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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暄琐话

人生边上

开一扇向阳窗开一扇向阳窗
□任随平

肠断白蘋洲
□朱美禄

春日闲行
云开天罅半湖明，七十二峰青绕城。

尺水尚寒妨濯足，一瓢闲挂不关情。

花看蹊外无名紫，鸟听烟中欲雨鸣。

最爱风光行尽处，草痕犹傍屐痕生。

泰伯遗祠

重过梅里谒鸿名，瓦影寥寥没市甍。

灯外路寻苍壁暗，月中门隔古人清。

龟螭何处勒三让，蛮触至今矜一争。

依约庭前旧时柏，风霜千载不枯荣。

太湖春涨

浩然势接海之头，烟水无心足自由。

沓浪压堤晴雪涌，暖云蒸日翠峰浮。

翻飞沙鹭闲装缀，零落樱花任转流。

更指苍茫天际外，长风曾送一扁舟。

梦雪

昆岫之巅接霄极，九天花落玉崔嵬。

飘飖舞逐回风袖，剔透质含明月胎。

悬圃萦环尽琪树，嶰溪俯瞰一银杯。

野人冷坐复长叹，谁见凡枯甑有埃。

瑞香

元在云山清约身，匡庐夜梦惹凡尘。

三春阳吹碧摇影，一点明霞红注唇。

不必荀炉残更换，时飞庄蝶幻耶真。

林泉已是难归去，但许幽轩重隐沦。

梁溪晓月

半轮孤魄带疏星，忽觉波涵天外青。

影共满城灯色淡，浪摇几处鸟声醒。

最怜楚岸碧垂柳，曾系吴侬旧钓舲。

如梦依稀少年日，一时欲辨却忘形。

（江苏省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徐龙）

在生命流转的墙上，开一扇向

阳窗。

开一扇窗，让馨香的阳光落进

来。阳光是天堂的灵物，穿越浩渺穹

苍，历经千万里之遥的历程，播洒在

广袤大地之上。世间万物，因了阳光

的照耀而葳蕤，而芬芳，而旖旎。于

是，阳光所到之处，生命就有了勃发

的营养。

不 是 么 ？ 听 说 过 这 样 一 个 小

故事。

有个小女孩与奶奶相依为命，奶

奶眼睛却因白内障早早看不见东

西。每天早晨，当第一缕阳光从屋檐

上斜射下来的时候，小女孩就将奶奶

安置在向阳的窗边，让奶奶倚着窗口

晒 太

阳。可是，阳光的脚步是不肯停留

的，很快就从窗口挪移而去，这时小

女孩就拿着笤帚在门口不停地扫，奶

奶听见了，问孙女扫什么，小女孩笑

呵呵地说：“我在扫阳光，把阳光扫进

屋子，屋里就暖暖的，就像阳光照在

您身上一样。”

