飞。一会儿，它落到了我肩上。我捉住
它，放在掌心，它就在我掌心顺着手指
爬，翻过五指山，爬到手背。这是一只
小蝉，体格尚小，翅膀显得很长，不会
叫。过了一会儿，它脚一蹬，飞了，却还
是绕着灯，惊惶不定的样子。

蝉也叫知了，你听它叫：“知——
了，知——了……”一遍一遍，很有节奏
感。“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这是南
朝诗人王籍的诗句，对于心静的人来
说，蝉应该是让他们欢喜的。王维则写
道：“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诗中所
言，当是秋蝉在日暮时分的鸣叫，听起
来自然是美的，更何况是在“渡头余落
日，墟里上孤烟”的背景之下。清人张

潮更喜欢听蝉，《幽梦影》有这样的句
子：“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
冬听雪声……方不虚此生耳。”

到了秋天，蝉的叫声渐短，以至缄
默。秋风过后，或秋雨初歇，篱笆下总
会落下几只笨重的老蝉，颜色黑里透
红，奄奄一息的样子。逗弄它，没有声
响，只是缓缓地爬，真是噤若寒蝉了。

蝉是古诗词里常见的意象，虞世南
的《蝉》流传甚广：“垂緌饮清露，流响出
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
高洁的象征，诗人常用来自喻。更多时
候，诗人却赋予蝉悲凄愁苦的色彩：“日
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何必雍门弹一
曲，蝉声极意说凄凉”“寒蝉凄切，对长
亭晚，骤雨初歇”……文人多愁善感，伤
春悲秋，看到叶落草黄，听到秋蝉似断

还续的鸣声，愈觉悲凉，遂把一腔愁绪
离情转嫁与它，寄情托意。

蝉是怎么来的？明代洪应明说是
粪虫变的。《菜根谭》说：“粪虫至秽，变
为蝉而饮露于秋风；腐草无光，化为萤
而耀釆于夏月。故知洁常自污出，明每
从晦生也。”蝉从粪堆里钻出来，缓缓爬
到树上，脱下土黄色外壳，外壳牢牢抓
在树上，活脱脱一个蝉的样子——金蝉
脱壳。

小时候喜欢捉蝉，但蝉大多歇得较
高，不容易捉到。有的蝉很精明，不待
人走近便觉察到，收了声。刚有所动
作，蝉却“吱”的一声飞走了，尾部还喷
洒几丝尿，带些奚落的意思。袁枚《所
见》中那个唱歌的小牧童，想从牛背上
站起来去捕蝉，估计也是捕不到的。有

次，我把捉到的蝉放进蚊帐，试图听它
献唱，却未能如愿——没有树，它是唱
不出来的，它对蚊帐没感觉。

近年来，很少留意蝉声，似乎蝉声越
来越少了。大树基本都砍掉了，鸟雀都
无处安身，蝉还怎么发声？耳边只听到
几声远处传来的蝉鸣，稀稀落落，很不景
气，也听不出那种多愁善感了。村里的
小孩更不会去关注蝉声，他们甚至连虫
子都怕。给他们讲噤若寒蝉、寒蝉凄切、
临风听暮蝉，估计更是一脸茫然了。

听蝉，竟渐渐成了一种奢望。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监利县程集中学）

蝶恋花
□周燕婷

咏 柳

江畔桃花飞尽后。独送莺箫，直欲穿
疏牖。雨驿风亭休怯酒，长条恰够佳人手。

密约凭谁消息透？一样蛾眉，爱共春
山秀。照影流波惊白首，思量只有情依旧。

三角梅

绿上添红开小朵。未占春光，却占春
娇娜。但得水云能顾我，风前不惜勤梳裹。

冷月无声西岸堕。酒尽灯阑，独向秋
边坐。百种思量无计躲，明朝又是车尘过。

伤 春

一缕晨曦生雨后。燕子多情，梁上呢
喃久。讵料残红犹恋旧，迟迟不肯随春走。

梅子黄时香欲透。未及伤春，补个愁
时候。曲岸柔条新绿瘦，风前惯得牵人袖。

招仙图

秋近荷风香未歇。楼上笙歌，恰与江
云接。山影暂随斜日没，柳丝依旧伤离别。

酒欲醒时人欲绝。犹记春前，曾把梅
枝折。只有多情今夜月，金波不作些些缺。

地质公园

一袭蓝裙腰际束。草髻花簪，贴鬓如
云绿。剩有零愁眉上蹙，心波何处寻归宿。

秋夜昔曾闻鬼哭。劫后山川，万象归
幽独。赚得诸天霖雨足，小姑长住清凉国。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广州市第十中学）

