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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书香能致远
人生边上 我的

画廊

征稿

“我的画廊”栏目长期征集一线
教师原创书法、绘画类作品，请自选
10 幅作品，将作品拍照后发送至投
稿邮箱。发送作品的同时，请注明
作者姓名、地址、工作单位、个人简
介、联系方式等资料。

拍照要求：拍摄清晰，无阴影
和明显褶皱，可对作品进行电脑修
图调色，但不能添加水印和边框等
修饰。

邮箱：2606193792@qq.com

负暄琐话

一百年前，《狂人日记》发表于

《新青年》杂志，作品振聋发聩，其影

响至今不绝，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经

典作品。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白话小说

处女作，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

表作。傅斯年说，“鲁迅先生所作《狂

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

个透彻极了”“《狂人日记》用写实笔

法，达寄托的旨趣”。吴虞发表《吃人

与礼教》一文，称这篇小说“把吃人的

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

楚。那些带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

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就

像戏曲中的“亮相”，鲁迅的《狂人日

记》一出场，就赢得“碰头彩”，而且长

久留在观众的脑海中。

《狂人日记》是鲁迅思想和文学

的纲要，是他前半生经历的总结，是

他思绪和感情的凝聚。鲁迅接受的

传统及非传统教育，碰上周遭无奈的

现实，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纠结。一个

受过开放教育的人回到封闭的社会

中，日益感受到禁锢，产生了种种的

不适和愤懑，借狂人的言词、行动表

达出来。鲁迅对中国历史和文明的

深入思考，对中国未来的担忧，都不

同程度地表现在这篇作品之中。

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狂人日记》

中有果戈理，也有尼采，既忧愤深广

又清脆嘹亮，既寥远又实在。这种旋

律持续奏响到鲁迅的生命尽头——

他像困顿的过客那样奋力前行，时而

像“这样的战士”一样举起投枪，时而

向“陈年流水簿子”踹上一脚；他也不

忘向悠久历史中“民族的脊梁”致敬，

更期盼“于无声处听惊雷”；他时而走

到前台，吟唱《死火》和《影的告别》，

时而站在后台操作提线木偶，让未

庄、赵庄的人们表演一幕幕悲喜剧。

鲁迅许多作品的形象，都能在《狂人

日记》中找到原型。可以说，《狂人日

记》是鲁迅文学交响的序曲，它的主

旋律生出多种变奏，响彻后来的小

说、散文、杂文、诗歌。

《狂人日记》也是未完成的文本，

全篇最后的省略号“救救孩子……”

含无尽之意。怎么救？鲁迅没有给

出方案。狂人的“狂语”不成系统，还

没有思考周全。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因为其后一百年中，人们一直在苦苦

寻找自救和施救的道路。

鲁 迅 这 一 声 呐 喊 是 新 文 化 时

期最激越的声音，至今回荡在中国

大地，时时提醒我们还有未完成的

使命。

（作者系鲁迅文化馆常务副馆长）

我在秋天的山路上，邂逅了一

片片金色的萱草。

闽北小城的秋天，山、树、茶

园、小溪，都晕染了一层淡淡的辉

光。不似夏天的喧闹，这是秋的味

道 ，天 地 之 间 ，见 到 一 种 端 然 气

象。草木青碧依旧，但是，许多金

黄跃动在层层青碧里。那些金黄，

我认出它们——是萱草。

读高中时，每到秋天，我就会与

最好的朋友一起到小山坡上采萱

草。我们手牵着手，穿过一个破败

的石门，然后手脚并用地爬上那座

红色砂岩的崖壁。崖壁上开满了金

黄的萱草，我们开心地采了又采，香

气令人微醺。

对着快要落下的夕阳，我问：

“萱草还有一个名字叫忘忧草，你知

道吗？”朋友说：“如果忧愁这么容易

忘记那就好了！”我轻轻抚摸一下她

的手，表示一点点的安慰。她又掏

出一本舒婷的诗集，我们一起读，读

到《神女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

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夜”，

真是又凄凉又惊心。

心，真的能变成石头吗？

我们给每一座山、每一条谷都

取了一个温暖的名字——

“我要叫那里桃花谷，因为春天

的时候就开满了桃花。”

“那这里就该叫‘翠微崖’了，

‘翠微’两个字真美，好像都可以嚼

一嚼吃下去呢。”

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一个

诗人叫海子，他也说要“给每一条河

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

人，我也为你祝福”。

夕阳西下，我们抱着一捧萱草

下山。路上，我胡诌了一首即景的

小诗：“闲云伴青山，夕阳斜照晚。

依依野村卧，袅袅紫烟升。”她立刻

和一首给我：“山笛幽且远，牧童嬉

笑回。稳稳归牛步，款款鸟入林。”

那个年代已经远远地离去了，

没有人拥有回程的车票。

如果，我们在疲惫生活中依然

拥有一点点英雄梦想，那是因为，我

们都是有故乡的人——那个故乡叫

“八十年代”。

又一次邂逅许多许多萱草是在

台湾。也是深秋时节，苏花公路上，

一侧是烟波浩渺的大海，一侧是怪

石嶙峋的危崖。就这样相遇了，漫

山遍野的萱草花，金黄金黄的，在蓝

天白云之间雀跃。我的心也雀跃

着，飞越了万水千山。

它们明明是我年少时的那些萱

草。它们又明明不是我年少时的那

些萱草。

有时，我回到故乡小城，骑着一

辆单车四处闲逛。白衣、黑裙，一顶

浅蓝色的帽子，内心深处，怀着“破

帽遮颜过闹市”的快意。

穿过一条条小巷，在古老的廊桥

上吹风，在集市里买几把碧绿的蔬

菜，在桥洞下看一个女子娴熟地包清

明果，听一群老人在古老的香樟树下

聊天……我骑着车从那个斜坡冲下

去，风吹起了我的长发和裙子。

突然就要流泪了。我必须感

恩，感恩生活予我柔软的心、依然会

流泪的心。其实，纵然是白了少年

头，尘满面、鬓如霜，我依然可以不

改变，宛如当初那个少年。

过尽千帆，阅尽人世，才知道一

定还会有一点点什么，在灯火阑珊

处，等了又等。

早上，读到一位诗人关于“人”