是的，生命因了阳光的照耀，内

心就会敞亮，灵魂就会散发出迷人的

馨香。

开一扇窗，鸟鸣就会落进来。湿

漉漉的鸟鸣从窗外的高树上落下来，

滴在窗沿边，溅到窗棂上，一不小心

就落在临窗的藤椅间，落进线

装书页里，落进香气氤氲的杯茗

里，落进你我斜斜的仰望里，落进耳

鼓里，这时候时间就是缓慢挪移着脚

步的诗行，鸟鸣就是这诗行末尾的逗

号，点逗出一份明丽，一份安谧。生

命浸润在这样的时光里，不就是怡然

自得么？

有个写诗的朋友，诗歌写得灵动

迷离，读过他诗句的朋友，都会因这

诗句而温暖，而畅叙。有一段时间，

大家因为各自忙工作，很久没有互相

联系了，忽有一日，有朋友在微信群

里提议大家小聚一下，大家都同意择

日一叙，谁知写诗的朋友却说自己无

法赴会，他的身体出毛病了，胃镜查

出胃部有恶性肿块，需要住院治疗。

大家除了惊异之外，便是良言慰藉，

字里行间流露出淡淡的愁绪，谁知写

诗的朋友话锋一转，在微信群里发了

一个推窗而望的动画图，下面跟着两

句话：“在生命的小屋里，时刻不忘推

窗而望，鸟鸣就是最好的良药！”果

真，写诗的朋友在认真接受治疗的同

时，心怀自然，微笑面对，经过半年多

时间的治疗，他的病情逐渐得到了控

制，肿瘤由恶性转入良性，奇迹在他

身上出现了。朋友用顽强面对生活

的双手，为自己的生命推开了一扇

窗，诗意的鸟声便能伴随他每一个如

洗的黎明。

开一扇窗，开一扇爱的窗，即便

是小小的窗口，也能洞察季节流转。

春日的徐风吹过，大地养育了融

融的绿意，绿意深处，是经久弥漫的

馥郁馨香；炎炎的夏日里，遍野的绿

植，荷塘边的蛙声，蛙声叫亮了满天

的晨星；秋色迷漫，落日西下，那旋舞

着迷人身姿皈依大地的黄叶；迷离冬

日里，炉火烧红了的暗夜，暗夜裹挟

着围炉而坐的酡红脸庞……这一切，

只要你在心灵的壁垒上开一扇窗，所

有的风景都会成为你我心灵的图画，

映照出一片旖旎，一片独有的天地。

开一扇窗，开一扇向阳窗，在生

命流转的墙上。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静宁县城关

镇西关小学）

途经故乡，我顺作短暂停留，踏

访了一趟久违的故园。

沿着村口进去，村庄依然是旧

年的格局，只是邻居大都搬迁了，荒

村显得很冷寂。我家的老屋是最早

拆除的，自然更荒凉。屋基间，当年

拆屋时全被倒塌下来的砖土覆盖的

地方，已然生长出一株株赛人高的

枸树来，在冬日的阴晦里密匝挨挤，

它们的叶子枯黄飘落，林间疏疏朗

朗。禾场，昔日总被打扫得光光整

整的晒谷打场的地方，荒草蔓盖，成

了厚厚的草的地毯。

禾场边的枸林里，赫然挺立的，

依然是那株施惠我们几十年的枣树！

雨这时下起来了。冬日的雨，

乱纷纷地直敲打人的头脸颈，冷飕

飕浸人肌骨。地上湿漉零乱，枣树

在这样的境况里更沉默了。它浓绿

的叶子大都落了，残留下来的，呈出

黑褐或赭黄色，在枝丫间瑟缩。它

们大约是觉得冷了，然而却依然坚

守着。枝柯树干，也从夏日的繁茂

遮掩里清爽爽地展露出来，朴素沉

稳，受雨的淋洗，更焕发出润泽灵性

的光泽，是活脱脱的唐宋书画里简

约精神的样子。想到来年春天它又

捧出满树浓绿的叶和青朗的果，枣

树实是沉静、内敛和扎实地吮吸天

地自然滋养的精灵了。

这枣树的身世其实普通平常。

苗子是哥哥年少时从乡亲那里讨要

来栽植的，栽时随便浇了些水，第二

年就成活了。几年后长大，便开始

每年为我家奉献一树的蜜枣。小时

候，食物匮乏，树上结的枣子是我们

最好的零食。每年八九月份，枣子

成熟，红的白的像颗颗钻石一簇簇

一串串挂满枝头，惹人口水直流。

我们往往搬来竹竿扑打，枣子阵雨

般地蹦落下来，砸得地上咚咚直响，

我们择大的拾起，用手背揩揩，咔嚓

一声咬在嘴里脆嘣直响，一股蜜甜

便滋生在味蕾和心头。

家里那时实在太困窘了，共6个

孩子，全靠父母在集体公社劳作来

养活，自然是难的，于是父母便在大

自然里想办法。割窑柴来卖，大队

的石灰窑收购柴火，父母白天出工，

晚上到堰堤上割柴，上半夜月亮出

来上半夜割，下半夜月亮出来下半

夜割。多少个星稀月明夜，父母双

双挑着100多斤重的柴到几公里外

的窑上出售时，已是次日凌晨，就这

样一角一分地积攒孩子的生活费和

学费。每年都喂几头猪，收工回来

总立马到水库边和堰塘里打猪草，

卖猪的钱用来交孩子的学费。我的

父母就像这深深扎根大地的枣树，

在冷冬般的贫穷里，坚守着为我们

奉献幸福和甜蜜。

一阵风猛然吹来，满树的水珠

簌簌抖落。我从沉思里回过神，走

近细看，在前面伸出的带着花皮木

纹的枣枝的细部，分明有水珠蘸在

尖长的枣刺上面，晶莹剔透，明净晃

眼，我陡感觉似乎有枣木香透过来，

清新扑鼻。我们的父母，他们身上

的质朴勤劳，诚如这冬雨里的枣木

香，也是本色清新的。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京山市钱

场中学）

