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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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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画廊

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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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尚明

窄狭的通道，由一面面背景墙板

间隔起来，偌大的展厅里，摆满了带

有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的自然山

水画般纹理的石材，它们像画屏竖立

成夹道，迎接着四方游客投出的惊讶

目光。据说，这些石头先是进口于世

界各地，然后再用玉石切割机精心分

割而成。当我小心翼翼地从一面面

“山水丛林”间穿过，抬起手轻轻地触

摸，流淌在指尖的不仅是玉一样的温

润，还有独特的光华，仿佛经过了数

亿年的缓慢沉淀后刹那间透过指端

穿越而来，将人的思绪引向悠远。

深埋山体当中的石灰岩，经过了

亿万年的海浪侵蚀、流水搬运，白色之

中毫无规则地带有一些多色花纹，剖

面可以看到宛若天然的山水画。这些

“画”就像大自然的颜色一样清新，透

过白天各种光线的反射让人眼花缭

乱。上好的玉石质地细腻、纹理温婉，

如果用来作装饰材料，会使整个空间

生机盎然，充满大自然的气息。

沂蒙山区各地的花儿开了。人

世间的花，海棠也好，芍药也好，我都

不想辜负；石头上的花，我同样不想

辜负，就像这场山东平邑石材城的花

儿之约。在它“笔”下勾勒出来的花

卉，在它“园地”里精心培育出来的生

命，栩栩如生，形象鲜活。这花，是用

美丽的汉白玉雕刻出来的，是用朴素

的大理石雕刻出来的。

曾几何时，石头是与贫穷联系在

一起的。只要是靠山的村子，都被一

堆堆石头围裹着，脚下踩的是石头，

屋子垒的是石头，石头的灶台，石头

的盛具，连睡着了做的也是与石头有

关的梦。曾有一首出嫁歌：“石头峪，

石头家，石头嫁妆，石头花……”农家

多石屋，我小时候也住过，是沂蒙山

区房屋建筑的特色。讲究的，在石屋

门楣处嵌块石、雕个吉祥图案，有的

是飞禽走兽，有的是富贵牡丹，习俗

传承，寓意深远。在石匠手中钎锤叮

当的敲击下，于岁月流转、烟火相继

而来的家，便一点点兴旺起来了。有

着富贵牡丹门楣的村庄里，阳光温

暖，每一个角落都溢满幸福的气息，

日子便也如溪水般静静流淌。

多石的村子，也多石匠。三爷爷

就爱以石为材，在上面雕刻制作石

槽、石磨、石臼，都是生活里离不开的

物件。乡村里人家盖房，房基要用上

好的石，石必须雕成长方形，平平整

整、四四方方。斜的纹理刻在基石的

任意一面，整齐有序地排列起来，垒

出来的墙基像 4 月的斜风细雨，无一

丝乱象。三爷爷最遗憾的是没有把

手艺传给下一代，他惶惑过、悲伤过，

或许也以为，人工雕刻的手艺自此便

不能后继有人了；他也放弃过，现在

盖房都用红砖灰瓦，谁还关注一锤一

钎雕刻出来的石头，谁还在意石上寓

意深远的石花呢？

三爷爷始终不知道，这些石花或

许永远都不用人工雕琢了。刀切大

理石的机械，已代替了繁重的人工操

作。而我所说的那种花，经历了这些

专业设备的一次次抛光、打磨，直至

雕刻成一瓣瓣半成品的花朵，曲线流

畅、精致唯美，一件成品只用去短短

几个小时的时间。高精密的数据玉

石雕刻机的诞生，提升了石材经营加

工的竞争优势，当一片片石花雕刻完

成，经过认真选拣组合后，装贴在楼

宇墙壁、地面、台面、廊柱之时，那种

金碧辉煌、光彩夺目，怎能不让人流

连忘返？

再也不怕唱起这样的歌谣了：“石

头峪，石头家，石头嫁妆，石头花……”