的小诗：

“凡人皆有其趣，人之命运犹如

星辰秘史。凡人皆有特点，恰如星

斗各各相异。”

“一个人若悄然生活于世，不为

人知，且于悄然中交友，那悄然也饶

有乐趣。”

“凡人皆有自己的世界，这世界

美好的瞬间、悲惨的瞬间，皆为他自

己的瞬间。”

是的，美好的瞬间、悲惨的瞬

间，皆为他自己的瞬间。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厦门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

小时候，我的房间临窗，累了便

望向窗外，将一些风景收进视线。赶

上细雨蒙蒙的日子，窗外老树发出的

新芽将满是沧桑岁月的嶙峋枝干点

缀得容光焕发。人也不安分起来，于

是便悄悄溜进家里的西下屋。

西下屋放着一个军绿色的旧帆

布箱子，箱子被父亲上了把铜锁。但

是，我细小的手还是可以伸得进箱子

缝，把箱子里的书一点点偷拿出来，

悄悄躲到房后的老树下看，再偷偷塞

回去。

有一年，每天天不亮就睡醒了，

盼望着天亮。捱到天蒙蒙亮后，便悄

悄溜进西下屋，在帆布箱子里翻出了

一本厚厚的《红楼梦》。每天看到阳

光穿破云层，父母喊吃早饭时，才恋

恋不舍地把书放回去，再假装刚睡醒

去井院洗脸，然后回大屋吃饭。

从小，我就热爱读书，书是我的

精神糕点，是那个年代最快乐、最富

有的享受。

读师范时的一个假期，亲戚说帮

我在新华书店找了个临时工的差事，

分拣、整理书库里的书，能赚一点儿

辛苦费。我当然十分乐意，尽管不允

许看书、翻书，可每次分拣那些厚实

沉甸、装帧典雅的书籍时，我都如遇

见老友一般，充满相逢的喜悦。

一个早上，书店来了一位脚穿黄

胶鞋、身穿中山装的男人，一进屋就

问有没有《机械修理》这本书。售货

员说有，可在书架上找了很久也没找

到，仓库里也没有。男人急得脸上渗

出细密的汗珠，他说：“我是生产队队

长，特意进城买这本书。我们村的磨

米机坏了，这可怎么办？”主任只好让

他留下地址和电话，说找到了给他打

电话。

过了几天，在分拣积压书的时

候，终于发现了这本书，淡淡的白绿

色封皮，上面印着一部机器。主任

给他打电话，不知什么缘故，打了几

次都没能打通。于是，我和一位姐

姐被派去送书，书送到那位生产队

队长手上时，他不住声地说着感谢

的话，又托一辆进城的拖拉机把我

们捎回城里。因为圆满完成了任

务，主任还破例允许我每天借一本

旧书回寝室看。

从此，书成了我的“爱侣”，每天

晚上都要躺在床上看上一段时间，才

会满足地沉沉睡去。

曾经认识一位清洁女工，她是一

个不幸的人，丈夫癌症去世，家里欠

下许多债务。但她并没有放弃生活，

在城里租住简易平房，供养两个女儿

上学。一次我去看她，狭小的房间收

拾得干净整洁，两个女儿在书桌旁写

作业，她倚在床头安静地看书，房间

里唯一的家具是一个大书柜。见我

诧异，她淡淡地笑着说：“虽然日子不

宽裕，但精神世界不能没有营养。”后

来，她的两个女儿相继考上了重点大

学，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帮助母亲还

清债务。她是位聪明的女人，懂得用

书香滋养精神世界。

以书为伴，滋润身心，书给予生命

最丰富的营养，生命之树才能不衰老、

不凋落，才能不惧流年、不惧坎坷。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昌图县泉头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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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长安西去穿沙海，

丝路延承述故功。

汉月依稀传暮鼓，

唐风往复振晨钟。

斗观尘虑朝行客，

星佑霜华夜宿翁。

聚散悲欢今已逝，

徒将诗酒对花红。

宝鸡

溪水鸣琴飞涧谷，

漆园梦蝶过仙椿。

琉璃青觯言丝语，

铁马金戈话白麟。

才历焚香湖海客，

又逢益店渭川民。

不闻烽火升苍岭，

只听驼铃传陇秦。

天水

盘古斧挥开混沌，

伏羲土下起人烟。

名捎星汉澄清水，

地带神州蓝蔚天。

云窟危仙惊呓语，

神祗佑众信诚虔。

陇原大地逢新纪，

陌上春风换旧年。

兰州

千年华夏黄河育，

一座金城白塔山。

天际青青为客扫，

铁桥翼翼悦容颜。

驼铃清脆逾今古，

左柳条长系往还。

丝路今时新气象，

春风吹度玉门关。

（陕西省陇县第二高级中学 魏斌）

▲《蓝色之光》 成都工业学院 张雨婷

□黄乔生

□邱立新

狂人日记：最激越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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