据说，王阳明与弟子游南镇时，学生
指着岩石中花树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
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
相关？”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
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
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
心外。”

我不知王阳明高深哲学的究竟是什
么。我的理解是，花开本没有意义，是心
赋予了它意义。

曾经有段日子，我心里的天空布满阴
云，暗淡无光。一个人走在大学校园，空空
旷旷，不见人影，却看到各种有名或无名的
花开得鲜艳妩媚。这些花引得我不禁问
道：无人来赏，何以怒放？即刻，我自己也
笑了，我不是正在欣赏它们吗？大概正因
为我的“心”，花便开了，是我的心与花一起
明朗起来。于是，我写下一首诗——

四季桃荷菊引梅，无边风景顺时追。
风前怒放只须放，桥畔霞红不为谁。
这些花该开的时候就开，不管有没有

人来欣赏，自性的绽放不为任何人。可
是，又回到王阳明的“此花不在你心外”，
似乎我的心一动，花便开了。是呀，没有
心，何以有花，何以有花娇艳的颜色？花
本是无感地存在，无觉地开放，是心赋予
了花开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不然，一颗
麻木心，怎能体会花开的情感？他的世界
也不会有这些明亮的花朵。

是心让花开有了意义和情感，也是心
让世界有了意义和情感。

比如一篇文章，便可以看作一朵怒放
的花朵，它的价值和意义就取决于读者的
心。同一篇文章，同一本书籍，在不同的
读者看来是不一样的。同是读马尔萨斯

《人口论》，达尔文读出了“生存竞争”，完
成了自己的进化论；同是读弗洛伊德《梦
的解析》，社会学家奥格本从梦的隐性内
容发挥想象，提出了他的“文化堕距”理
论；同样是《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
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
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
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同是花开，
因为不同的心而意义迥异。

心的境界，决定了花开的价值。而心
的境界，取决于修行的道路。

（作者单位系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许
多年没读到如此震撼心灵的诗句，只
看一眼，就烙印于心。在观看电影《我
的诗篇》时，我被 6个工人诗人的诗句
击中。来自粗粝的底层的声音，仿佛
劈开了骨头，让我直面这些诗句，以及
磨砺淬炼出这些诗句的生命。

6 位工人诗人，他们的诗，他们的
生活，混杂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压
在心头，重有千钧，无可释怀。我突然
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想让更多的人
看到这部有情怀的纪录片。

我与学生聊起了观影感受。《我的
诗篇》、纪录片、6 位工人诗人、有力的
诗句……我讲得很投入，学生却听得
很费解。他们不太能理解，还有这样
的电影？这样的电影有什么看头？我
理解学生——他们的生活主旋律是学
习，难以仰视诗意的星空；他们手中的
语文课本，只选编了少得可怜的几首
诗；考试作文的要求往往明明白白地
写着“体裁不限，诗歌除外”……有多
少父母会为孩子买一本诗集，会为孩
子读一首心爱的诗？

大多数学生所熟知的世界，没有诗。

慢慢地，有些学生开始对这部纪
录片感兴趣，一个性格很安静的学生
说：“诗是他们感情无处安放的寄托，
诗是他们的灵魂，承载着喜怒哀乐，诗
就是他们的生活。我想走进他们的
诗，走进他们的生活。”

随 后 ，我 与 妻 子 发 动 熟 识 的 朋
友带孩子一起观看，许多朋友的第
一反应是：孩子能看懂吗？我的回
答是：懂与不懂是相对的。从成年
人 的 视 角 来 看 ，孩 子 也 许“ 不 懂 ”；
可是在孩子看来，他们会有自己的
理 解 ，也 许 他 们 单 纯 的 心 灵 ，可 以
体 悟 成 年 人 无 法 懂 的 东 西 。 抛 开