拥有这样精美的嫁妆，会让多少年轻

人心生思慕？再也不怕唱起这样的歌

谣了，这石的赠予，不仅是为平邑人民

创造了财富，还为我们整个沂蒙山区

的人民增添了自豪。从这玉石林立的

自然山水之间漫步走过，总有一种柔

软的情愫在心头暗暗涌动——在那精

美的玉石上只停留一眼，时光已仿佛

穿越了数千年。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蒙阴县第一

中学）

《雨巷》与《蒹葭》
□张海燕

前日读《雨巷》，看到“丁香姑

娘”的象征意义，不由得想到了《蒹

葭》中“在水一方”的“伊人”。

“丁香姑娘”和“伊人”都是女性

形象，一个忧郁，徘徊在南方梅雨季

节的雨巷中；一个凄美——诗中虽

然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美，但从主人

公的苦苦追寻可以想象，北方深秋

时节清晨的芦苇边，她遗世独立的

优雅身姿。这两个意象是极为相似

的，跨越时空，都让人又哀又怜，脱

俗又悠远。

诗歌的外延在于主观情感在诗

中的投射。“丁香姑娘”也许是实实

在在存在的一位姑娘，作者想与她

偶遇而不得；“在水一方”的“伊人”，

应该也是作者苦苦追寻的一位姑

娘，若隐若现、若即若离。两者都是

爱而不得，所以忧伤、惆怅。但是，

如果将诗歌的意象投射于更广阔的

现实之中，“丁香姑娘”和“伊人”就

又成了作者对理想的追寻，都是想

得到而不能到达的理想彼岸。

《雨巷》的写作背景也已暗示

了这一点，作者当时正是在现实社

会中苦苦地寻找出路。至于《蒹

葭》，作者与写作背景已不可考，参

照王国维先生“人生三境界”的提

法，“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诗中的“伊人”正如“蓦然回

首”的顿悟，是苦苦追逐的梦想，可

偏偏“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这种

对诗意多义性的解读，还可以根据

读者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重新解

构，这也正是经典诗歌能够历久弥

新的原因。

许多人说戴望舒的“象征主义”