晚唐温庭筠可算是文人中致力

于倚声填词的第一人，后人集其词为

《金荃集》，共收录76首，多为精妙绝

伦的恻艳之词。《梦江南》一词道：“梳

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

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这首词规制虽短小，争议却很大。

除了“望江楼”和“白蘋洲”地名在

何处、是否可以坐实之外，争议更主要

集中在结句上。美学家朱光潜曾在

《诗的隐与显》一文中指出：“收语微近

于显，如果把‘肠断白蘋洲’五字删去，

意味更觉无穷。”为了把观点说得更透

彻，他还列举了温庭筠《瑶瑟怨》一诗

进行对比：“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

水夜云轻。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

中月自明。”这首诗感情的传达十分含

蓄，通篇无一“怨”字，而“怨”意自生。

朱光潜推崇这首诗体现了“隐”的妙

处，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今人唐珪璋和钟振振二先生曾

主编过一本《宋词鉴赏辞典》，其中也

包含了少量唐、五代时期的词作。温

庭筠《梦江南》一词的鉴赏者认为：

“‘斜晖脉脉’，意谓在斜阳余晖照射

下一片静默。水自悠悠地流去，亦表

明江上已无船的踪影。”“思妇眼中的

江上一片寂静景象，也暗示出这日已

经绝望，故‘断肠’乃显得有力，非轻

易道出。”在他看来，“肠断白蘋洲”并

非蛇足，而是豹尾，绝不是漫不经心

地写出来的，当然不能删去。

现代词学名家夏承焘先生在《唐

宋词欣赏》一书中对温庭筠这首词有

独到的理解。“‘过尽千帆皆不是’，一

方面写眼前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含有

‘天下人何限，慊慊只为汝’的意思”，

表明了词中女子对爱情的坚贞和专

一。“斜晖脉脉”虽然是写黄昏之景，

但联系开头的“梳洗罢”，便意味着词

中女子已经盼望整整一天了。由于

一切景语皆情语，这句“不是单纯的

写景，主要还是表情，用‘斜晖脉脉’

比喻女的对男的脉脉含情、依依不

舍”。至于“水悠悠”一词，“可能指无

情的男子像悠悠江水一去不返”。将

“悠悠”作无情解，夏承焘先生举了

“悠悠行路心”的例子，也具有一定的

说服力，“这样两个对比，才逼出末句

‘肠断白蘋洲’的‘肠断’来，这句若仅

作景语看，‘肠断’二字便无来源”。

朱光潜的观点有理也无理。之

所以说有理，是因为删去“肠断白蘋

洲”一句，确实显得含蓄一些。由于

前面几句写出了一个焦灼等待离人

归来却一再失望的思妇形象，以“斜

晖脉脉水悠悠”一句收束全文，能够

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如画舫笙歌，

从远地来，过近地，又向远地去”，有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之所以说

无理，是因为温庭筠是倚声填词，而

词“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

这种严格的规定性使得词与散体文

章不同，断不可随意删去其中某一

句，否则便不是词了。

其实，诗词除了含蓄之外，还有

一种奔进的表情法。梁启超在《中国

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说：

“碰着意外的过度的刺激，大叫一声，

或大哭一场，或大跳一阵，在这种时

候，含蓄蕴藉，是一点用不着。”这样

结尾，便是煞尾，“如骏马收缰，忽然

停住，寸步不移”。

夏承焘先生消泯了情景二元质

的对立，认为一切景语皆情语，看到

了温词中“斜晖脉脉水悠悠”表情的

内核，也看到了该句和“肠断白蘋洲”

一句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这种联

系，使得结句的出现水到渠成，具有

合理的依据。夏承焘先生别具只眼、

擘肌分理、深刻细致的解读，既有说

服力，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温庭筠词表情隐约深微，意味

含蓄隽永。就是这首貌似简单的

《梦江南》，大家的态度也是见仁见

智，莫衷一是，似乎正印证了“诗无

达诂”的老话。

（作者单位系贵州财经大学）

冬雨里的枣树冬雨里的枣树
□□李甫辉李甫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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