“懂不懂”的顾虑，家长与孩子一起
感受这部特别的电影，本身就是极
为 难 得 的 亲 子 共 享 时 刻 。 我 们 陪
孩子吃饭、学习、购物，毫不吝惜物

质上的投入，但在精神方面，我们
亏欠了太多。

荧幕上打出诗句，影厅里是屏息
凝神的安静。孩子们在观看、在感受、
在思考，此刻，懂与不懂已经不重要
了，重要的是，这些真挚有力的诗句，
已经渗透进孩子们的内心。一个小学
三年级的男孩说：“所有人都可以写自
己的诗，所有事物都可以写成诗。”简
短睿智的话语引得一片掌声。

一个朋友说：“一直听着别人的故
事，读着别人的诗。今天，现场观影，
回忆我的祖辈、父辈、小时候，仿佛看
到了自己的影子，仿佛那是写给我们
自己的诗！我很幸运，改变了原有的
人生轨迹；我也很不幸，慢慢丢失了对
诗歌原有的热情。”

感谢《我的诗篇》——这堂最好的
诗歌启蒙课，让我们读到真正有生命
力的诗歌，让我们了解到底层生活的
困境，让我们触碰到纯粹的诗意和沉
重的现实。

我想，应该让更多的人，走进这堂
最好的诗歌启蒙课。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辽阳市第十八中学）

桦树塔是夹在干滩和梨园之间的一
片桦树林。

起大风的时候，姐姐总要去桦树塔
筢树叶。桦树塔在大风中发出的声音有
些沉闷，类似于流经千沟万壑的松涛，又
有点儿像河流缓缓流过的呜咽。走进桦
树塔，声响就在头上，一下子变得清脆起
来。树叶和树叶碰撞在一起，既像是调
皮的孩子抱成团笑着往下蹦，又像是泉
水流经碎石发出的叮叮咚咚声。树林蓊
郁，风吹过皮肤，好像细水流过，让人忍
不住要用手抹一把、甩一下。

姐姐放下背篓，竭力想用筢子把树
叶拢到一起。可是风太大了，刚刚拢到
一起的树叶哗一下又飞起来，像一群受
惊的鸽子，旋舞着飞上天空。姐姐放下
筢子，坐在地上哭起来，我手足无措地站
在一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风刮了
多久，姐姐哭了多久，我已经不记得了，
只记得风的声音，由远而近，由近而远。
最后，风的声音渐渐低下来、细下来，就
像呜咽的人得到安慰而渐渐止住了哭
泣。风停下来，世界也就静下来，姐姐抹
抹眼泪，站起来重新开始筢树叶。树叶
一堆一堆地拢起来，一会儿就像一座小
山包。

这时候，一群白蝴蝶飞了过来。不
知大风刮起的时候，它们藏在哪里？如
果停在树叶上，恐怕早被风刮走了，它们
纤细的足、轻薄的翼，可以依附在哪里
呢？但它们就这样飞过来了，绕过树干
到了我的跟前。我跟在这群白蝴蝶后
面，它们飞上飞下，飞前飞后，总飞不出
桦树塔。我距它们很近，近得似乎一手
就能攥住，可是又永远无法触碰它们，就
像永远无法触碰自己的内心。忽然，这
群白蝴蝶向天空飞去，隐入桦树浓密的
树叶中，不见了。

不知从哪一年起，姐姐再不能去桦
树塔筢树叶，我也无法再跟着去。干滩
边的两个村子，为这片桦树林打了起
来。一天早上，我们围在一张大桌上吃
青菜泡饭，还没吃完，嚎叫声、打斗声便
响了起来。母亲赶紧将门闩上，我们一
齐望着母亲，谁也不敢吭声。械斗整整
持续了 3 天，我们从打斗的声音里辨别
受伤的人，有些我们认识，有些很陌生。
奇怪的是，这些声音在我听来，总觉得是
从遥不可知的地方传来，就像是古代的
一场战争，将战场设在了桦树塔。

械斗对两个村子的打击是沉重的。
虽然没有出人命，但参加械斗的人基本
都受伤了，不少人甚至落下了终身残
疾。公社书记接到报告，直接带民兵荷
枪实弹赶到桦树塔，械斗便这样平息
了。公社干部做主，这片桦树林两个村
子一边一半，而且立即砍伐，不留后患。
因为桦树是单数，最后还剩下一棵没砍，
孤单地长在那里。

前年，我回老家，这棵树还在，高大、
肃穆，像是桦树塔的墓碑。

一堂诗歌启蒙课
□周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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