手法深受法国象征派影响，似乎也

不全是。戴望舒的文学发蒙肯定深

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其与现

代文化、国外创作风格的碰撞中，逐

渐形成具有自身代表性的表达方

式。总体说来，《雨巷》和《蒹葭》在

内在的文化审美层面具有延续性，

《雨巷》正是承袭了《蒹葭》意象的象

征性和多义性。

两首诗不仅精神内核有诸多相

似之处，其外在的呈现方式也有所

传承。在语音层面，两首诗都有一

个显著特色，就是具有强烈的音乐

美。这种音乐美，体现在词句的复

沓、押韵等方面，营造出回环往复的

感受。

读《雨巷》一诗，押韵自不必说，

第一节与最后一节除了将“逢着”改

成“飘过”，其他词句完全一样。不仅

是内容的首尾呼应、语言的重复出

现，也正是音乐旋律的基本表现手

段。同样，《蒹葭》虽然年代久远，语

音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演变，但现在

读来仍然朗朗上口。而且，除了更改

了几个主要的字词外，其余文字基本

一致，将复沓的手法用到了极致。

其实，《诗经》在创作之初就是

可以吟唱的歌词，诗歌与乐曲从来

都是密不可分、相互生发的“伴侣”，

《蒹葭》如此，《雨巷》同样如此。

念着两首唯美动人的诗句，思绪

仿佛到了那个“雨巷”，期待着与那位

“丁香姑娘”的邂逅；思绪仿佛又回溯

数千载之上，来到“白露为霜”之时的

蒹葭丛中，浅浅地念着“所谓伊人，在

水一方”，悠悠不绝……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黄石市第

一技工学校）

负暄琐话

下雨了，滴答滴答，思绪万千。

回忆儿时那段过往，记忆犹新——

雨天总有一种怀旧的思绪，渐渐地

把我牵回过去的时代。

那时，湛蓝的天，草儿绿，花儿

嫣，这片沃土好像天然地打上了“滤

镜”。新鲜的嫩草像给大地铺上了

绿色的地毯，阳光倾斜，形成光晕，

好像一片“绿光草原”。

这么美的草坪，肯定藏有我的

“好伙伴”，一种极为普通的小昆

虫——螳螂。我们村的孩子对螳

螂有一种特殊的喜爱，《村居》描

写的诗句“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

东风放纸鸢”，在我家乡的草坪，

却是“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黄昏

捕螳螂”。

另外一种常见的昆虫却没有螳

螂那么幸运。宋代诗人方回写道，

“暗想田塍上，禾秋蚱蜢飞”，在秋田

丰收之季，蚱蜢数量较多，时常被我

们捕获后送给螳螂作“点心”。草坪

上还有一种特殊的草，撑开的叶子

像手掌一样。这种草结了一个小肉

包，我们称之为“草包”。听说，“草

包”里有白色的虫子可以食用——

儿时还真的掰开过，里面果然躺着

熟睡的虫子。但我虽然口馋，最终

还是不敢把虫子送进嘴巴，生怕它

们在肚子里长成大虫。

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住过一段

时间，受到过潮剧文化的熏陶。那

时看到潮剧《十仙庆寿》里的神仙手

拿拂子，我也一直吵着要这种潮剧

演员的同款“拂子”。一次，陪爷爷

去老屋，老屋门前长满枝叶茂密的

生姜枝干。爷爷拿起镰刀，把生姜

的枝叶据断，然后拎起锄头，准备挖

土取生姜。突然，爷爷的行动变得

怪异起来，他随手捡起地上一条生

姜枝干，对着老屋的石柱拍打，发出

噼里啪啦的声音。我在一旁吓得不

轻，心想：爷爷今天的脾气真倔，难

道是今年收成不好？还是爷爷想把

握力度，以后我不听话时，就用生姜

的枝干来教育我？想到这里，不禁

毛骨悚然，瑟瑟发抖地坐在青石台

阶上，丝毫不敢乱动。

爷爷拿起生姜枝干向我靠近，

我吓得闭上双眼，心里默念：“不要

打我，不要打我！”他却把生姜枝干

递给我，问道：“看着像什么？”噫，

居然有点儿像潮剧里神仙拿的拂

子——半米长的生姜枝干，一半被

爷爷用力抽打石柱时形成“金线”，

一半像小木棍一样刚好可以握在手

里。我心下窃喜，拿起拂子，不断挥

舞，把自己想象成神仙，好像顿时拥

有了法力。如果给“生姜拂子”沾点

水，那会更加有趣，好像可以让“仙

法”随着水珠洒向大地，看着“天街

小雨润如酥”的美景。

叮咚叮咚，雨珠敲打玻璃窗发

出的声音，把我从旧时光中牵了回

来。如今，我已是一名教师，每天都

会接触许多孩子。生活在钢筋水泥

里的孩子，大多缺少我过往的经历，

我真的想把那个纯纯的年代讲给孩

子们听，带他们穿越到过去的时光。

在雨中听花语，仿佛来到故乡

那棵大榕树下，看见诗人袁枚所描

写的“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的

场景。看一看树上的鸟窝，捡一捡

满地的无花果，再去摸一摸用黄泥

捏成的“四不像”，走一走那条田野

间蜿蜒的泥巴小路……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汕头市龙

湖区立才学校）

漫步
老翁垂钓一溪东，鸟雀轻灵过碧丛。

莫道闲行无醉意，斜阳如洗絮飞红。

绿萼梅
碧玉衣裳衬雪肌，胭脂未著也相宜。

或来红粉争春色，空妒香清骨亦奇。

游鸣沙山
细细黄沙作水流，锦鳞不见鸟飞愁。

我来不问千年事，但坐风中似古丘。

登龙鼎山
春风几路掩行踪，宝鼎炉烟绕鼓钟。

惟见云松山上小，欲看却在那边峰。

月牙泉
黄沙莽莽驼铃老，遗落婵娟泪半卮。

古树犹眠鱼似梦，金沙细细向须弥。

杭州集贤亭
小亭独上起幽思，不见前贤见我痴。

漾漾青莲擎玉盖，露珠风里落参差。

曹雪芹纪念馆
幽幽庭院敞南门，秋色迟来绿有温。

几案闲题清味道，小城不觉杏花痕。

春雨
春花著雨染云山，画伞移来香入鬟。

小鹊窠中沉似饮，明朝衔绿唤蛮蛮。

葛西河所见
野鸭苇丛摇碧深，香蒲堤岸菊花金。

垂翁但纵长竿远，钓得银鳞甩入襟。

荷塘
老茎未朽立风波，碧叶才翻露一涡。

蛙语不知深浅处，小童欲捕卧斜坡。

旱日有雨
风雨回塘起咏歌，芭蕉芍药舞婆婆。

农夫相唤无归意，斗笠蓑衣指稻禾。

（辽宁省灯塔市佟二堡第二初级

中学 韩宗英）

片羽旧时光
□张海瑜

人生边上

《晨雾》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张劲农

物语


